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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伴随着四月的开启，横跨初高中的多学科开

展基于数据专题下的教学专题讲座和备课、公开课

教学改进活动。本月，为进一步推进项目在高中学

段的有序开展，区域层面召开了高中学段高层对话

沙龙活动，就高中项目面临的拟解决问题及下一步

推进方案进行了初步研讨，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增

进双方在研发和应用层面的双向理解与交流。为增

强核心实验校项目参与的积极性，项目组走进初高

中核心实验校进行重点跟进，以不同形式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整个四月在房山区主要开展了 17 项工

作，如下所示：

【会议专题】

1. 2019 年 4 月 9 日，房山区大数据项目高中

学段高层对话沙龙于高精尖中心西一会议室顺利开

展，房山区教委中教科领导、房山区进校相关领导

及部分学科教研员、实验校校长与部分学科教师

等，与北师大以王磊教授为首的学科首席开展交流

研讨； 

【入校专题】

2. 2019 年 4 月 1 日上午，“大数据助力房山

区教育质量改进”项目组成员，高精尖中心学科教

育实验室李珍琦老师、助理教研员毕琳曼、梁慧珍、

褚洪旭，前往首都师范大学房山附属中学，与教学

副校长刘万里及主任孟祥阳进行了项目交流；

3. 2019 年 4 月 2 日下午，高精尖中心学科教

育实验室李珍琦老师、助理教研员褚洪旭、梁慧珍

等人，前往房山中学对全体教师进行了智慧学伴使

用培训；

4. 2019 年 4 月 18 日下午，葫芦垡中学深入

调研，示范校核心经验凝练。北师大潘详成博士，

刘宁博士，高精尖中心李珍琦老师，丁一冰老师，

殷乐老师，褚洪旭老师，毕琳曼老师等前往葫芦垡

中学对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等角色进行调研访谈；  

5. 2019 年 4 月 26 日上午，良乡六中重点推

进学科数学两节常态课定向跟进，北京师范大学曹

晨博士深入指导；

【学科专题】

6. 2019 年 4 月 3 日下午，房山区教师进修学

校与北师大高精尖中心联合进行高一物理学科基于

前测的精准备课指导活动，石景山高中物理教研员

丁庆红老师，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马铁骑主任对北

四中房山分校方丽丽、谢瑶老师的公开课《万有引

力理论的成就》《宇宙航行》进行指导，高精尖中

心学科教育实验室任居娥、褚洪旭，北师大硕士韦

玉逢一同参与；

7. 2019 年 4 月 9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

与社会学学院李晓东教授，学科教育实验室助理教

研员毕琳曼老师、褚洪旭老师来到房山教师进修学

校。李晓东教授为房山初中和高中道德与法治学科

教师重点解读了学科的设计思路与教学建议，高中

政治教研员张丽娜老师，初高中教师参与了培训；

8. 2019 年 4 月 10 日上午，北四中房山分校

物理公开课顺利展开，北京四中房山分校方丽丽、

谢瑶老师分别进行了公开课展示。北师大高精尖中

心物理学科核心成员丁庆红老师、房山区物理教研

员马铁骑老师、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

任居娥、北师大硕士韦玉逢、房山区高一年级物理

教师参与了此次活动； 

9. 2019 年 4 月 12 日和 16 日上午，北师大高

精尖中心与房山教师进修学校于 4 月 12 日联合进

行了《物质结构的微观模型》的研磨备课、试讲，

并于 4 月 16 日，由良乡六中的李雪老师进行了公

开课展示。北师大高精尖中心物理学科首席罗莹教

授、房山区物理教研员郭芳老师、北师大高精尖中

心学科教育实验室任居娥、北师大硕士韦玉逢以及

房山良乡初二物理教师进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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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0. 2019 年 4 月 18 日上午，初三年级化学学

科备课活动在房山教师进修学校 609 教室进行，

北京师范大学胡久华教授、房山区初中教研员程颖

老师、高精尖中心毕琳曼、北师大硕士林博娇和

10 位说课教师参与了此次教研活动；

11. 2019 年 4 月 18 日上午，北师大高精尖中

心与房山教师进修学校在良乡中学联合进行了 2+8

模式的教学改进展示课，参与本次公开课的人员有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化学学科团队副首席支瑶老师、

房山区高中化学教研员朱燕老师、北师大高精尖中

心学科教育实验室任居娥、褚洪旭、北师大硕士王

全以及房山高一化学教师；

12. 2019 年 4 月 18 日上午，北京教育学院张

素娟教授，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褚洪

旭老师来到了房山区良乡中学，张素娟教授为房山

区高中地理教师进行了《与命题者对话》的专题讲

座；

13. 2019 年 4 月 18 日上午，房山区道德与法

治学科公开课在房山四中录播教室开展，教研员韩

淑萍老师、张丽娜老师组织全区教师参与了本次活

动；

14. 2019 年 4 月 19 日上午，为进一步指导历

史教师在明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能在日常的教

学中更好地落实知识点，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

精尖创新中心为房山区历史教师定制了一场历史学

科“明清历史概览”专题讲座，初中历史教研员王

绯老师主持了此次活动，房山区历史教师参加了此

次活动；

15. 2019 年 4 月 23 日上午，房山区高一年级

生物大数据备课研讨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

中学办公楼三层进行。此次备课交流邀请了西城区

教研员杜玉芬老师，由其亲自指导教师的教学设计，

房山区高一生物教研员薛爱玲老师、备课教师首师

大附房山中学李剑萍老师，北京四中房山校区侯正

红老师、高精尖中心毕琳曼老师参与了此次备课交

流；

16. 2019 年 4 月 23 日上午，高中地理学科备

课活动在房山实验中学顺利进行； 

17. 2019 年 4 月 25 日上午，北师大高精尖中

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心理学科助理教研员张雪玉与房

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心理教研员蔡建新、时书明、乔

楠共同组织召开“大数据小课题助力房山区心理健

康教育新发展”的启动仪式；

【数据公示】

18. 房山区 2019 年 4 月教师和学生平台使用

情况公示；

【总结】

19. 项目推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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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题

房山区大数据项目高中学段高层对话沙龙顺利召开
一线教育工作者与学科首席深入交流

为及时总结房山区高中学段的项目推进情况，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惑与难点，明确项目推进方向，理清项目推进思路，

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特邀请房山区教委中教科领导、房山进校相关领导及部分学

科教研员、实验校校长与部分学科教师等，与北师大以王磊教授为首的学科首席开展工作交流对接。2019 年 4 月 19 日（周五）

下午在京师科技大厦 A 座三层西一会议室召开了房山区大数据项目高中学段高层对话沙龙活动。房山区教育委员会和房山区教

师进修学校相关领导及部分教研员、房山区大数据项目实验校校长及教师代表、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首席专家、

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相关领导及房山区项目负责人参与了此次交流。

交流会伊始，房山教师进修学校王徜祥校长对本次交流会的背景和目的进行了阐述，并表达了对本次沙龙的期待，为了大

数据项目在高中学段的更好推进，希望本次会议旨在将高中项目推进会做好，共同助力房山区教育质量的提升。紧接着，中心

区域应用主管李珍琦老师对高中阶段推进情况进行汇报，从活动开展、项目推进思路、9 所实验校调研、学科专家入校指导、

数据分析解读和高中学段师生平台使用情况进行分享。从上线率、人均登录次数、时长、微测、资源使用等维度重点分析，并

依托数据呈现出上学期高中师生关注度最高和共同关注的核心概念，为教师的精准教学提供支撑。

王徜祥校长发言 李珍琦老师分享高中阶段推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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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房山区基层学校和学科教师代表反馈项目参与中的问题及困惑，针对学校实际情况、结合学科的资源建设应用建议、

数据分析维度建议、平台使用建议、学科能力指标等方面进行了逐一发言。结合学校和学科教师反馈情况，区域领导就项目相

关情况进行简要交流，赵青松科长和马铁骑主任就项目架构、中高考改革、大数据使用与分析、微测试题与中考契合度等层面

给出了建议，表示会对项目持续关注，在新一轮中高考改革的背景下，房山区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行政的推动和业务部门的支持、

实验校的参与，最终落位课堂。

最后，学科首席与区域进行交流沟通，针对以上问题探讨解决方案。王磊教授强调此项目是北京市投入的项目，各校教学

校长要真正落实 60%，李晓庆老师指出面对信息化要抓住机遇，先解决一部分老师去使用，并结合高中阶段的问题给出中肯的

建议。本次沙龙不仅是一线与首席专家直面沟通的机会，同时也解决了一线教师在微测和资源使用过程中的困惑，为高中学段

更好地推进起到了助益。

首都师范大学房山附属中学孟详阳老师发言

赵青松科长发言

北京四中房山分校生物教师侯正红发言

马铁骑主任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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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专题

高精尖中心跟随视导进入
首都师范大学房山附属中学

2019 年 4 月 1 日上午，“大数据助力房山区教育质量改进”项目组成员，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李珍琦老师、助理

教研员毕琳曼、梁慧珍、褚洪旭前往首都师范大学房山附属中学，与教学副校长刘万里及孟详阳主任进行了项目交流。

项目组成员对大数据项目在学校的使用现状进行了了解，并与刘校长和孟主任沟通了项目进行中存在的疑问和学校的困惑，

之后褚洪旭老师以高中一年级期末考试成绩为例，展示了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

之后，孟主任表示现阶段老师对平台存在的功能的了解程度还不够，接下来学校将研讨好特定时间，为教师端和学生端进

行一次有效培训，以便进一步落实大数据项目的推进工作。

与学校领导交流项目情况 褚洪旭老师对高一年级期末数据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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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高精尖中心的工作人员又和学校的杜校长针对项

目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了解了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并从领导层面上了解了教师的需求。最后，李珍琦老

师通过向杜校长直接展示学校管理员的账号功能，让杜校长

对项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杜校长表示会从学校层面上进行

项目的推动。

入校专题

2019 年 4 月 2 日下午，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李珍琦老师、助理教研员褚洪旭、梁慧珍等人，前往北京房山中学对全

体教师进行智慧学伴使用的培训。

项目组成员在房山中学年级主任李玉伟老师的带领下，在 211 教室先跟一线教师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交流，向一线教师详细

了解了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随后，梁慧珍老师以学科教师为例，对学校老师进行了智慧学伴平台的使用培训，让老

师们对智慧学伴可以实现的数据分析等各层面的功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助力房山项目
高精尖中心在房山中学进行智慧学伴培训 

李珍琦老师培训指导中 梁慧珍老师讲解展示中

李珍琦老师向杜校长讲解展示账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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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专题

郭校长发言

葫芦垡中学于 2017 年 10 月 14 日加入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大数据助力房山区教育质量改进”项目的实验校行列以来，经

过一年多的项目实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学校各方面均形成了宝贵的项目经验。为积极引导其他学校观摩学习并参与使用大

数据项目的项目平台，使葫芦垡中学的实践应用模式和做法为其他核心实验校提供经验借鉴，2019 年 4 月 18 日下午，北师大

潘详成博士、刘宁博士、高精尖团队李珍琦老师、丁一冰老师、殷乐老师、褚洪旭老师、毕琳曼老师等前往葫芦垡中学对典型

相关领导及教师等角色进行调研访谈，在有关大数据于日常的学校工作、班级管理、教学管理与设计、自我诊断与提高层面上

的经验以及平台的心得进行分享。 

首先，郭校长对项目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对接下来典型角色的调研工作进行了简要的部署。随后，高精尖中心区域

应用主管李珍琦老师对项目组此次入校的目的、做法进行了说明，期待下午的调研访谈能够从葫中教师的优秀实践中凝练出好

的经验。

葫芦垡中学深入调研 
示范校核心经验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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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研从学校管理层、班主任、学科教师和学生层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学校各角色依据实际做法从学校管理层、

学科教学层面、班级管理、家校联合方面进行了分享，这些优秀的案例将会为其他核心实验校起到经验借鉴作用，期待葫芦垡

中学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迈入更高的台阶。

入校专题

李珍琦老师讲话

对班主任层面进行调研访谈

学校管理层与项目组成员交流沟通

对学生层面进行调研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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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专题

2019 年 4 月 26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高精尖中心褚洪旭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曹辰博士来到了房山良乡六中，在深入班级

仔细聆听了两节数学常态课之后，曹辰博士对教师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史老师在第一节数学课中讲授了关于翻折的问题，整体思路围绕翻折→全等→对应角相等→角平分线展开。其目的在于寻

找直角三角形，利用勾股定理解决问题。史老师让学生亲自动手，尝试利用翻折纸片来感受问题。随后，曹辰博士对史老师的

授课进行了专门指导，指出了史老师这节课中存在的优缺点，并从中考的要求出发指出了翻折问题的本质——轴对称。

之后，曹辰博士又观摩了一节秦老师的常规课，课程内容主要围绕初中阶段一元二次方程的公式法展开。授课结束后，曹

辰博士跟两位老师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从中考角度出发对两位老师进行了细致的指导和教授。

良乡六中初中数学常态课顺利跟进

曹辰博士与史老师沟通交流

数学学科史老师授课中

曹辰博士与两位老师进行深入讨论

学生们分组尝试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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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教师进修学校与北师大高精尖中心联合进行了高中物理教学备课活动，2019 年 4 月 3 日下午，由北师大高精尖中心物

理学科核心成员——石景山高中物理教研员丁庆红老师、房山教师进修学校马铁骑主任对北四中房山分校方丽丽、谢瑶老师的

公开课《万有引力理论的成就》、《宇宙航行》进行指导，同时参与活动的还有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任居娥、褚洪旭，

北师大硕士韦玉逢。

首先，方丽丽、谢瑶老师分别对于《万有引力理论的成就》、《宇宙航行》两节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教学背景分析、

课前预习设置、课堂引入及其课堂设计思路与具体环节进行了详细说明。

对于方丽丽、谢瑶老师两节课的精心设计，马主任、丁老师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同时也建议在学生课前学习的引导性材料

中给予问题引导，充分利用课前诊断分析学生学情、设计教学环节，课中强化学生的中心地位、增加学生的活动设计，更多落

实学生的物理学习方法与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课堂将更为丰富多彩。

此次交流探讨为两位老师在 4 月 10 日的公开课提供了可借鉴的修改意见，为高效的物理课堂提供了可修改思路，期待两

位老师的公开课展示。

物理学科基于前测的精准备课指导活动顺利开展

学科专题

马铁骑主任点评课程

方丽丽老师说课《万有引力理论的成就》  

丁庆红老师点评课程

 谢瑶老师说课《宇宙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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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题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设计思路与教学建议》
专题讲座顺利开展

2019 年 4 月 9 日上午，北京

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李晓

东教授、学科教育实验室助理教

研员毕琳曼老师、褚洪旭老师来

到了房山教师进修学校。李晓东

教授为房山初中和高中道德与法

治学科的教师重点解读了学科的

设计思路与教学建议。房山高中

政治教研员张丽娜老师和初高中

教师参与了此次讲座。

李晓东教授首先介绍了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设计的根据与背景，他从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和体现，全国教育大会、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以及发展核心素养的角度介绍了课程设计的依据和背景。李教授还进一步解读了初中各个年级不

同教材的设计框架和内容，并向老师着重介绍了不同年级、不同课程的切入点。

之后，李教授根据内容框架又解读了初中道德与法治面临的变化和课程整合的策略；紧密结合思想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

为在场政治教师以及教研员提供了政治学科教学过程中教学与评价方面的一些建议指导，并和在场教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与

互动。

最后，李晓东教授耐心地解答了房山区教师提出的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在教学中的问题和困惑，为教师们的教学提供了有

益的指导。

 房山区老师发言提问 房山区老师与李晓东教授交流沟通

政治教研员张丽娜老师主持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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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题

北四中房山分校物理公开课成功开展

房山教师进修学校与北师大高精尖中心于 2019 年 4 月 3 日联合进行了《万有引力理论的成就》、《宇宙航行》的研磨备课，

4 月 10 日，北四中房山分校的方丽丽老师、谢瑶老师分别进行了公开课展示。参与本次公开课的人员有北师大高精尖中心物理

学科核心成员丁庆红老师、房山区物理教研员马铁骑老师、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任居娥、北师大硕士韦玉逢、房

山区高一年级物理教师。

首先，两位老师均充分利用了学生的课前预习与精准诊断，并且有效结合学生的反馈结果贯穿于教学环节中。方丽丽老师

在《万有引力定律理论》一节课的教学过程中环环紧扣，通过生活中熟悉的称重情境引出天体质量的计算，通过天体质量的推算，

迁移到中心天体质量计算的总结，最后通过学生讲说“海王星”的故事，引出万有引力的伟大意义——发现未知天体。谢瑶老

师则在《宇宙航行》一节课中通过视频、天体动画等的播放，减弱教学难点，增强学生理解。

学生讲述“海王星”的故事  

 学生观看北斗卫星发射视频 

老师讲述埃拉托色尼实验 

教师们积极参与课堂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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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铁骑老师点评课程 丁庆红老师点评课程

本节课后，各位听课老师表示这两节课对于创新观念下的教学模式探索给出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值得大家学习借鉴。

丁老师、马老师也对于本节课中两位老师清晰的板书设计、亲和的教态、精炼的语言组织等基本功给与了高度肯定，且课中均

通过精心的选材突出立德树人的教育，通过课堂中的模型建构、逻辑推理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通过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及教育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另整合课堂前测、以学生为中心进行问题式课堂设计，为区域老师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如果课堂中给予学生更多交流展示的机会，建立学习情景中的已知条件，整合物理学习的概念与规律，建立知识之间的关系，

最后迁移到宇宙航天的应用模型将更为完美。

学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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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莹教授、郭芳老师对本节课表示了充分的肯定。课堂中对前测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回应，组织教学重难点，将课下、课上融

为一体。课中，结合《中庸》、《墨子》中对于物质的描述，强化学生的传统文化，同时实现学生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跨越。另

外，借助实验探究，助力学生微观模型建构，证实物理规律。如果课堂中给予学生充分的交互、讨论时间，挖掘学生思考的误区，

并基于此设计教学问题，课堂将更为完美。

学科专题

基于智慧学伴平台前测的精准教学
——《物质结构的微观模型》公开课顺利进行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与房山教师进修学校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联合进行了《物质结构的微观模型》的研磨备课、试讲，4 月

16 日，良乡六中的李雪老师进行了公开课展示。参与本次公开课的人员有北师大高精尖中心的物理学科首席罗莹教授、房山区

物理教研员郭芳老师、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任居娥、北师大硕士韦玉逢以及房山区良乡初二物理教师。

课前，李雪老师充分利用智慧学伴中学生的前测诊断报告，并结合学生的反馈结果贯穿于教学环节中。课中，通过智慧学

伴中的微课资源与学生探究实验、教师演示实验，有效解决了本节课中的教学难点——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提升了课堂的教

学效率。课堂中以《中庸》、《墨子》导入物质的组成，并通过学生实验、教师演示实验等展开环环相扣的教学任务：（一）

物质的组成，（二）分子的排列，（三）分子的运动状态，（四）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课后，李雪老师分享了智慧学伴平台

中的微测与微课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经验，并与老师们共同探讨如何借助大数据发现教师的教学漏洞与学生的薄弱知识点，进

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李雪老师分享智慧学伴平台的应用经验 

 罗莹教授点评课程

 郭芳老师点评课程 

参与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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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题

2019 年 4 月 18 日上午，初三年级化学学科备课活动在房山教师进修学校 609 教室进行，北京师范大学胡久华教授、房山

区初中教研员程颖老师、高精尖中心毕琳曼、北师大硕士林博娇和 10 位说课教师参与了此次教研活动。

说课教师分别从一般探究思路、基本反应类型、能源和资源、金属等核心概念展开讲述。教学设计目标依托的是学生前测

诊断报告分析出的薄弱知识点，老师们从中考复习课的角度入手，从教学前的学情、依据学情制定的实在的教学目标（也是后

测评价目标）、教学流程和教学实施效果等维度进行。

胡久华教授结合学生们所反映出来的薄弱知识点在学科

教学层面上进行指导，同时引导教师思考通过本节课是否解

决了学生原有的问题，要通过前测显示维度精准诊断，这样

才能有针对性的设计活动，精准解决问题。同时应关注核心

知识系统化和解决问题思路模型之间的关系，在真实问题情

境下去解决课堂教学问题，从而让学生建立解决问题的思路

和方法。

备课指导后，说课教师基于备课过程中的困惑对平台提

出了一些建议，如可以用 word 导入到平台方便教师更好地应

用数据进行诊断等。本次备课指导丰富了教师的信息素养和

学科教学能力，为后续开展公开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探索基于数据支撑下的教学改进
——初三化学教师依托前测数据精准备课

说课教师依据前测数据进行学情分析

胡久华教授点评

说课教师分析教学计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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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题

本次活动中，支瑶、朱燕老师表示了对教师教学的认可：教师在教学活动任务中对于难度与逻辑的合理把控、教学素材选择

与使用的合理、课堂思路方法的有效提炼与运用等。但是，若在课堂中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活动环节、建立各级知识的结构关系

将更为完美。最后，支瑶老师就智慧学伴平台中的指标、微测、微课给与了老师们在不同课型中的使用建议，朱燕老师也希望借

助大数据给到老师们教学中的明确指向，以便精准化设计课堂内容。

基于智慧学伴平台的“2+8”模式的化学教学改进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与房山教师进修学校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联合进行了“2+8”模式的教学改进，并于 4 月 18 日在良乡

中学进行了展示。参与本次公开课的人员有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化学学科团队核心成员支瑶老师、房山区高中化学教研员朱燕老师、

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任居娥、褚洪旭、北师大硕士王全以及房山高一化学教师。

首先，刘超和王晋慧老师分别展示了公开课《汽车安全气囊中化学反应的选择》、《锶念元素周期表》，两位老师均利用

了智慧学伴平台的前测答题情况，通过分析、推理等方法研究化学的本质特征、构成关系及其相互关系，落实化学学科的核心素养。

之后，分别由各校代表老师进行了基于智慧学伴精准教学的说课。

刘超老师讲授公开课《汽车安全气囊中化学反应的选择》

教师基于智慧学伴平台的说课   

王晋慧老师讲授公开课《锶念元素周期表》

支瑶老师点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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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题

2019 年 4 月 18 日上午，北京教育学院张素娟教授、北师大高精尖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褚洪旭老师来到了房山区良乡中学，

张素娟教授为房山区高中地理教师进行了《与命题者的对话》的专题讲座。

张教授首先以高考命题者与一线教师的鸿沟引出话题，提出了高考命题者与中学师生对于高考命题理解上的巨大差距，由

此引出该如何从命题者的角度把握方向，并思考剖析命题。张教授指出，由于当前高考的命题者大多数是高校教师，其所站的

角度往往在于为高校选拔合适的人才，所以在当前以评促教的新高考背景下，目前的高考已经由关注选拔转变成了提供“选择”，

从之前的“育分”转变成了“育人”，从“我要你学”到促进学生“想学”、“爱学”，从“学会”到“会学”、“会用”。

要想理解为什么考、考什么，就一定要把握考试评价改革释放出的价值取向。从考试评价改革立意变化来理解当前考试评价的

价值取向，当前的考试评价改革立意是“一点”、“四面”、“三贴近”（“一点”即立德树人，“四面”即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华传统文化、依法治国、创新精神，“三贴近”即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实际）。当前地理学科的高考命题应该

关注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核心知识，也就是地理学科的必备基础与技能——“位、布、区、关、图”。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不

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的。

《与命题者的对话》专题讲座顺利开展

北京教育学院张惠娟教授讲授中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下的核心知识 试题的结构

讲座报告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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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题

接着，张教授以几道试题为例深入剖析了试题的结构。张教授还向前来听讲座的教师发放了自己携带的材料，让老师们亲

自动手尝试命题，并当场进行了有效的点评。最后，她结合有关地理学科命题的特点，向教师们强调了地理学科各类试题的特

点和趋势，并为教师们解读了常见的命题误区。  

张教授指导教师进行命题

地理教研室成员和张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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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题

2019 年 4 月 18 日，房山区道德与法治学科公开课在房山四中录播教室开展，教研员韩淑萍老师、张丽娜老师组织全区教

师参与了本次活动。本次公开课做课教师为房山四中宗海阔老师，课题为《单音与和声》，以及北京四中房山分校裴志新老师，

课题为《根本政治制度》。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刘润泽老师作为点评专家参与了本次活动，刘老师从教学设计及授课理念层

面对两位老师及参与活动的老师给予了指导。

刘老师指出，宗老师就重庆坠江事件的案例选材很好，采用叙事教学法，将故事拆开，见景见义，在教学设计思想上还可

以更深入的学习和运用。刘老师通过公交坠江事件的分析，清晰阐述了规则、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博弈关系。使

在场教师学会了在课堂中如何引导学生进行思维上的训练。同时，从公交坠江的悲剧可以引申出相关主题的教学：教会学生遇

到问题不冲动，学会情绪管理，坚持原则与灵活处理，不要教条主义等。在场教师深受启发。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

益之间调整关系就是调整利益。生活中，矛盾和冲突怎么处理，要能够列举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如此课堂才可以落地，学生的

认识也就更深刻和全面了。裴老师的课以国际时事政治高起点、高视野引入课堂，吸引学生的同时也为课堂做了良好的铺垫，

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和目的。初中关于根本政治制度的学习，可以为将来的学习做铺垫，以后高中再讲到相关知识的时候已有

了初步认识，掌握的可以更好。在内容建构方面，教师应教会学生将课程生活化，这样对学生的帮助和教育意义更大。

道法课堂落位生活
叙事教学法与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素养

学生和教师认真听课 刘润泽老师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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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题

历史学科《明清历史概览》的专题讲座顺利进行

2019 年 4 月 19 日上午，为了进一步指导历史教师在明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能在日常的教学中更好地落实知识点，北

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为房山区历史教师定制了一场《明清历史概览》专题讲座，以便提升该区历史教师的专业

素质，提高全区初中历史教育水平。房山区历史教师参加了此次活动，初中历史教研员王绯老师主持了此次活动。

李凯老师讲授中 教师们认真聆听讲座

北师大历史学院李凯老师对初中明清历史概览阶段教学

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专题讲座。李凯老师的讲座按明清的集

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海禁闭关与资本主义萌芽、人

口的激增、明清的社会风貌等五大方面对清统一国家的巩固

与发展（至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教学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讲解。

讲座紧密结合新版历史教材内容，给在场的初中历史教师以

及教研员提供了一些历史学科教学过程中教学与评价方面的

建议与指导。最后，李凯老师又跟教师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

流沟通，回答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李凯老师解答教师实际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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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提升教师的学科教学专业能力和信息素养，2019 年 4 月 23 日上午，房山区高一年级生物大数据备课研讨活动

在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办公楼三层进行。此次备课交流邀请了西城区教研员杜玉芬老师亲自指导教师的教学设计，房山

区高一生物教研员薛爱玲老师、备课教师首师大附房山中学李剑萍老师、北京四中房山校区侯正红老师、高精尖中学毕琳曼老

师参与了本次备课交流。

首先，两位高一年级备课教师李剑萍老师和侯正红老师分别基于《基因突变》、《基因重组》教学课题对教学设计的思路

进行了分享。两位教师从教材背景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方式与策略、教学活动设计进行内容分享。

随后，西城区教研员杜玉芬老师对两位教师的教学设计给出点评，杜老师立足于课标要求中核心素养的培养，指出核心素

养如何落位课堂，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如何体现，并使两位教师产生思考，本节课设计的着眼点在哪里。她提出关

键要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的三个关键要素是情景化、学生活动化、单元结构化。引入本节课课堂的主线：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概念，从而训练学生的科学探究方法，同时，概念教学也是为了解决真实问题而服务的。 

教研员薛老师也针对两位教师的教学思路从一线教学经验和学科教学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改进策略。两位教师依据

学生的学情对平台上的“减数分裂”资源和基因重组的微测进行了借鉴，希望借助资源和数据诊测为教学提供更好的诊测。

基于学科能力的高一生物教学改进活动顺利进行

两位教师分享教学设计思路 老师们关于备课进行深入研讨

学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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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地理学科备课活动顺利进行

2019 年 4 月 23 日上午，高二年级地理学科备课活动在房山实验中学进行，实验中学教学副校长雷利亚校长、丰台区地理

教研员郑春花、房山区地理教研员宁惠兰、韩薇老师、蒋友英老师、北师大高精尖中心褚洪旭、马老师参与了此次教研活动。

韩薇老师和蒋友英老师分别准备了主题为《辽宁阜新的转变与发展》、《莱茵河流域的协作开发》的课程，并分别向两位

教研员讲述了整个课程设计的大致思路和疑难困惑。郑春花老师和宁惠兰老师分别根据两位老师的讲述进行了一定的点评，并

与两位老师一起对整体内容的设计以及教学细节进行了细致的研讨。两位教研员肯定了教师备课的用心付出，并同老师一起探

究了课标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还根据教材及课标对教师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教研员对备课内容进行指导点评

学科专题



24

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心理教研员蔡建新主持活动

心理学科助理教研员张雪玉介绍《课题指南》

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课程与德育研究室主任周长凤致辞

房山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王徜祥进行工作指导

教育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中小学学生视野的扩展给当前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做教育，怎样才能办好教育。房山

区心理健康教育和生涯规划教育经历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在组织管理、课题研究、课程建设、实践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19 年 4 月 25 日，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心理学科助理教研员张雪玉与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心理教研员蔡建新、时书明、乔楠共同组织进行了“大数据小课题助力房山区心理健康教育新发展”的启动仪式。房山区教委

中教科领导、房山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王徜祥、课程与德育研究室主任周长凤、房山区教育学会心理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全体理事、教育部“教师积极心理品质提升暨教师专业成长行动研究”课题研究房山区实验校课题负责人

及中小学心理教师出席参加了启动会。

活动主持人蔡建新介绍议程。首先由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课程与德育研究室主任周长凤主任致辞，然后，张雪玉老师从如

何做好小课题、小课题文件解读、北京市中学生素质测评模型三个角度介绍《课题指南》，接下来，房山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

王徜祥进行工作指导，之后，乔楠老师介绍了教师积极心理品质提升课题研究进展情况，蔡建新秘书长说明了具体实践操作安

排和对未来的期望，最后，张立辉理事长和教委中教科王明宇老师进行了讲话。

心理小课题启动，助力房山区新发展

学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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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心理教研员乔楠老师介绍课题研究进展

房山区教委中教科王明宇老师讲话

房山区教育学会心理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张立辉讲话

本次活动旨在启动心理小课题，并介绍如何进行小课题研

究，各位领导都希望教师们能够从实践出发、应用于实践，并

最终有所收获，也希望教师们能够在各种科研任务的压力下学

会科学统筹，及时将教学成果转化为科研成果。期待房山区心

理健康教育的新发展！

学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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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公示

房山区 2019 年 4 月教师和学生平台使用情况公示

（一）区域教师的上线人数及上线率：

（二）区域学生的上线人数及上线率：

初中教师上线人数 上线率

Web 1.93%

移动端 1.69%

256

172

上线率 高中教师上线人数

65

575.11%

7.66%

初中学生上线人数 上线率

Web 3.16%

移动端 15.06%

1247

4988

上线率 高中学生上线人数

229

109233.44%

8.36%

（三）各学校初高中教师的上线人数、上线率以及人均上线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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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公示

（四）各学校初高中学生的上线人数、上线率以及人均上线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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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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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公示

（五）各学校初高中学生的微测作答率和批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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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项目推进建议

4 月，“大数据助力房山区教育质量改进”项目在房山区基于月度目标及教研计划安排，开展了入校交流培训、学

科教学专题培训、备课指导与现场课改进活动。为了后续更加有效地推进项目，在本月基础上，结合房山区项目实际开

展情况，提出如下项目推进建议：

1. 学科教师基于数据意识深入开展“大数据工作坊”。本学期制定的“大数据工作坊”活动构成之一“积极教师工作坊”

在 4 月学科活动开展过程中逐渐引领积极教师有所体悟、有所参与，在学科教研活动中发挥教师对数据解读、资源推荐、

应用建议方面的示范引领分享作用。教师基于在线资源及数据分析的课例研磨及呈现的意识逐渐增强，积累了优秀课例

成果的同时培养了教师正确认识学科能力素养及中高考命题导向等问题。接下来的教学改进课中常规开展信息技术与数

据分析结合提升教学实效的课例指导活动；

2. 深度开展“名校长工作坊”活动。提炼核心实验校项目参与的有效经验做法，从校长、班主任、教师、学生等维

度凝练做法，发挥核心实验校的示范与带头作用，使得其他实验校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提取借鉴，形成独特的推进模式；

3. 数据的深度使用与挖掘，产出教学成果。通过本学期开展的大数据教师工作坊，教研员、积极教师带动其他教师

深度进行数据分析，协同备课，形成教研共同体。

北京市房山区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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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网址：http://aic-fe.bnu.edu.cn

智慧学伴平台网址：http://slp.bnu.edu.cn/ 

电话 :  010-5880 6750

邮箱：gaojingjian@bnu.edu.cn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沙河西三路北京师范大学昌平校园 G 区 3 号楼 4-5 层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