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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裴志新  李珍琦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计算机和互

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推动着教育不断变

革和向前发展。如何更好地利用现代科技助力学

科教学质量提升，日益成为各省市、区县关注的

问题。精准教学作为一种高效提升知识与技能的

学习方法，主要是采用适当的技术，生成个性化

的精准教学目标，开发适切的教学材料，设计适

宜的教学活动，并且频繁地测量与记录学习者的

学习表现，以精确判定学习者存在的问题，运用

适当的数据决策技术对教学策略进行精准优化和

干预 [1]。本文以改进课“根本政治制度”为例，

尝试探索数字化教学背景下如何利用“智慧学

伴”在线智能学习平台实现道德与法治课的精准

教学。

一、学科能力表现指标与第一次授课

（一）学科能力表现指标

“智慧学伴”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

精尖创新中心研发的在线智能学习平台。它基于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面向北京市中小学生，

提供在线测评、智能作业、个性化报告与学习资

源等教育服务。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全学习过程数

据采集，建构知识与能力结构，发现并增强学科

优势，诊断并分析学习中的问题，进而实现教师

的精准教学。

道德与法治的学科能力是指学生顺利进行学

科认识活动和问题解决活动所必需的、稳定的心

理调节机制。其内涵是系统化、结构化的学科知

识技能及核心学科活动经验图式（稳定的学科经

验结构）对活动的定向调节和执行调节机制。道

德与法治学科的认识活动和问题解决活动分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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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学习理解活动、实践应用活动和创新迁移活

动，以此为依据，我们构建了基于能力要素的道

德与法治学科能力表现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

——以“根本政治制度”一课为例

图 1　道德与法治学科能力表现指标体系

（二）第一次课出现的问题

2019 年 4 月，笔者基于“根本政治制度”

内容进行了第一次试讲。由于时间所限，笔者并

未依托在线智能学习平台对学生进行前测，仅仅

依靠教师教学用书和已有经验制订教学目标，确

定学习重难点和教学法。课程结束后，听课教师

普遍反映存在以下问题：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

重难点不准确，教学法不确切。具体来说，就是

教师无法确定学生在各主要学科能力上的表现，

很难精准确定教学目标，无法准确判定教学重难

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不确切，课程

结束后，学生依旧对本课主题“根本政治制度”

的理解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

基于本次课出现的问题，笔者在改进课中做

了如下工作，即充分运用在线智能学习平台进行

前测，精准诊断问题，制订教学目标，开展教学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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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开展改进课的精准教学

（一）精准诊断问题

精准诊断问题是实现精准教学的前提。本次

改进课的实施班级为学校八（2）班。上课之前，

教师在智能学习平台上提前发布前测题，以便深

入了解学情。学生总人数为 32 人，参与人数为

24 人，参与率为 75%。前测各题对应的学习指

标及平时得分率如表 1 所示。

学习目标 能力要素 学习指标 题目
平均得
分率

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基本内容
A2 A2-2 2、3、4 72

了解人大代表的各项

职权和义务
A3 A3-1 1、5、6 42

结合实例，分析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

的根本政治制度

B2 B2-1 7 79

收集资料，论证必须

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

B3 B3-1 8、9 57

表 1   前测学习指标及平均得分率

提。“根本政治制度”为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

八年级下册内容，其所在知识图谱位置如表 2

所示。与该核心概念相对应的知识细目如表 3

所示。

此外，通过问卷星对学情进行调查。依据本

课教学重难点，笔者设置了两个重要问题：（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

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吗？（2）你知道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如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吗？此前测全

员参与。可以看出，学生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为什么

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

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问题尚存较大疑惑。

所以，笔者将本课的学习难点定位为：为什

么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以

及人大代表的职权和义务等。

通过数据了解、分析学情，实现精准诊断问

题，这就为教师精准教学奠定了基础。

（二）精准制订教学目标

精准诊断问题之后，教师需要根据这些问

题精准制订教学目标，这是实现精准教学的前

一级主题 能力要素 学习指标

我与国家

和社会

积极适应社会的

发展

亲近社会、责任担当、善用

网络、奉献社会

认识国情与爱我

中华

国家利益、时事政治、国家

安全、国家发展

法律与秩序

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治国安

邦的总章程、公民权利、公

民义务、基本经济制度、根

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

国家机构、自由平等、公平

正义

学习概念 能力要素 学习指标 具体描述

根本政治制度 A2 A2-2
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基本内容

根本政治制度 A3 A3-1
了解人大代表的各项职

权和义务

根本政治制度 B2 B2-1

结合实例，分析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

根本政治制度 B3 B3-1

收集资料，论证必须要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

根本政治制度 C1 C1-2

对所学知识进行迁移发

散，支持人大代表的工

作，推动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完善

根本政治制度 C3 C3-1
积极主动寻找身边的人

大代表，参与政治生活

表 2   本课内容所在知识图谱位置

表 3   本课内容知识细目

根据前测结果和对应的知识细目，笔者制订

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目标：在阅读材料、小组合作、

教师讲解的基础上，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

容以及人大代表的职权和义务。

2.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本课学习，能够结

合实例分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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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从具体的政治现象中抽象概括出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对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运用所学

知识和收集的资料，分析论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事例分析、

课堂讨论、小组活动等方式，切实感受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在维护人民当家作主中的作用，认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中国发展的好制度。

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中，能够积极主动寻

找人大代表，依法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推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

 （三）精准实施教学

制订好教学目标，就奠定了精准教学的前提，

接下来要开展精准教学活动了，即教师采取何种

教法、学生如何学习的问题。

笔者对改进课班级进行了班情分析。大部分

学生思维较活跃，课外信息掌握较多，但获取

的资料呈现片段化、表象化的特征，即多对事

物仅有感性认识。部分学生政治学科素养较弱，

知识面较窄，公民意识较淡薄，较少关注政治，

认为政治学科所学内容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距离

较远。学生这种“这些制度只与成年人有关”

的片面理解与认识恰恰反映了他们公民意识的

淡薄，是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念、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问题。

基于此，笔者采取任务型教学法和小组合作

学习方式，通过教师层层深入地设置任务，由学

生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完成学习。

教学时，教师以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

“停摆”一事引出本课教学内容。通过组织学生

思考为什么美国出现政府“停摆”的深层次原因，

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政体，顺势引出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直接进入本课主题。

在教学活动中，笔者设计了以下四个环节。

首先，小组合作，探讨政体。在了解我国根本政

治制度之前，学生要了解其内涵，即国家权力归

属、权力分配等问题。教师给出如下问题，各小

组参考任务单完成活动一（如图 2）。学生根据

活动任务单进行讨论，一方面初步了解我国根本

政治制度的基本内涵，为下一环节奠定基础；另

一方面，也能锻炼阅读能力，符合“大阅读”时

代的要求。

活动一：请以小组为单位，就权力属于谁、
如何分配权力、谁来执行权力三个问题进行协商。

1. 新中国的权力属于谁？
A. 君主     B. 有产者     C. 人民大众
2. 新中国的国家权力如何分配（即权力分成几个
部分）？
3. 哪个部门负责执行权力？

图 2　活动任务单

其次，回溯历史，对比选择。在学生对国

家权力如何分配等问题有了大致了解的基础上，

教师要重点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运用这些权力

以真正符合国情。笔者以纵向、横向两条脉络

在古今中外对比中做出选择，即给出我国历史

上唐朝、明朝的政体形式（纵向脉络）和美国

的三权分立制（横向脉络），由小组讨论并选

择（给出选择或不选择的理由）。之所以这样

设计，是希望学生能够从历史维度和国际维度

的比较中得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顺应中国国

情的，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借此解答

学生对“为什么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

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疑惑。

再次，了解制度，合作画图。在学生了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之

后，教师给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布置任

务（学生分组作图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

容）。此活动在于落实 A2 能力指标，了解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并锻炼学生图文转化的能

力。学生绘制结束后，教师给出所画内容供学生

参考并修改。

为巩固所学，实现“知行合一”，教师以地

图的方式给出北京市房山区各国家机关，如区人

大及其常委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

政府、区监察委员会，让学生根据所学内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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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达到 B2 层级能力目标，即

结合实例，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

最后，分组汇报，分享感受。上课前，笔者

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将人大代表内容单列

一节，以推进改进课的顺利实施。即请班级某学

生采访担任过人大代表的家长，并在班级汇报与

讲解，以落实 A3 层级能力目标，即了解人大代

表的各项职权和义务，同时让班级学生调查家长

最关心的问题（3 个）。经统计，班级学生家长

最关心的问题排名前五位的是：教育、医疗、停车、

垃圾分类、城市建设。各组学生就所选问题分组

撰写议案并数次修改，将修改好的议案当堂汇报。

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思考解

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锻炼学生依法参与国家政治

生活的能力，落实 C1、C3 层级能力目标，即人

大代表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所以，当遇到棘

手问题时，我们要积极主动寻找人大代表，依法

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分组汇报结束后，教师

要进行总结概括、归纳提升，增进学生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同，增强制度自信。本

课教学目标、学科能力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对应关

系如表 4 所示。

三、教学成效

改进课上，笔者采取任务型教学法和小组团

队合作学习方式进行精准干预，课后在智能学习

平台上布置后测试题（教师自主组卷，8 道选择

题，总分 8 分）。线上完成人数为 26 人，线下

完成 3 人，共计 29 人，占班级总数（32 人）的

约 90.63%。其中，班级平均分为 5.97 分，总得

分率为 74.57%。从学科能力表现上看，学生在记

忆概括方面的掌握度为 82.76%，观察体验方面

的掌握度为 70.69%，了解认识方面的掌握度为

74.48%。

在线智能学习平台实现了现代信息技术和道

德与法治学科教学的有机融合。运用在线智能学

习平台，可以精准地诊断问题以精准了解学情，

从而精准地制订教学目标，实施教学活动。精准

实施教学之后，运用在线智能学习平台进行后测，

结果显示本次改进课达到了预期效果。由此可见，

通过在线智能学习平台，能够切实提高学生道德

与法治学科的学习水平和学习成绩，真正做到精

准教学。同时要看到，只有长时间的持续追踪才

能为本研究提供更翔实的数据和充足的证据。所

以，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将继续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精准诊断问题，制订教学目标，以实现

精准教学，真正助力学生学习能力和教师教学水

平的提高。

教学目标 学科能力
学科核心

素养

时事导入，引出主题 科学精神

小组合作，探讨根本政治制度的

主要内涵
分析解释（B2） 政治认同

在古今中外对比中进行选择，得

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历

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

搜集论证（B3） 政治认同

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能根

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分析解决现

实中的问题，做到“知行合一”

了解认识（A2）法治意识

小组汇报，切实感受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的

重要作用，进而认同这一具有中

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学生通过汇

报能够在今后的学习、工作、生

活中积极主动寻找人大代表，依

法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记忆概括（A3）

搜集论证（B3）

迁移发散（C1）

行为倾向（C3）

公共参与

科学精神

总结提升 政治认同

表 4   教学目标、学科能力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对应关系

（作者裴志新系北京四中房山分校教师；李珍琦系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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