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小学上课管理优化实施细则
（试行稿）
一、指导思想
为全面贯彻落实《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州市中小学教学常规管理指
导意见的通知》，《温州市小学各学科教学常规》， 《平阳县中小学教学常规管理整
体优化实施办法（试行）》精神，加大课堂教学改革，优化教育教学管理行为，促进
有效教学，提升教师课堂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的有效性，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
二、工作目标
通过对上课的科学规范管理，各小学进一步优化课堂教学常规管理，明确上课管
理三维考核办法，各小学教师落实上课教学常规内容并高质量完成课堂教学任务，
切实提高教师课堂效果，从而提升全县小学课堂教育教学质量。
三、规范要求
小学上课常规管理项目分学校上课管理规范要求和教师上课管理规范要求。
（一）学校上课管理规范要求
学校层面要高度重视，既要有明确的计划又要有真实的行动。建立学校巡课制
度，校级领导不定期巡课，记录在校级领导巡课登记册中，值日领导每天至少一次
巡课，记录在学校巡课登记本中。学校教学管理领导每学期对每位教师至少听一节
随堂课，并依据《各学科上课常规量化评价表》对教师课堂作出评价，重视调研后
的反馈、交流和行为跟进。
学校上课管理分三个维度（制度建设、过程管理、管理成效）进行考核，三个
维度各占的比例见下表：
维度

制度建设

过程管理

管理成效

比例

20%

40%

40%

（详见附件 1：平阳县小学上课管理优化考核量化表）
（二）教师上课管理规范要求
教师上课管理分三个维度（课堂、学生、教师）进行考核，三个维度各占的比
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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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课堂考核

学生考核

教师考核

比例

60%

20%

20%

1. 课堂考核
课堂是教师教学的主阵地，学校要明确教师上课时的行为规范。
（1）课前准备要充分。教师需提前候课，充分做好课前准备，如准备好课件、
教具、学具等。
（2）严格按照课表上课。严格执行教学进度表、授课表、作息时间表的安排，
不私自调课，不提早下课，不拖课。病事假须提前做好请假手续，调换功课须到教
务处备案。不得擅自挪用、挤占其它课程时间。
（3）言行举止要规范。除英语课外，其它课一律使用普通话教学。举止要文明，
穿着要大方，不允许坐着上课、中途随意出教室，不做与教学无关的事（如打电话
聊天等）。
（4）注重习惯的培养。引导学生认真倾听，积极思考，集中精力学习，养成良
好的习惯。
（5）努力践行课改理念。各学科教师上课时要体现温州市各学科“上课常规”
基本要求和具体课型具体要求，并努力将具体要求转化为具体的课堂教学行为。
（6）合理使用教学辅助手段。各学科老师要充分使用多媒体、校园网、图书馆、
阅览室等教学设施设备，生动形象地进行教学，并注重实效。
（详见附件 2：平阳县小学各学科上课常规量化总表
附件 3：平阳县小学各学科上课常规量化评价表）
2. 学生考核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质量监控管理中的作用，正确引导学生对教师课
堂教学质量的科学评价，特制定学生对教师课堂满意度测评表，本测评表将从为人
师表、教学过程和方法、总体印象三个指标，让学生进行测评，以实现学生对教师
授课质量客观、公正的评价。
此项考核操作方法：
1.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每学期进行一次，实行赋分量化考核，即 A 项 2 分，B 项 1
分，C 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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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对教师的评价由政教处组织实施，在学期结束前 2 周内完成。
3.有效评价票数不得少于应参加评价学生人数的 90%。否则视为无效评价，需
重新组织评价。
（详见附件 4：学生对教师课堂满意度测评表）
3．教研组考核
教研组考核必须要坚持民主、公正、客观性原则，特制定教研组教师课堂执行
能力评价表，测评表分教学执行、教师素养、教学态度三个指标，以教研组为单位，
对组内教师课堂执行能力进行互评。
此项考核操作方法：每学期进行评价一次，实行赋分量化考核。
（详见附件 5：教研组对学科教师课堂执行能力评价表）
四、运行措施
1．组织学习，提高对上课常规的认识。
学校要组织教师学习研读《温州市小学各学科教学常规》、《平阳县中小学教
学常规管理整体优化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加大学习宣传力度，提高教师对
小学各学科上课常规的认识。
2．制定方案，规范教师课堂教学行为。
学校要根据《平阳县中小学教学常规管理整体优化实施办法（试行）》，结合
本校实际，制定上课常规管理优化方案，明确工作目标、规范要求、运行措施、工
作流程，明确上课时的行为规范，确保上课规范管理工作顺利实施。
3．建立制度，保障上课常规正常实施。
学校要建立听课及巡课制度，校级领导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0 节、中层
领导（一线教师）每人不少于 15 节，并依据《各学科上课常规量化评价表》对教
师课堂作出评价；校级领导不定期巡课，值日领导每天至少一次巡课，记录在学
校巡课登记本中；巡课后要有反馈、交流和行为的措施，并有真实的过程性记录。
4．开展活动，落实上课常规量化标准。
学校要定期开展上课常规专题教研活动，如组织教师学习温州市各学科上课
常规细则，开展具有学科特点的“学为中心”课堂教学研究等，激发学习兴趣，
关注学生学习状态和独立思考的质量，加强课堂学习习惯指导，科学安排课堂练
习，保证自主学习时间；定期进课堂调研，以学科教学目标实现和学生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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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作为评价标准，重视调研后的反馈、交流和行为跟进。
5.健全考评，强化上课常规监管奖惩。
各学校对全体教师的上课教学常规进行量化考核，优秀比例不超过 20%，良好
比例不超过 30%，县教师发展中心组织抽查或视导。县局直属学校上课教学常规管
理由县教师发展中心组织量化考核。对上课教学常规落实不到位的教师，学校要进
行个别访谈，指导并督促整改。对上课教学常规管理落实不到位的学校进行通报批
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6．做好整合文章，融于教学常规全程管理。
学校要将上课常规管理纳入教学常规整体进行管理，一是与备课管理相结合：
不备课不进课堂，并基本依据教学设计展开课堂教学，课后要及时反思并进行二度
备课；二是与作业管理相结合：在课堂教学中，要切实保证课内作业时间与质量；
三是与评价管理相结合：将课堂教学研究要服务评价管理，并以评价结果反拨课堂
教学；四是与研修管理相结合：上课常规管理要纳入校本研修的主要内容；五是与
资源建设相结合：优秀课堂实录设计应收录于学校教学资源库，实现课堂教学研究
成果资源共享；进而提高上课常规实施质量，助力核心素养培养，切实提高教师课
堂效果，从而提升全县小学课堂教育教学质量。

4

附件 1：

平阳县小学上课管理优化考核量化表
学校：_______________
项 目
管理
制度
(20 分)

管理
过程
(40 分)

日期：________________

评价标准与要求

分值

1.学校制定了上课常规管理优化方案，工作目标明确、规范要
求具体、运行措施得力、工作流程清晰。

10

2.学校制定了巡课管理优化制度；校级领导不定期巡课，值日
领导每天巡课。

10

1.学校根据上课常规管理优化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认真落
实，并有详细的实施记录。

5

2.学校要定期开展上课常规专题教研活动，如组织教师学习温
州市各学科上课常规，开展具有学科特点的“学为中心”课堂
教学研究等，活动有过程有记录有总结。

10

3.校级领导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0 节、中层领导（一线教
师）每人不少于 15 节，并依据《各学科上课常规量化评价表》
对教师课堂作出评价。

10

4.校级领导不定期巡课，值日领导每天至少一次巡课，记录在
学校巡课登记本中；巡课后要有反馈、交流和行为的措施，并
有真实的过程性记录。

5

5.学校层面加强与上课管理试点学校之间沟通交流，取长补
短，提高自身教学常规管理水平。

5

6.学校将上课管理纳入学校教学常规全程管理，并有过程性材
料。
1.教师严格按照课表上课，言行举止规范文明，遵守基本的课
堂常规，课前准备充分，如教学预案、PPT、教具等。

管理
成效
(40 分)

5
3

2.教学活动具有本学科特点、结构合理，有层次性，有利于学
生认知结构的建立，教学程序科学自然，有利于学生参与学习
实践，教学节奏、密度适当，时间分配合理。

8

3.教师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以鼓励、表扬等积极评价为主，
对学生的学习信息及时反馈，典型错误要纠正，课堂练习设计
合理，能当堂巩固。

7

4.学生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课堂学习活动，学生活动充
分，学习活动时间学生学习时间不低于 15 分钟，学生参与度
达到 90%以上。

5

5.学生能主动与教师、同学、教材平等对话，能自我诊断、发
现学习问题并大胆质疑，具有合作意识，主动倾听、学会协作。

5

6.学生能积极思考，运用学科核心知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
联系实际，善于将知识迁移并能举一反三，有初步的创新能力。
7.不同层次学生都学有所得，体验到学习带来的成功和乐趣，
学习习惯得以培养或巩固，完成当堂任务达标率为 90%以上。
综合评价

6
6
总分

5

得分

附件 2：

平阳县小学各学科上课常规量化总表(教师）
学校: 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

考核项目

年级：_____________

考 核 要 点

得分

学校教学管理领导及教研组长每学期对每位教师至少听一节随
课堂考核
（60 分）

堂课，并依据《平阳县小学各学科上课常规量化评价表》对教
师课堂作出公正、合理评分。

根据学生对教师课堂满意度测评表（本测评表将从为人师表、
学生考核
（20 分）

教学过程和方法、总体印象三个指标），让学生进行测评，以
实现学生对教师授课质量客观、公正的评价。

教研组
考核
（20 分）

根据教研组教师课堂执行能力评价表（测评表分教学流程、教
师素养、教学态度三个指标），以教研组为单位，对组内教师
课堂执行能力进行互评。

综合评价

总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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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平阳县小学语文上课常规量化评价表(试用)
学校: 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_____

评价项目及要求
1. 严格按照课表上课。（1 分）
2. 言行举止规范文明，遵守基本的课堂常规。（1 分）
3. 课前准备充分，如教学预案、PPT、教具等。（1 分）
教师 1.
2.
3.
教学 1.

不同课型特征明确。（1 分）
教学目标定位准确，切合教材要求和学生实际，利于学生发展。
（3 分）
具有层次性，对不同层面的学生有不同的达标要求。（1 分）

以教材为例，培养学生能力，指导学法。
（1 分）
2. 解读文本正确，教学容量适当，学生能够接受。（1 分）
3. 把握教材内在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解决疑点。
（2 分）

行为 1. 学习活动具有学科特点。（2 分）
（28 分）2. 关键活动预设充分、过程清晰。
（4 分）
3. 活动内容要在多媒体课件或板书中有充分体现。（2 分）
1. 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以鼓励、表扬等积极评价为主。（3 分）
2. 对学生的学习信息及时反馈，典型错误要纠正。（3 分）
（2 分）
3. 教学中渗透习惯培养。
1. 学生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课堂学习活动。（2 分）
2. 学生活动充分，学习活动时间占比达到 1：1 或以上。 （3 分）
学生 3. 学生参与度广，达到 90%以上。
（3 分）
1.
学习 2.
3.
状态 1.
（32 分）2.

学生能与教师、教材平等对话。
（2 分）
学生能自我诊断，发现问题，大胆质疑。
（2 分）
学生具有合作意识、认真倾听、学会协作。（2 分）

分值 评分
3

5

4

8

8

8

6

朗读、练习、讨论、书写等多种学习方式合理运用。（2 分）
学生注意力集中，思维活跃。（2 分）
3. 学生积极思考，自觉钻研，主动探索。（2 分）

6

1. 学生能感知、理解、掌握学习内容。
（2 分）
2. 不同程度的学生都有所得，能体验到学习的成功和愉悦。（2 分）
3. 能联结生活，联结文本，举一反三，有初步创新意识。
（2 分）

6

1. 课堂作业本或课后习题完成质量高。
（2 分）
2. 学生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发言声音响亮，书写姿势正确。（2 分）
3. 学生听说读写等技能逐步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逐渐得到培养。（2 分）

6

综合
评价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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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小学数学上课常规量化评价表(试用)
学校: 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_____

评价项目及要求
1. 严格按照课表上课。（1 分）
2.言行举止规范文明，遵守基本的课堂常规。（1 分）
3.课前准备充分，如教学预案、PPT、教具等。（1 分）

分值
3

教师 1.不同课型特征明确。（1 分）
2.教学目标定位准确，切合教材要求和学生实际，利于学生发展。
（3 分） 5
3.具有层次性，对不同层面的学生有不同的达标要求。（1 分）
教学 1.教材熟悉，文本解读正确合理，并能创造性地使用教材。（1 分）
（1 分）
2.以教材为例，关注数学学科核心能力培养，指导学法。
3. 把握教材内在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解决疑点。（2 分）
行为 1.学习活动具有学科特点。（2 分）
（28 分）2.关键活动预设充分、过程清晰。
（4 分）

4

8

3.活动内容要在多媒体课件或板书中有充分体现。（2 分）
1.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以鼓励、表扬等积极评价为主。（3 分）
2.对学生的学习信息及时反馈，典型错误要纠正。（3 分）
（2 分）
3.教学中渗透习惯培养。
1.学生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课堂学习活动。（2 分）
2.学生活动充分，学习活动时间占比达到 1：1 或以上。 （3 分）
学生 3.学生参与度广，达到 90%以上。（3 分）
1.学生能与教师、教材平等对话。
（2 分）
学习 2.学生能自我诊断，发现问题，大胆质疑。
（2 分）
3.学生具有合作意识、认真倾听、学会协作。（2 分）
状态 1.自主、合作、探究等多种学习方式合理运用。（2 分）
（32 分）2 学生注意力集中，思维活跃。（2 分）

8

8

6

6

3.学生积极思考，自觉钻研，主动探索。（2 分）
1.学生能感知、理解、掌握学习内容。（2 分）
2.不同程度的学生都有所得，能体验到学习的成功和愉悦。（2 分）
（2 分）
3.能联结生活，联结文本，举一反三，有初步创新意识。

6

1.从“听、说、想、练”方面入手，学生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
（2 分）
6
2.体验到学习的成功和愉悦，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4 分）
综合
评价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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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平阳县小学英语上课常规量化评价表(试用)
学校: 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_____

评价项目及要求

教师

教学

1.严格按照课表上课，按时上下课。（1 分）
2.言行举止规范文明，遵守基本的课堂常规。（1 分）
3.课前准备充分，如教学预案、PPT、教具等。（1 分）

3

1. 教学目标指向明确，切合教材要求和学生实际，五维目标有效整合。（2 分）
2. 教学目标要体现年级特征和课型特点。（2 分）

4

1.教材熟悉，文本解读正确合理，并能创造性地使用教材。（2 分）
2.正确 把握教材内在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2 分）
3.关注不同课型，听说读写侧重合理，教学容量和难度适合学生水平。
（1 分）

5

1 1.专业基本功扎实，能用流利的英语组织教学，指令清晰，表达清楚。（2 分）
2. 教学过程循序渐进，衔接自然明快；注重教法的调控和学法的指导。（2 分）
（2 分）
3. 联系生活实际创设真实语言环境，突出语言运用，关注课堂动态生成。
行为
4. 板书清楚，布局合理，能体现出讲课重点，书写正确，字迹工整。（1 分）
(28 分)
（1 分）
5. 课堂练习设计要典型精当，《课堂作业本》力求当堂完成。
（3 分）
1.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评价积极正面，以鼓励和表扬为主。
（3 分）
2.关注学生学习状态，对学生反馈的信息与问题要及时耐心理答。
3.教学改革意识明显，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策略和方法前沿，并有自己独特的教
学特色。（2 分）

学生
学习
状态
(32 分)

分值

8

8

1.学生学习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课堂学习活动。（2 分）
2.学生活动充分，学习活动时间占比达到 1：1 或以上。 （3 分）
3.学生参与度广，达到 90%以上。
（3 分）

8

1.学生能主动与教师、同学、教材平等对话。（2 分）
2.学生能自我诊断、发现学习问题并大胆质疑。
（2 分）
3.学生具有合作意识，主动倾听、学会协作。（2 分）

6

1..学生能较好地感知、理解、掌握学习内容。（2 分）
2.学生课堂注意力集中，思维紧随整个教学过程。（2 分）
（2 分）
3.学生思维活跃，能主动表达看法、观点。

6

（2 分）
1.学生能运用学科核心知识，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2 分）
2.学生能联系实际，善于将知识迁移并能举一反三，有初步的创新能力。

4

1 不同层次学生都学有所得，体验到学习带来的成功和乐趣。（2 分）
2.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朗读、阅读、书写等。（3 分）

8

（3 分）
3.学生听说读写等技能逐步得以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逐渐得到培养。
综合
评价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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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平阳县小学科学上课常规量化评价表（试用）
学校: 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_____

评价项目及要求

分值 评分

1.按课表上课。（1 分）
2.言行举止规范文明，遵守基本的课堂常规。
（1 分）
3. 课前准备充分（如教学预案、分组材料、演示材料等）。
（1 分）
1. 教学目标指向明确、内容适切，并紧扣科学概念的建构。（2 分）
教师
2.教学目标要落实在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2 分）。
1.以教材为载体，创造性使用，突出证据意识。（2 分）
教学
2. 老师下水实验，且有下水实验记录（2 分）
3. 活动指导、记录指导有效。（1 分）
行为
1.课堂思路清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3 分）
（28 分） 2. 学生活动指导到位，有序引领探究，促进思维发展。（3 分）
3. 小结提升，概念应用（2 分）
1.保护学生的好奇心，保持探究欲望，评价适切。
（3 分）
2.关注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状态，关注部分个体的探究、记录等学习状
态。
（3 分）
3.新课程改革意识明显，充分体现科学学科的特点。（2 分）
1.学生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探究活动。（2 分）
2.学生活动时间达到 1：1 或以上。（3 分）
3. 学生活动参与度（发言、实验、记录等）达到 90%及以上。
（3 分）
学生
学习

1.学生记录及时主动（2 分）
2.学生能发现问题，大胆质疑。
（2 分）
3.学生能积极思考、自主探究。
（2 分）
4.学生会倾听，能合作。（2 分）

状态
（32 分） 1.学生会收集信息，观察数据，整理发现（4 分）
2.能对接事实信息，支撑自己的观点（4 分）
1 体验到学习的成功和愉悦，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4 分）
2.能联系实际，运用概念，作出解释。（4 分）
综合
评价

3
4
5
8

8

8

8

8
8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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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小学上课常规量化评价表
学校：

姓名：

(供其他学科使用)

学科：

年级：

评价项目及要求
1.严格按照课表上课。（1）
2.言行举止规范文明，遵守基本的课堂常规。（1）
3.课前准备充分，如教学预案、PPT、教具等。（1）

分值 评分
3

教师 1.具有针对性，切合教材要求和学生实际，三维目标有机整合，利于学生发展。
5
（3）
2.具有层次性，对不同层面的学生有不同的达标要求。（2）
教学 1 .以教材为例，培养学生能力，指导学法。
（1 分）
2.知识正确，教学容量适当，学生能够接受。（1 分）
3.把握教材内在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解决疑点。（2）
行为 1.教学活动结构合理，有利于学生认知结构的建立。（4）
（28 分）2.教学程序科学自然，有利于学生参与学习实践。（2）
3 .教学节奏、密度适当，时间分配合理。（1）
4.具有本学科特点。（1）
1.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以鼓励、表扬等积极评价为主。（3）
2.对学生的学习信息及时反馈，典型错误要纠正。（3）
3. 课堂练习设计合理，能当堂巩固。（2）
1.学生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课堂学习活动。（2）
2.学生活动充分，学习活动时间占比达到 1：1 或以上。 （3）
学生 3.学生参与度广，达到 90%以上。（3）
1.学生能与教师、教材平等对话。（2）
学习 2.学生能自我诊断，发现问题，大胆质疑。（3）
3.学生具有合作意识，学会倾听，学会协作。（3）
状态 1.学生积极思考，自觉钻研，主动探索。（2）
（32 分）2.学生能感知、理解学习内容，思维活跃。（2）

4

8

8

8

8
4

1.夯实学科知识。（3）
2.运用学科核心知识，联系实际，善于将知识迁移并举一反三，有初步创新意
识。
（3）

6

1.不同程度的学生都有所得，能体验到学习的成功和愉悦。（3）
2.学习习惯得以培养或巩固。（3）

6

综合
评价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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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学生对教师课堂满意度测评表
科任老师: __________

任教的学科: ___________

（ ）年 （

）班

各位同学：
此调查是为了了解科任教师的授课情况，请你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
地在下列表格中选择你认为最恰当的选项，谢谢！
1.上课仪表仪态，言行举止（

）

A.仪表仪态得体，语言亲切。

B.仪表仪态较得体，语言较亲切。

C.仪表仪态不得体，语言不亲切。
2.老师上下课和课前准备情况（

）

A.能按时上下课，课前准备很充分。

B.上下课基本准时，课前准备比较充分。

C.迟到拖堂次数多，课前准备不够充分。
3.老师创设的课堂秩序和课堂教学氛围情况（

）

A.课堂秩序井然，课堂氛围融洽，能关注不同层次的学生。
B.课堂教学秩序较为有序，但课堂氛围比较死板。
C.课堂秩序散乱，课堂氛围沉闷。
4.老师上课时，对知识点的讲解（

）

A.条理清晰，内容熟练，重点突出，难点突破、深度适宜。
B.条理不够清晰，重难点不够突出。

C.条理很不清晰，知识混乱。

5.你在回答课堂问题后或向老师提问时（

）

A.能及时得到老师的反馈和评价。
B.大部分情况下能得到老师的反馈或课后指导。
6.老师对教学媒体的运用情况（

C.很少得到反馈，不了了之。

）

A.准备充分，操作熟练，效果好。

B.准备比较充分，操作比较熟练，效果一般。

C.准备不充分，操作不熟练，效果差。
7.上课时，老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方面（

）

A.教授知识丰富，方法灵活多样，注重知识的落实和能力的培养。
B.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主，比较注重学法指导。
C.照本宣科，方法单一，枯燥乏味。
8. 关注学生习惯养成，比如听说读写等学习技能培养，学习方法指导等（
A.非常关注

B.偶尔关注

9. 作业的布置与讲评情况（

C.从不关注
）

A．作业布置合理，讲评详尽到位。

B.作业布置基本合理，讲评比较粗略。

C.作业布置不合理，基本不讲评。
10. 课堂教学效果总体满意程度（
A.非常满意

）

）

B. 比较满意

C.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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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教研组对学科教师课堂执行能力评价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目标：三维目标准确具体，符合课标、学情。

教
学

过程：过程设计合理，学习活动丰富、有效。

8
方法：方法运用得当，学法指导得法。

执
行

效果：教学任务顺利达成，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
力发展目标达成率高。
普通话（英语表达）标准，语言表达准确、流畅、逻辑
性强。

教
师

教态自然，端庄大方，有亲和力与凝聚力。

6

素

课堂组织教学有方，调控能力强。

养
教学媒体运用恰当、熟练；教具使用得当；板书设计合
理、书写规范。

按时上下课，课中不做与教学无关的事。

教
学

6

课前准备充分，如教案、教具、PPT 等；课中情绪饱满，
言行举止规范文明，杜绝“放羊式”课堂。

态
度

合计

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态，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20

13

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