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

““““唤醒唤醒唤醒唤醒””””乡村小校课堂活力乡村小校课堂活力乡村小校课堂活力乡村小校课堂活力

聚力乡村教育振兴聚力乡村教育振兴聚力乡村教育振兴聚力乡村教育振兴----2019201920192019年中国教育创新年中国教育创新年中国教育创新年中国教育创新20+20+20+20+论坛论坛论坛论坛

孙冬梅孙冬梅孙冬梅孙冬梅
兰州大学西部基础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兰州大学西部基础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兰州大学西部基础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兰州大学西部基础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明德教育公益项目教育顾问明德教育公益项目教育顾问明德教育公益项目教育顾问明德教育公益项目教育顾问

2019·2019·2019·2019·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核心概念的界定核心概念的界定核心概念的界定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基点研究基点研究基点研究基点

� 乡村小学乡村小学乡村小学乡村小学：：：：设置在乡村中的小学设置在乡村中的小学设置在乡村中的小学设置在乡村中的小学

� 小规模学校小规模学校小规模学校小规模学校：：：：100100100100名以下学生的学校名以下学生的学校名以下学生的学校名以下学生的学校

� 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可

以减少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以减少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以减少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以减少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

� 教育规模经济理论教育规模经济理论教育规模经济理论教育规模经济理论：：：：学校对学生的学校对学生的学校对学生的学校对学生的

培养成本和学校的在校生数培养成本和学校的在校生数培养成本和学校的在校生数培养成本和学校的在校生数

� 赫兰德和巴里托尔赫兰德和巴里托尔赫兰德和巴里托尔赫兰德和巴里托尔：：：：对学生交通成本进行了研对学生交通成本进行了研对学生交通成本进行了研对学生交通成本进行了研

究究究究，，，，研究表明研究表明研究表明研究表明: : : : 对生源较少的农村地区进行合对生源较少的农村地区进行合对生源较少的农村地区进行合对生源较少的农村地区进行合

并学校并学校并学校并学校，，，，节约成本程度节约成本程度节约成本程度节约成本程度收效甚微收效甚微收效甚微收效甚微（（（（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经济

,2016,2016,2016,2016））））

� 柯林斯认为柯林斯认为柯林斯认为柯林斯认为，，，，因广大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和学校因广大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和学校因广大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和学校因广大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和学校

设施的落后设施的落后设施的落后设施的落后，，，，使得学生交通支出成本和学校设使得学生交通支出成本和学校设使得学生交通支出成本和学校设使得学生交通支出成本和学校设

施的配置成本相应增加施的配置成本相应增加施的配置成本相应增加施的配置成本相应增加，，，，抵消了抵消了抵消了抵消了学校规模扩大学校规模扩大学校规模扩大学校规模扩大

所带来的节约成本所带来的节约成本所带来的节约成本所带来的节约成本（（（（Economics Review,1990Economics Review,1990Economics Review,1990Economics Review,1990））））



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内涵建设-教教教教学质量学质量学质量学质量

� 学校规模与学生学业成绩学校规模与学生学业成绩学校规模与学生学业成绩学校规模与学生学业成绩

� 科哲特研究了小学规模对数学科哲特研究了小学规模对数学科哲特研究了小学规模对数学科哲特研究了小学规模对数学、、、、语言成绩等的影响语言成绩等的影响语言成绩等的影响语言成绩等的影响，，，，研究证明研究证明研究证明研究证明

了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呈反比关系了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呈反比关系了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呈反比关系了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呈反比关系（（（（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2000Archives,2000Archives,2000Archives,2000））））

� 刘善槐对我国西南地区某县的学校展开了调查研究刘善槐对我国西南地区某县的学校展开了调查研究刘善槐对我国西南地区某县的学校展开了调查研究刘善槐对我国西南地区某县的学校展开了调查研究，，，，认为我国认为我国认为我国认为我国

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学业成绩处于偏低状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学业成绩处于偏低状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学业成绩处于偏低状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学业成绩处于偏低状态（（（（中国教育学刊中国教育学刊中国教育学刊中国教育学刊

,2011,2011,2011,2011））））

� 学校规模与教师人际关系学校规模与教师人际关系学校规模与教师人际关系学校规模与教师人际关系

� 埃伯特等人发现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埃伯特等人发现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埃伯特等人发现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埃伯特等人发现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同事之间的关同事之间的关同事之间的关同事之间的关

系处理满意度最高系处理满意度最高系处理满意度最高系处理满意度最高（（（（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200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200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200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2000000

））））

� 叶庆娜认为小规模学校对于学生和教师而言叶庆娜认为小规模学校对于学生和教师而言叶庆娜认为小规模学校对于学生和教师而言叶庆娜认为小规模学校对于学生和教师而言，，，，在师生关系在师生关系在师生关系在师生关系、、、、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关系中比大规模学校更具有优势关系中比大规模学校更具有优势关系中比大规模学校更具有优势关系中比大规模学校更具有优势（（（（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经济，，，，2016201620162016））））

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



� 小学规模对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的影响研究小学规模对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的影响研究小学规模对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的影响研究小学规模对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的影响研究（（（（宁波宁波宁波宁波

大学学报大学学报大学学报大学学报，，，，2018201820182018））））

� 对象对象对象对象：：：：全国全国全国全国11111111省省省省507507507507所明德小学所明德小学所明德小学所明德小学

�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调查

�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1111----200200200200人的小规模学校学生学业成绩高于人的小规模学校学生学业成绩高于人的小规模学校学生学业成绩高于人的小规模学校学生学业成绩高于201201201201----

800800800800人人人人；；；；从从从从201201201201----800800800800人变化到人变化到人变化到人变化到1501150115011501人的规模时人的规模时人的规模时人的规模时，，，，学校规学校规学校规学校规

模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程度在逐步增加模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程度在逐步增加模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程度在逐步增加模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程度在逐步增加。。。。

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内涵建设-教教教教学质量学质量学质量学质量-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究1

山东单县南城明德教学楼山东单县南城明德教学楼山东单县南城明德教学楼山东单县南城明德教学楼



� 乡村小学规模适度性研究乡村小学规模适度性研究乡村小学规模适度性研究乡村小学规模适度性研究（（（（2019201920192019兰州大学硕士论文兰州大学硕士论文兰州大学硕士论文兰州大学硕士论文））））

� 对象对象对象对象：：：：山东山东山东山东、、、、河北河北河北河北、、、、甘肃的甘肃的甘肃的甘肃的43434343所明德小学所明德小学所明德小学所明德小学

�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发放发放发放发放350350350350份问卷份问卷份问卷份问卷，，，，对教学能力对教学能力对教学能力对教学能力、、、、教学管理教学管理教学管理教学管理、、、、教学条教学条教学条教学条
件满意度调查件满意度调查件满意度调查件满意度调查；；；；对对对对1256125612561256名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分析名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分析名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分析名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分析

�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1.1001.1001.1001.100人以下小校教师满意度高于人以下小校教师满意度高于人以下小校教师满意度高于人以下小校教师满意度高于201201201201----500500500500人学校人学校人学校人学校
。。。。2.2.2.2.学生语数外三科学业成绩学生语数外三科学业成绩学生语数外三科学业成绩学生语数外三科学业成绩100100100100人以下的小校是最高人以下的小校是最高人以下的小校是最高人以下的小校是最高
的的的的，，，，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501501501501----800800800800人人人人，，，，101101101101----500500500500人是最低人是最低人是最低人是最低。。。。3.3.3.3.三科中三科中三科中三科中
100100100100人以下小校英语成绩最高人以下小校英语成绩最高人以下小校英语成绩最高人以下小校英语成绩最高。。。。

� 佐证佐证佐证佐证：：：：1.1.1.1.““““小的就是好的小的就是好的小的就是好的小的就是好的””””观点初见端倪观点初见端倪观点初见端倪观点初见端倪；；；；2.2.2.2.明德项目明德项目明德项目明德项目
17171717年公益路效果显现年公益路效果显现年公益路效果显现年公益路效果显现（（（（建校建校建校建校、、、、质量提升质量提升质量提升质量提升、、、、品牌建设等品牌建设等品牌建设等品牌建设等））））
；；；；3.3.3.3.国家在小校投入初见成效国家在小校投入初见成效国家在小校投入初见成效国家在小校投入初见成效，，，，如硬件如硬件如硬件如硬件、、、、软件软件软件软件（（（（走教走教走教走教、、、、
轮岗轮岗轮岗轮岗、、、、教研教研教研教研、、、、培训等培训等培训等培训等）。）。）。）。

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内涵建设内涵建设-教教教教学质量学质量学质量学质量-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究2

河北杨各庄明德小学英语课本剧河北杨各庄明德小学英语课本剧河北杨各庄明德小学英语课本剧河北杨各庄明德小学英语课本剧



甘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现状甘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现状甘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现状甘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现状（（（（截止截止截止截止2018201820182018年年年年））））-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

注注注注：：：：与与与与2017201720172017年相比总数增加年相比总数增加年相比总数增加年相比总数增加252252252252所所所所
注注注注：：：：与与与与2017201720172017年相比年相比年相比年相比，，，，100100100100人人人人----262262262262所所所所

10101010人人人人+73+73+73+73所所所所，，，，5555人人人人+102+102+102+102所所所所，，，，1111人人人人+10+10+10+10所所所所，，，，0000人人人人+37+37+37+37所所所所



� ““““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县县县县

城大规模学校城大规模学校城大规模学校城大规模学校””””格局基本形成格局基本形成格局基本形成格局基本形成

� 岷县岷县岷县岷县100100100100人以下的小校人以下的小校人以下的小校人以下的小校174174174174所所所所，，，，占比为占比为占比为占比为64%64%64%64%

� 华亭县安口学区有华亭县安口学区有华亭县安口学区有华亭县安口学区有12121212校校校校，，，，其中其中其中其中11111111校为小校校为小校校为小校校为小校

，，，，10101010人以下的有人以下的有人以下的有人以下的有5555校校校校。。。。

甘肃乡村小规模学校甘肃乡村小规模学校甘肃乡村小规模学校甘肃乡村小规模学校-县级现状县级现状县级现状县级现状

甘肃华亭市胡家窑小学甘肃华亭市胡家窑小学甘肃华亭市胡家窑小学甘肃华亭市胡家窑小学1111名学生教室名学生教室名学生教室名学生教室



偏乡小规模学校偏乡小规模学校偏乡小规模学校偏乡小规模学校-台湾台湾台湾台湾现状现状现状现状

台湾南投县桃源国民小学台湾南投县桃源国民小学台湾南投县桃源国民小学台湾南投县桃源国民小学2222名学生教室名学生教室名学生教室名学生教室

台湾台湾台湾台湾““““不山不市不山不市不山不市不山不市””””学校学校学校学校

� 2017201720172017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行政院公告行政院公告行政院公告行政院公告《《《《公立国民小学公立国民小学公立国民小学公立国民小学

与国民中学合并或停办准则与国民中学合并或停办准则与国民中学合并或停办准则与国民中学合并或停办准则》》》》，，，，2016201620162016年共年共年共年共

有有有有12121212校申请停办校申请停办校申请停办校申请停办，，，，8888校合并为校合并为校合并为校合并为4444校校校校

� 2015201520152015年统计年统计年统计年统计：：：：50505050人以的国小人以的国小人以的国小人以的国小374374374374校校校校，，，，国中国中国中国中

16161616校校校校，，，，合计合计合计合计390390390390校校校校。。。。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公布50505050人以下人以下人以下人以下

的的的的小校开放公办民营小校开放公办民营小校开放公办民营小校开放公办民营，，，，小校小校小校小校申请实验教育申请实验教育申请实验教育申请实验教育

�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郑同僚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郑同僚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郑同僚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郑同僚教授：：：：实验教育实验教育实验教育实验教育

推动中心推动中心推动中心推动中心，，，，提倡用提倡用提倡用提倡用混龄教学解决小校诸多混龄教学解决小校诸多混龄教学解决小校诸多混龄教学解决小校诸多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 混龄教学成为混龄教学成为混龄教学成为混龄教学成为偏乡学校的硬性指标偏乡学校的硬性指标偏乡学校的硬性指标偏乡学校的硬性指标

------------《《《《偏乡地区学校发展条例草案偏乡地区学校发展条例草案偏乡地区学校发展条例草案偏乡地区学校发展条例草案》》》》

------------混龄师资培训混龄师资培训混龄师资培训混龄师资培训

------------混龄课程和教材的研发混龄课程和教材的研发混龄课程和教材的研发混龄课程和教材的研发

------------混龄体制评量混龄体制评量混龄体制评量混龄体制评量



� 实现小校实现小校实现小校实现小校““““小而美小而美小而美小而美”“”“”“”“小而优小而优小而优小而优””””的的的的着力着力着力着力点点点点：：：：

� 国家要发力国家要发力国家要发力国家要发力，，，，要在政策方面倾斜要在政策方面倾斜要在政策方面倾斜要在政策方面倾斜

� 师范类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师范类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师范类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师范类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应该是多科型目标定位应该是多科型目标定位应该是多科型目标定位应该是多科型、、、、全科型教师全科型教师全科型教师全科型教师

� 小规模学校必须要在小规模学校必须要在小规模学校必须要在小规模学校必须要在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组织形式上做出改上做出改上做出改上做出改

变变变变，，，，这应该是目前小校的突破口这应该是目前小校的突破口这应该是目前小校的突破口这应该是目前小校的突破口

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如何突围如何突围如何突围如何突围

甘肃华亭市郭家山友谊小学甘肃华亭市郭家山友谊小学甘肃华亭市郭家山友谊小学甘肃华亭市郭家山友谊小学

� 共享经济模式共享经济模式共享经济模式共享经济模式

------------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

------------连片走教连片走教连片走教连片走教

� 洛阳模式洛阳模式洛阳模式洛阳模式

------------师范生培养目标师范生培养目标师范生培养目标师范生培养目标：：：：全科型教师全科型教师全科型教师全科型教师

------------课程设置课程设置课程设置课程设置：：：：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

�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

------------小学教师培训培养目标小学教师培训培养目标小学教师培训培养目标小学教师培训培养目标::::

全科型教师全科型教师全科型教师全科型教师

------------变革教学组织形式变革教学组织形式变革教学组织形式变革教学组织形式::::

““““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



� 以单班形式组织教学以单班形式组织教学以单班形式组织教学以单班形式组织教学，，，，准复式准复式准复式准复式

� ““““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实现条件实现条件实现条件实现条件

----编班编班编班编班：：：：相隔年级相隔年级相隔年级相隔年级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异科搭配异科搭配异科搭配异科搭配

----座位座位座位座位：：：：按年级背列式等按年级背列式等按年级背列式等按年级背列式等

� 动动动动----直接教学直接教学直接教学直接教学，，，，静静静静----自动作业自动作业自动作业自动作业

� 教学时间少教学时间少教学时间少教学时间少

甘肃华亭市刘霞老师四级复式课甘肃华亭市刘霞老师四级复式课甘肃华亭市刘霞老师四级复式课甘肃华亭市刘霞老师四级复式课

““““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动静搭配””””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图

传统模式传统模式传统模式传统模式-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

� 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是把两个或是把两个或是把两个或是把两个或

两个以上年级的儿童合两个以上年级的儿童合两个以上年级的儿童合两个以上年级的儿童合

编为一个班级编为一个班级编为一个班级编为一个班级。。。。由一位由一位由一位由一位

教师在同一节课内对不教师在同一节课内对不教师在同一节课内对不教师在同一节课内对不

同年级学生同年级学生同年级学生同年级学生交替交替交替交替进行教进行教进行教进行教

学的特殊组织形式学的特殊组织形式学的特殊组织形式学的特殊组织形式。。。。

� ““““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复式教复式教复式教复式教学学学学



� 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是指两个或是指两个或是指两个或是指两个或

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在复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在复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在复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在复

式教师的合理调控下式教师的合理调控下式教师的合理调控下式教师的合理调控下同时同时同时同时

进行直接教学和间接教学进行直接教学和间接教学进行直接教学和间接教学进行直接教学和间接教学

的特殊组织形式的特殊组织形式的特殊组织形式的特殊组织形式。。。。

� ““““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

甘肃会宁县苏有清校长的甘肃会宁县苏有清校长的甘肃会宁县苏有清校长的甘肃会宁县苏有清校长的1111----2222年级数学课年级数学课年级数学课年级数学课

““““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图

� 以复式教学组织形式为主以复式教学组织形式为主以复式教学组织形式为主以复式教学组织形式为主

� ““““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实现条件实现条件实现条件实现条件

----编班编班编班编班：：：：相邻年级相邻年级相邻年级相邻年级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同科搭配同科搭配同科搭配同科搭配、、、、主题教学主题教学主题教学主题教学

----小组小组小组小组：：：：同年级同年级同年级同年级、、、、混合年级混合年级混合年级混合年级、、、、能力分组等能力分组等能力分组等能力分组等

----座位座位座位座位：：：：饭桌式饭桌式饭桌式饭桌式、、、、马蹄式等马蹄式等马蹄式等马蹄式等

� 动动动动----直接教学直接教学直接教学直接教学，，，，静静静静----自主学习自主学习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 教学时间相对多教学时间相对多教学时间相对多教学时间相对多



� 根据课型根据课型根据课型根据课型、、、、教学内容选择教学内容选择教学内容选择教学内容选择

� 提供两次学习的机会提供两次学习的机会提供两次学习的机会提供两次学习的机会

变式变式变式变式1

变式变式变式变式2

变式变式变式变式3

注注注注：：：：虚线为教师行走线路虚线为教师行走线路虚线为教师行走线路虚线为教师行走线路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实现条件实现条件实现条件实现条件

座位摆放座位摆放座位摆放座位摆放、、、、分组分组分组分组

教案设计教案设计教案设计教案设计

观课观课观课观课、、、、议课表议课表议课表议课表



� ““““同动同动同动同动””””是面向两个年级的直接教学是面向两个年级的直接教学是面向两个年级的直接教学是面向两个年级的直接教学，，，，

重点讲解或检查反馈教学中的重难点重点讲解或检查反馈教学中的重难点重点讲解或检查反馈教学中的重难点重点讲解或检查反馈教学中的重难点。。。。

� ““““同动同动同动同动””””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

� 教师站在教室前端面向教师站在教室前端面向教师站在教室前端面向教师站在教室前端面向（（（（目光目光目光目光））））全体学全体学全体学全体学

生生生生，，，，让所有学生都能听到教师的声音让所有学生都能听到教师的声音让所有学生都能听到教师的声音让所有学生都能听到教师的声音，，，，

看清所出示的教具看清所出示的教具看清所出示的教具看清所出示的教具；；；；

� 围绕各年级的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围绕各年级的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围绕各年级的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围绕各年级的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

� 组织各年级参与组织各年级参与组织各年级参与组织各年级参与（（（（说说说说、、、、听等听等听等听等））））到对方的到对方的到对方的到对方的

学习活动中学习活动中学习活动中学习活动中，，，，年级互动年级互动年级互动年级互动，，，，相互学习相互学习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3333----4444年级英语课的年级英语课的年级英语课的年级英语课的““““同动同动同动同动””””环节环节环节环节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



� ““““同静同静同静同静””””是面向两个年级的间接教学是面向两个年级的间接教学是面向两个年级的间接教学是面向两个年级的间接教学，，，，是是是是
学生自主学习学生自主学习学生自主学习学生自主学习，，，，学生预习学生预习学生预习学生预习、、、、复习复习复习复习、、、、练习的练习的练习的练习的
任务都要围绕重难点任务都要围绕重难点任务都要围绕重难点任务都要围绕重难点。。。。

� ““““同静同静同静同静””””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

� 教师提出学习任务后教师提出学习任务后教师提出学习任务后教师提出学习任务后，，，，由小助手由小助手由小助手由小助手（（（（或高年或高年或高年或高年
级级级级））））组织活动组织活动组织活动组织活动；；；；

� 各年级要有自己学习任务各年级要有自己学习任务各年级要有自己学习任务各年级要有自己学习任务：：：：低学段一个学低学段一个学低学段一个学低学段一个学
习任务习任务习任务习任务，，，，中高学段最好两个学习任务中高学段最好两个学习任务中高学段最好两个学习任务中高学段最好两个学习任务；；；；

� 教师要随机进入各小组组教师要随机进入各小组组教师要随机进入各小组组教师要随机进入各小组组（（（（一般先低年级一般先低年级一般先低年级一般先低年级
后高年级后高年级后高年级后高年级））））及时指导帮助及时指导帮助及时指导帮助及时指导帮助。。。。 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甘肃华亭市草窝小学3333----4444年级英语课的年级英语课的年级英语课的年级英语课的““““同静同静同静同静””””环节环节环节环节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操作要点



项目组李翠娟老师的不分级体育课项目组李翠娟老师的不分级体育课项目组李翠娟老师的不分级体育课项目组李翠娟老师的不分级体育课
� 建立兰大建立兰大建立兰大建立兰大-县教县教县教县教

研室研室研室研室-学区学区学区学区-学学学学

校三级新复式校三级新复式校三级新复式校三级新复式

教学支持系统教学支持系统教学支持系统教学支持系统

� 组织跨县交流组织跨县交流组织跨县交流组织跨县交流

的教学支持的教学支持的教学支持的教学支持，，，，

培养本土化培养本土化培养本土化培养本土化、、、、

留得住的专家留得住的专家留得住的专家留得住的专家

2013201320132013年甘肃临夏州七县跨县教学支持活动年甘肃临夏州七县跨县教学支持活动年甘肃临夏州七县跨县教学支持活动年甘肃临夏州七县跨县教学支持活动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教学教学教学教学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走进课堂走进课堂走进课堂走进课堂



现在现在现在现在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学前班学前班学前班学前班 一二年级一二年级一二年级一二年级 三四年级三四年级三四年级三四年级 五六年级五六年级五六年级五六年级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10101010 14141414 12121212 24242424

原来原来原来原来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

学前班学前班学前班学前班 ／／／／一年级一年级一年级一年级
二二二二
年级年级年级年级

三三三三
年级年级年级年级

四四四四
年级年级年级年级

五五五五
年级年级年级年级

六六六六
年级年级年级年级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16161616 8888 8888 4444 7777 17171717

注注注注：：：：静宁县古岔小学教师静宁县古岔小学教师静宁县古岔小学教师静宁县古岔小学教师7777人人人人，，，，学生学生学生学生60606060人人人人，，，，多年级多年级多年级多年级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唤醒唤醒唤醒唤醒””””学校管理变革学校管理变革学校管理变革学校管理变革



兰州市孟家山小学兰州市孟家山小学兰州市孟家山小学兰州市孟家山小学3333----4444年级英语复式年级英语复式年级英语复式年级英语复式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唤醒唤醒唤醒唤醒””””课堂教学变革课堂教学变革课堂教学变革课堂教学变革

兰州市孟家山小学的兰州市孟家山小学的兰州市孟家山小学的兰州市孟家山小学的1111----6666年级不分级体育课年级不分级体育课年级不分级体育课年级不分级体育课

注注注注：：：：语数英两级新复式教学语数英两级新复式教学语数英两级新复式教学语数英两级新复式教学，，，，音体美不分级新复式教学音体美不分级新复式教学音体美不分级新复式教学音体美不分级新复式教学



� ““““动动动动””””””””静静静静””””同时同时同时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声浪干扰最大限度降低声浪干扰最大限度降低声浪干扰最大限度降低声浪干扰

� 同科搭配同科搭配同科搭配同科搭配、、、、相邻编班相邻编班相邻编班相邻编班，，，，创造年级互动创造年级互动创造年级互动创造年级互动，，，，满足满足满足满足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跨级跨级跨级跨级””””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两次学习两次学习两次学习两次学习））））的需求的需求的需求的需求

� 以小组形式开展课堂教学以小组形式开展课堂教学以小组形式开展课堂教学以小组形式开展课堂教学，，，，为学生学习方式为学生学习方式为学生学习方式为学生学习方式

多样化创造条件多样化创造条件多样化创造条件多样化创造条件

� 年级之间互动年级之间互动年级之间互动年级之间互动，，，，发挥复式教学发挥复式教学发挥复式教学发挥复式教学““““大带小大带小大带小大带小，，，，小小小小

促大促大促大促大””””的优势的优势的优势的优势

� 康兰兰英语连续学区排名第一名康兰兰英语连续学区排名第一名康兰兰英语连续学区排名第一名康兰兰英语连续学区排名第一名，，，，语文语文语文语文、、、、数数数数

学学区排名第一学学区排名第一学学区排名第一学学区排名第一、、、、二名二名二名二名

� 草窝小学草窝小学草窝小学草窝小学“五四五四五四五四”学制质量检测成绩学制质量检测成绩学制质量检测成绩学制质量检测成绩：：：：数学数学数学数学、、、、

英语县乡单科成绩第一英语县乡单科成绩第一英语县乡单科成绩第一英语县乡单科成绩第一，，，，语文语文语文语文““““县五乡四县五乡四县五乡四县五乡四””””

；；；；语数外三科综合成绩位居二类校第一语数外三科综合成绩位居二类校第一语数外三科综合成绩位居二类校第一语数外三科综合成绩位居二类校第一。。。。

甘肃康乐县牟家窑小学甘肃康乐县牟家窑小学甘肃康乐县牟家窑小学甘肃康乐县牟家窑小学3333----4444年级数学课年级数学课年级数学课年级数学课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唤醒唤醒唤醒唤醒””””课堂教学变革课堂教学变革课堂教学变革课堂教学变革



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兰大模式-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唤醒唤醒唤醒唤醒””””教研制度变革教研制度变革教研制度变革教研制度变革

甘肃平凉市安口学区复式教学教研活动甘肃平凉市安口学区复式教学教研活动甘肃平凉市安口学区复式教学教研活动甘肃平凉市安口学区复式教学教研活动

中央教科院蓝建教授指导教研活动中央教科院蓝建教授指导教研活动中央教科院蓝建教授指导教研活动中央教科院蓝建教授指导教研活动

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小校复式教学技能大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小校复式教学技能大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小校复式教学技能大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小校复式教学技能大
赛赛赛赛

注注注注：：：：以教研活动为推手以教研活动为推手以教研活动为推手以教研活动为推手，，，，教师间相互听课教师间相互听课教师间相互听课教师间相互听课，，，，教研员上示范课教研员上示范课教研员上示范课教研员上示范课，，，，教研组教研组教研组教研组
间研课磨课间研课磨课间研课磨课间研课磨课，，，，开展教学技能比赛等开展教学技能比赛等开展教学技能比赛等开展教学技能比赛等，，，，促推全科乡村教师专业成长促推全科乡村教师专业成长促推全科乡村教师专业成长促推全科乡村教师专业成长。。。。



� 尝试阶段尝试阶段尝试阶段尝试阶段：：：：2000200020002000----2003200320032003年年年年

----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

----临夏州的和政临夏州的和政临夏州的和政临夏州的和政、、、、康乐康乐康乐康乐、、、、东乡东乡东乡东乡、、、、积石积石积石积石

---- ““““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动静搭配””””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

� 模仿阶段模仿阶段模仿阶段模仿阶段：：：：2003200320032003----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甘肃贫困山区复式教师培训项目甘肃贫困山区复式教师培训项目甘肃贫困山区复式教师培训项目甘肃贫困山区复式教师培训项目

----平凉市的华亭县平凉市的华亭县平凉市的华亭县平凉市的华亭县（（（（成长希望基金会支持成长希望基金会支持成长希望基金会支持成长希望基金会支持））））

---- ““““垂直互动垂直互动垂直互动垂直互动””””（（（（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两个打破两个打破两个打破两个打破））））

““““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变革过程变革过程变革过程变革过程-行走得很坚定行走得很坚定行走得很坚定行走得很坚定

� 探索阶段探索阶段探索阶段探索阶段：：：：2007200720072007----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甘肃农村地区复式教学实践创新与理论甘肃农村地区复式教学实践创新与理论甘肃农村地区复式教学实践创新与理论甘肃农村地区复式教学实践创新与理论

研究项目研究项目研究项目研究项目

----定西市的会宁县定西市的会宁县定西市的会宁县定西市的会宁县（（（（乐施会支持乐施会支持乐施会支持乐施会支持））））

---- ““““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

� 推广阶段推广阶段推广阶段推广阶段：：：：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甘肃农村地区复式教学实践创新与理论甘肃农村地区复式教学实践创新与理论甘肃农村地区复式教学实践创新与理论甘肃农村地区复式教学实践创新与理论

研究推广项目研究推广项目研究推广项目研究推广项目（（（（乐施会支持乐施会支持乐施会支持乐施会支持））））

----定西市的渭源县定西市的渭源县定西市的渭源县定西市的渭源县、、、、临夏州的康乐县临夏州的康乐县临夏州的康乐县临夏州的康乐县

----““““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新新新新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

新复式教学美术课不分级培训新复式教学美术课不分级培训新复式教学美术课不分级培训新复式教学美术课不分级培训



� 分享阶段分享阶段分享阶段分享阶段：：：：2012201220122012年至今年至今年至今年至今

----““““国培国培国培国培””””““““省培省培省培省培”“”“”“”“新教师岗前培训新教师岗前培训新教师岗前培训新教师岗前培训”“”“”“”“爱飞翔爱飞翔爱飞翔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乡村教师培训项目乡村教师培训项目乡村教师培训项目””””

---- 贵州贵州贵州贵州、、、、山东山东山东山东、、、、浙江等省邀请开展教师培训浙江等省邀请开展教师培训浙江等省邀请开展教师培训浙江等省邀请开展教师培训

----各种学术会议各种学术会议各种学术会议各种学术会议、、、、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经验分享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经验分享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经验分享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经验分享

----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报》》》》《《《《甘肃日报甘肃日报甘肃日报甘肃日报》》》》《《《《教育家教育家教育家教育家》《》《》《》《中国民族教育中国民族教育中国民族教育中国民族教育》》》》报刊杂志专题采访报刊杂志专题采访报刊杂志专题采访报刊杂志专题采访

----《《《《中国民族教育中国民族教育中国民族教育中国民族教育》《》《》《》《天津师大学报天津师大学报天津师大学报天津师大学报》《》《》《》《新课程评论新课程评论新课程评论新课程评论》》》》等杂志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杂志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杂志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杂志发表论文出版著作

----成果获国家级基础教学成果二等奖成果获国家级基础教学成果二等奖成果获国家级基础教学成果二等奖成果获国家级基础教学成果二等奖、、、、甘肃省教学成果特等奖甘肃省教学成果特等奖甘肃省教学成果特等奖甘肃省教学成果特等奖、、、、甘肃省社科成果三等奖等甘肃省社科成果三等奖等甘肃省社科成果三等奖等甘肃省社科成果三等奖等

与崔永元交流复式教学与崔永元交流复式教学与崔永元交流复式教学与崔永元交流复式教学

全国第二届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全国第二届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全国第二届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全国第二届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

““““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变革过程变革过程变革过程变革过程-过得很充实过得很充实过得很充实过得很充实



� 农村教学史上的革命农村教学史上的革命农村教学史上的革命农村教学史上的革命。。。。——邵生明邵生明邵生明邵生明

� 最接地气的教学研究最接地气的教学研究最接地气的教学研究最接地气的教学研究。。。。 ——王永刚王永刚王永刚王永刚

� 用心去学用心去学用心去学用心去学，，，，全身心教全身心教全身心教全身心教。。。。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创新的教创新的教创新的教创新的教

学模式学模式学模式学模式。。。。 ——王保平王保平王保平王保平

� ““““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是复式教学的高效是复式教学的高效是复式教学的高效是复式教学的高效

课堂课堂课堂课堂。。。。——王熙昭王熙昭王熙昭王熙昭

� 可能是对中国乡村教育的一大贡献可能是对中国乡村教育的一大贡献可能是对中国乡村教育的一大贡献可能是对中国乡村教育的一大贡献。。。。

——崔永元崔永元崔永元崔永元““““爱飞翔爱飞翔爱飞翔爱飞翔·  乡村教师乡村教师乡村教师乡村教师

培训项目培训项目培训项目培训项目””””团队团队团队团队

““““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同动同静””””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新复式教学-只有干出来的精彩只有干出来的精彩只有干出来的精彩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没有等出来的辉煌没有等出来的辉煌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英国伦敦大学安吉拉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安吉拉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安吉拉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安吉拉教授、、、、
印度库玛教授印度库玛教授印度库玛教授印度库玛教授、、、、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河南河南河南河南、、、、贵州贵州贵州贵州
等来到会宁县常山教学点等来到会宁县常山教学点等来到会宁县常山教学点等来到会宁县常山教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