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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常青义教双师教学”项目是友成基金会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而发起

的一项公益项目。该项目通过向农村地区提供优质教育资源达到促进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

目的。其手段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一数学课程同步直播到

农村地区的试点学校，由当地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利用这一资源进行教学，从而使得相对封

闭的农村学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城乡壁垒，享受到发达地区优质的教育资源。

该项目于2013年秋季学期启动，至今已有一学年的时间。为了解该项目的实施效果，

友成基金会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心理与学习评价中心对该项目进行评

估。2013-2014年度“常青义教双师教学”项目共涉及四个省份共12所学校的一千余名学

生、12位教师和12位校长，评估采取双组前后测的设计方案，针对每个试点学校班级均选

取与其各方面指标基本一致的学校班级作为对照组。首先于2013年10月对试点学校以及对

应选取的对照组学校进行了一次前测。前测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数学学业成绩、

学生学习兴趣和态度、学习习惯和方法、教师基本情况、校长基本情况等方面大多数变量

上无显著差异。后测于2013年6月进行，涉及的指标除与前测相同的变量外，还增加了学

生和教师对实验实施效果的评价等内容。

本报告主要通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数学学业成绩的增值的比较来展现实验效

果。为使前后测数据具有可比性，将两次测试的数学学业成绩进行了IRT等值。同时，鉴于

本项目涉及的学校较少，为了更精细地展示该项目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效果，对每个省份和

每个学校与相应参照学校的成绩增值也进行了对比。

从项目整体实验效果和各省、各校实验效果的角度，本报告试图回答下列问题：

1、实验组学生数学学业成绩的水平与发展是否优于对照组；

2、实验组学生在数学学习的态度、方法、兴趣等方面是否有所改善；

3、教师、校长和学校在项目实施以来有何变化；

4、教师、学生和校长对该项目的实施效果有何看法；

5、哪些因素跟学生数学成绩增值有关系。



2013-2014 
常青义教双师教学 

项目后测报告

2

一、 学业现状：实验组数学学业
成绩仍然好于对照组 

（一）实验组数学学业总平均分好于对照组

实验组学生数学得分表现为类似于正态的分布状态，平均得分为51.8分 。其中人数最

集中的分数段为40—70分，位于这一分数段的学生所占比例为70.2%；80分及以上的学生

所占比例仅为2.1%。

对照组学生数学得分分布与实验组相比略向左偏，平均得分为50.1分。其中人数最集

中的分数段同样为40-70分，处在这一分数段的学生所占比例为67.8%；80分及以上的学

生所占比例仅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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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验组与对照组数学学业得分对比（左：实验组；右：对照组）

两组学生相比，实验组学生数学平均得分比对照组高1.7分，80分及以上学生所占比例

也比对照组高1.6%。

（二）实验组数学学业分维度得分大多好于对照组

在各内容维度方面，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数与代数”和“统计与概率”两个维度上

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在这两个维度上分别比对照组高2.5分、8.7分，高出的比例分别为

4.3%、18.9%。在“空间与图形”维度上，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图2 两组学生数学各内容维度得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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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能力维度方面，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知道事实”、“运用规则”、“数学推理”

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分别比对照组高3.1分、1.6分、

2.6分，高出的比例分别为4.7%、2.8%、8.3%。在“非常规问题解决”维度上，两组之间

无显著差异。

图3 两组学生数学各能力维度得分对比

综上所述，从学生学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总体上实验组的表现好于对照组。



5

二、 学业增值：实验组数学成绩
增值高于对照组，但不同省
份千差万别

为比较学生后测与前测成绩，这部分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将前后测成绩进行IRT等

值，将前后测数学成绩转换为同一尺度，从而可将前测和后测成绩直接进行比较。

（一）实验组学生学业增值略高于对照组

根据等值之后的数据计算结果，实验组学生后测数学成绩比前测高8.4分，对照组学生

后测数学成绩比前测高7.4分。从学生数学成绩的增值来看，实验组学生成绩增值比对照组

学生高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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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两组学生数学成绩增值对比

从数学成绩产生变化的学生人数方面来看，实验组有72.5%的学生后测数学学业成

绩较前测进步，27.5%的学生较前测退步；对照组有68.9%的学生后测数学成绩较前测进

步，31.1%的学生数学成绩较前测退步。

图5 两组学生数学成绩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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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结果可知，实验组学生在数学成绩上的增加值大于对照组，并且产生了进步的

学生比例高于对照组。这说明，就全体参评学生的数学学业成绩而言，常青义教双师教学

项目有一定的效果。

（二） 广西实验组成绩增值远高于对照组，而河北
省与此相反

对于参与该项目的四个省份，将实验组学生数学成绩的增值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可以

发现该实验在广西表现出非常好的正向效果，在内蒙古效果不显著，在河北和重庆效果为

负，尤其是在河北省负面效果非常明显。

从学生数学成绩的增值来看，广西实验学生数学成绩增值是对照组学生的12倍；内蒙

古实验学生数学成绩增值略高于对照组；重庆实验学生数学成绩增值比对照组低1.2分，低

出的比例为16.5%；河北实验学生数学成绩增值不足对照组的一半。

图6 不同省份两组学生数学成绩增值对比

从产生进步的学生比例来看，广西实验学生后测比前测产生进步的学生比例比对照组高

25.4%，内蒙古实验学生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比对照组仅高1.1%，河北省实验学生产生进

步的人数比例比对照组低9.1%，重庆市实验学生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比对照组低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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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省份产生进步的学生人数比例对比

从以上分析可知，从各省份学生的数学学业成绩来看，常青义教双师教学项目只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果。

（三）共四所学校正向实验效果非常显著

为从更细的层面进一步揭示该项目的效果，我们在此将在抽样时选取的每所实验学校

与对应的对照学校进行对比。

1、重庆市

在重庆市，只有一所实验学校和一所对照学校，故这两所学校的情况跟前述重庆市的

有关情况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2、内蒙古自治区

在内蒙古自治区，共有五对学校，这里分别将其称为NA、NB、NC、ND、NE。这五

对学校中有三组实验组学生数学成绩增值小于对照组，另外两所学校实验组成绩增值大于

对照组。具体情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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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内蒙古各对学校两组学生数学成绩增值对比

从数学成绩产生进步的学生人数比例来看，同样是有两组学校实验组学生进步的人

数比例小于对照组，有两组学校实验组学生进步的人数比例高于对照组。具体情况如图 

所示：

图9 内蒙古各对学校两组数学成绩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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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北省 

在河北省，共有三对学校，这里分别将其称为HA、HB、HC。这三对中有两对实验组

学生成绩增值小于对照组，具体情况如图所示：

图10 河北各对学校两组学生数学成绩增值对比

从数学成绩产生进步的学生人数比例来看，河北省三对学校中同样有两对学校实验组

学生数学成绩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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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河北各对学校两组学生数学成绩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

4、广西壮族自治区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有三对学校，分别将其称为GA、GB、GC。这其中有两组学校

实验学生数学成绩增值高于对照组，一所学校实验学生数学成绩增值低于对照组。具体情

况如图所示：

图12 广西各对学校两组学生数学成绩增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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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数学成绩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三对学校均是实验组学生数

学成绩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高于对照组，其中有两所实验学校产生进步的学生人数比例超

过相应对照组学校的两倍。

图13 广西各对学校两组学生数学成绩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

根据以上对学生数学成绩增值情况和产生进步的人数比例的分析，在12所实验学校

中，共有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4所学校（NB、NE、GB、GC四对学校中的实

验组）实验效果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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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生变化：学生在学习心理
和习惯方面的变化不够理想 

（一）学生数学学习兴趣、自信和态度变化不大

在学生数学学习兴趣、自信和态度方面，从现状发展来看，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数学学

习兴趣和态度方面无显著差异，但在学习自信方面差异显著。实验组学生数学学习自信平

均得分为1.57分（满分为3分，最低分为0分），比对照组低0.09分，低出的比例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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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两组学生在数学学习兴趣、自信、态度方面的得分情况

从与前测的比较来看，实验组学生在这三个方面相对于对照组几乎没有进步。

图15 两组学生在数学学习兴趣、自信、态度方面的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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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对不同省份的分析中发现，河北省实验学生的数学学习态度和学习自信较对

照组有较大下降。

图16 河北两组学生在数学学习兴趣和态度方面得分的变化情况

（二） 相对于对照组，实验组学生不预习、不复
习、不记笔记的学生有所增加

1、学生预习方式

在学生预习方式方面，从现状来看，实验组学生“匆匆预习”的学生比例高于对照

组，采用“全面阅读直至看懂”或“着重理解重点难点”这两种方式的学生比例低于对 

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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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两组学生在预习方式方面的情况对比

跟前测相比，相对于对照组，实验组从不预习或匆匆预习的学生比例有所增加。

图18 两组学生在预习方式方面的变化情况



2013-2014 
常青义教双师教学 
项目后测报告

17

2、学生复习方式

在通常采用的复习方式方面，从现状来看，实验组学生不复习的学生比例略高于对照

组，采用其余各种复习方式的学生人数比例低于对照组。

图19 两组学生在复习方式方面的情况对比

与前测相比，相对于对照组，实验组学生采取“除作业外，做练习题巩固”这种复习

方式的学生比例增幅较大，不复习的学生比例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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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两组学生在复习方式方面的变化情况

3、学生记课堂笔记的方式

在数学课堂上记笔记的方式方面，从现状来看，实验组学生不记笔记的学生比例高于

对照组；“只记老师要求的”的学生比例高于对照组；“照抄老师的板书”的学生比例低

于对照组。

图21 两组学生在课堂笔记方面的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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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测相比，相对于对照组，实验组学生不记笔记的学生人数略有增加。

图22 两组学生在课堂笔记方面的变化情况

4、对待数学错误的方式

在当数学作业中出现错误时的处理方式方面，从现状来看，实验组更多的学生会采用

“自己找原因并订正”这种方式，对照组学生更多采用“请教老师和同学并订正”这种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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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两组学生在对待数学错误的方式方面的情况对比

与前测相比，相对于对照组，实验组学生在对待数学错误方式方面表现较好。

图24 两组学生在对待数学错误方式方面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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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组学生周一至周五课业负担增加，周末
课业负担减小

在学生周一到周五课业负担方面，从现状来看，实验组学生每天做数学作业在1小时之

内的学生比例略高于对照组。

图25 两组学生周一到周五课业负担对比

与前测相比，两组学生课业负担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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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两组学生在周一至周五课业负担方面的变化情况

在周末课业负担方面，从现状来看，实验组学生完成数学作业的时间在1.5小时之内的

学生比例为48.7%，低于对照组（52.2%）。

图27 两组学生周末课业负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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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测相比，相对于对照组，实验组学生课业负担有所下降。

图28 两组学生在周末课业负担方面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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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师和学校变化：更多教师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学校文
化氛围更上一层

（一） 实验组数学教师信息技术利用情况有所改观

与对照组相比较，实验组教师在工作中利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在项目实施一年后有一定

的改观。在教师平时的教学工作中，能够比较熟练或非常熟练使用word、excel等办公软

件的教师由原来的4人增加到5人；能够使用计算机制作课件的教师由原来的9人增加到12

人；经常或有时利用网络资源学习数学学科教学相关知识的教师人数由前测的9人增加到

10人。而对照组教师在这几个方面的表现不及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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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教师信息技术利用情况对比

在工作中利用信息技术的情况
实验组 对照组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的教师数 4 5 5 6

会使用计算机制作课件的教师数 9 12 9 9

经常或有时利用网络资源学习数

学学科教学相关知识的教师数
9 10 10 8

（二） 实验组在学校文化氛围方面的进步大于对 
照组

根据对后测数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学校文化氛围方面无显著差

异；而在前测中，实验组在学校文化氛围方面的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相比较，实验

组相对于对照组有更大的进步。

图29 两组学校在学校文化氛围方面的得分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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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参与者心声：教师、学生、
校 长 对 本 项 目 总 体 上 较 为 
满意

（一）教师：优质资源提升了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方
法，但使用起来需要较多调整

根据后测调查结果，参与实验的所有教师都认为该项目“优质资源很好，但与本地

学生的差距较大，需教师加工后才能使用”。在12所实验学校中，有8所学校该项目的

开展方式是“自己先听完远程课程，合理调整自身教案，然后再给学生讲解”；有10所

学校教师认为，参与“双师教学项目”的教学活动，对教师自身能力和水平提升“非常

有帮助”；另外2所学校教师认为对自身能力和水平提升“比较有帮助”。同时，绝大多

数教师认为参加项目后“压力比以前大，因为既然参与了项目就一定要比以前做得更好 

才行”。

多数教师认为，参与“双师教学项目”，自身最大的收获在与接触到了优质的教学资

源，教学理念、方法等均有改变，教师和学生从中受益良多。如：



2013-2014 
常青义教双师教学 
项目后测报告

27

【案例1】重庆市610校：获得了优质资源，感受优秀老师的教学。

【案例2】内蒙古611校：收获有以下2个方面，1.备课时选题由易至难，适当选取一些

有代表性问题，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2.授课时讲解过程中多与前面的知识对比，加强

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案例3】内蒙古612校：通过“双师教学项目”我自身得到的最大收获是教学理念得

到的改变，教学方法多样化，更注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案例4】内蒙古613校：对教师本人自身素质提高非常大。对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问

题、分析问题，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有很大帮助。对地方学校整体的教学水平也有提高。现

在学生学习积极性有所提高。不过由于学生的层次不同，对双师教学要求更高，现在教师

积极讨论方案方法。

【案例5】内蒙古615校：收获是：1.教学理念的转变。2.教学方法的更新。3.教学手

段的多样化。4.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得到提高。5.试题的收集与整理、知识的拓展与延伸方

面启发很大。

【案例6】河北省616校：作为一名新教师，“双师教学”给我最大的收获在于教学

水平的进步，帮助我更快地把握教学的重点、难点、拓展点，并在教学方法上给了很大的 

指导。

【案例7】河北省617校：参加“双师教学项目”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自身业务素

质的提升；对于人大附中老师授课，我感触最深的是附中的老师对于概念的理解到位，讲

解透彻。

【案例8】河北省618校：拓宽了知识视野，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讲课水平上有了很

大的提高。

【案例9】广西619校：优质的教学资源对老师的帮助很大，是非常有用的老师培训学

习，人大附中的刘老师对教材内容驾驭得非常好，知识点的联接比较到位，课堂上选取的

练习有针对性，代表性，更便于学生对所学的知识的理解。

【案例10】广西620校：作为教师，我受益非浅，能从中学到名师授课的理念、 

方法。



28

【案例11】广西621校：本身的收获：1.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都得到了提高。2.与学生

交流的方式也得到了改变。3.备课思路得到了升华。该项目还是很好的。

但是，资源虽是优质资源，但由于学生基础与人大附中差异较大，以及学生内部的个

体差异较大、设备不足、教材版本不一致等原因，多数教师认为该项目与本校实际有些许

差距，需进一步加工后才能使用。如：

【案例12】重庆市610校：该项目的远程教学模式对于本校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合，例

如，学生生源问题，参差不齐，多数学生基础差，厌学情绪重，家长不重视教育的多，硬

软件都较差，重视程度不够，城乡差距太大等。

【案例13】内蒙古611校：由于难度较大，课时的容量也大，所以适合基础较好的

班，所以大部分班不适合。

【案例14】内蒙古612校：该项目在我校实施，主要是观看直播或录播时两地方的学

生差距较大，我们的学生跟不上进度 。

【案例15】内蒙古615校：该项目的模式对于本校不太合适，比如学校远程授课的设

施、设备、网速的问题，学生质量差异大的问题，学生的及时反馈矫正问题等 。同步直播

不理想，需加工后才能使用。

【案例16】河北省616校：远程教学模式对本校实际情况，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在设备方面没有能够普及，但我认为这种教学模式适应于分层次教学，适宜在培优时使

用，对于后进生仍延用原有教学模式。

【案例17】河北省618校：不是太合适：1.因为所使用教材版本不同，我校使用的教材

是冀教版；2.本校实行课改，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观看录播课做练习题还可以，与人大

附中学生基础相差太大，能力提升题多数为选做。

【案例18】广西619校：因为我们是乡村学校，学生的底子薄，基础差，看直播学生

明显跟不上，且对于一些特别差的学生，很容易受到挫折而放弃，所以我选择看录相课。

【案例19】广西620校：不太适合本校实际情况，因为所面对学生的群体不一样，基

础不一样，老师的教法就应该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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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变化较大，课程满意度较高

从学生自我报告的变化情况来看，参与实验的学生平均得分为2.05分（满分为3分，最

低分为0分），介于“变化较大”与“变化非常大”之间。从各维度的情况来看，学生认为

自己在数学学习兴趣方面的变化最大，在数学学习习惯方面的变化相对较小。

图30 实验学生自评的学习兴趣和习惯、师生关系得分情况

学生对“常青义教双师教学”项目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平均得分为2.30分（0-3计分），

介于“比较满意”与“非常满意”之间。从各省份的对比来看，河北省学生对本项目满意

度最高，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对本项目满意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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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实验学生项目效果满意度得分情况

（三）校长：对这种教学活动效果较为满意

在参与“常青义教双师教学项目”的12所学校中，所有学校的校长均亲自进班听过

课，其中5所学校的校长经常去听。有3位校长反映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非常积极，8位校

长认为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比较积极，1位校长认为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很不积极。

表2 校长反馈的项目实施情况

学校代码 是否进班听课 学生课堂反应
是否组织教师听

课、讨论、交流

对教学活动的

效果是否满意

重庆610 听过不多 很不积极 常常组织 比较满意

内蒙古611 经常去听 比较积极 常常组织 非常满意

内蒙古612 听过不多 比较积极 常常组织 非常满意

内蒙古613 听过不多 非常积极 常常组织 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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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码 是否进班听课 学生课堂反应
是否组织教师听

课、讨论、交流

对教学活动的

效果是否满意

内蒙古614 经常去听 比较积极 常常组织 非常满意

内蒙古615 听过不多 非常积极 常常组织 非常满意

河北616 经常去听 比较积极 有时组织 比较满意

河北617 听过不多 比较积极 有时组织 非常满意

河北618 经常去听 比较积极 常常组织 非常满意

广西619 听过不多 比较积极 有时组织 比较满意

广西620 听过不多 比较积极 有时组织 比较满意

广西621 经常去听 非常积极 常常组织 非常满意

在参与该项目后，多数校长会经常组织校内其他教师一起听课，讨论教学方法，深入

进行交流。参与该项目一年来，所有校长对此项教学活动的效果感到满意，其中7位校长感

到非常满意。



2013-2014 
常青义教双师教学 

项目后测报告

32

六、 影响因素：数学学习心理和
课程利用模式关系到成绩增
值大小

（一） 实验组数学学习兴趣增长的学生，数学成绩
增值更大

根据学生在数学学习兴趣上的得分，将学生分为两组：数学学习兴趣增长的学生和未

增长的学生。分别计算两组学生的数学成绩平均增值可知，数学学习兴趣增长的学生数学

成绩平均增值为8.6分，高于未增长的学生（8.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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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数学学习兴趣是否增长与数学成绩增值的关系

（二） 实验组数学学习自信增强的学生，数学成绩
增值更大

将学生分成数学学习自信增强和未增强的两组学生，分别计算两组学生的数学成绩平

均增值可得，数学学习自信增强的学生数学成绩平均增值为9.6分，高于自信未增强的学生

（8.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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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数学学习自信是否增强与数学成绩增值的关系

（三） 实验组数学学习态度进步的学生，数学成绩
增值更大

根据学生数学学习态度的变化情况，将实验组学生分为数学学习态度进步的学生和态

度未进步的学生，结果发现学生数学学习态度进步的学生数学成绩增值为9.1分，高于态度

未进步的学生（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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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数学学习态度是否进步与数学成绩增值的关系

（四） 采用录播的学校学生成绩增值高于采用直播
的学校

调查结果发现，项目实验学校中有8所学校采用录播的方式进行教学，3所学校采用直

播的方式进行教学。采用直播方式进行教学的学校学生数学成绩平均增值仅为4.0分，而采

用录播方式进行教学的学校数学成绩增值却有10.4分，远高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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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课程使用方式与数学成绩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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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一、 实验从学生数学成绩上看总体有一定效果，但
在不同地区表现参差不齐

从全体参评学生数学学业得分情况来看，实验组学生的后测学业成绩好于对照组，与

前测相比的增值也大于对照组，因此，该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果的。但是，具体到各

省份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项目实验效果非常明显，而到了河北省，该项目实验效果就非

常差；具体到每组学校来看，本项目仅在4所学校中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二、 实验对学生数学学习兴趣、自信、态度和学习
习惯等方面尚未有大的影响

根据对学生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自信和态度等几乎没有进

步，在预习方式、复习方式、课堂记笔记习惯等方面表现也不理想，与前测相比，有更多

的学生不预习、不复习或不记笔记。但是好的方面也是存在的，在复习方式方面，采用

“除作业外，做练习题巩固”这种复习方式的学生比例大幅上升；在对待数学作业中的错

误方面，有更多的学生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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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教师的信息化水平和学校文化氛围改善 
较大

在项目实施一年的时间里，实验教师中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Word、Excel、

PowerPoint等）、使用计算机制作课件、利用网络资源学习数学学科教学相关知识的教师

数量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在学校内部，关爱学生、鼓励学生多方面发展、教师之间相互

协作、支持教师发展等方面的文化氛围也有较大改善。

四、 实验参与者总体上对项目较为认可，但仍需加
工以适合当地情况

从各方面对本项目实施效果的反馈来看，多数学生认为在参与本项目后，其数学学习

兴趣、学习习惯和与数学教师的关系方面有所进步，而且学生对本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度

较高；教师也大都认为本项目提供的优质资源极大地促进了个人的专业发展，多数校长对

本项目的开展情况也感到满意。然而，当地的学生总体水平毕竟与人大附中的学生有较大

差异，这样就很难顾及实验班级内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此教师认为这种资源需要经过加

工之后才能用之于日常教学。

五、 学生数学学习兴趣、自信和态度对数学成绩增
值有正向影响，录播效果好于直播

由前述分析结果可知，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增长，学习自信的增强，学习态度的进

步都有利于数学成绩增值的提高，其中在数学学习自信和学习态度两个变量上表现更加

明显。在课程资源的利用方式方面，采用录播的学校学生平均成绩增值好于采用直播的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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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一、进行深入调研，找出不同实验效果原因所在

从两次测评的数据可知，“常青义教双师教学”项目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实施效果

差异很大，但这究竟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在从两次测评数据的分析中并未能找到确切的

原因。因此，为了了解该项目实施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还需通过其他途径收集更多的信

息，比如对教师、校长、学生进行深度访谈等，更全面地评估项目效果，为项目的改进提

供充足的依据。

二、注重非智力因素，着重发展学生学习兴趣、自
信、态度和学习习惯

从对学生的评估来看，学生在数学学习兴趣、自信、态度等方面的发展不尽人意，学

习习惯也无太大改观。项目实施时间尚短可能是变化还不明显的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

在这些方面如果没有大的改善，学生学业的进步也会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致力于学生学

习心理状态的发展和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应当作为“双师教学”项目的重要任务之一，一

方面借助该项目促进这些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发展也会有利于“双师教学”

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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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讨课程方案，使优质资源发挥其最大效用

从教师反馈的信息来看，人大附中的初一数学课程与当地学校学生的情况有一定差

异，既表现在学生总体水平上，又表现在学生内部的个体差异方面。有的教师反映学生跟

不上节奏，有的教师认为项目课程资源只适用于优生，有的地区使用的教材版本与人大附

中不同。相对于当地的教育发展水平而言，人大附中的课程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资源，但是

只有找到合适的实施方案，才物尽其用。一方面，各个试点学校可以经常组织教师进行研

讨，在教师相互交流和合作中探讨适合本校的实施方案；另一方面可以组织不同的试点学

校进行项目实施方面的交流和沟通，相互借鉴彼此的经验。

四、 加强教师培训，借助教师专业发展增强项目 
效果

“双师教学”对于试点学校教师来说，是一种在此之前未接触过的教学模式，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教师必然会遇到一些理念、方法、知识技能方面的问题，是否具备足够的驾驭

课程资源的能力，能否将课程资源自然地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对教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此，针对性地开展教师培训项目，使教师能够在专业方面获得支持非常必要。另外，多

数教师反映能够从课程资源中学到一些好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技能等，可以因势利

导让教师在这些方面进行充分的反思、总结，借助项目资源搭建系统化的教师专业发展 

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