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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课是近几年较为多见的体育教

师专业发展、能力测评方式之一。说

课比赛需要建立评价标准体系，否则

就难以判断其优良中差等级。目前，

从全国范围来看，全国统一性的说课

比赛标准并未建立，但地方组织说课

比赛时，多数建立有地方评优指标体

系。然而，通过研究发现，很多说课

比赛评优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如有

些指标设置过多过细，操作性不强；

有的指标体系建立不够准确，难以真

正反映出说课水平，更难以对未来提

高说课能力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据

此，说课比赛评优方法的研究有待进

一步加强。

一、说课比赛评优若干常见

现象

在众多说课活动中，多数以评优

的方式组织，尽管每次也都评出各类

等级，以区分说课者之间的能力水平

之差异，但是，存在的若干不良现象

值得进一步研究。

1.说课比赛缺少标准现象

说课比赛需要评优标准，但有些

比赛未能事先研制标准，而是让评委

们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判断。有时只

是组织者向评委们口头提出几点评判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这样的说课比赛

一方面缺乏方向引领性，另一方面容

易造成评比结果出现分歧。因为，毕

竟评委们的经验积累与认识程度，尤

其是评的视角或把握的关键点有可能

存在差异，致使评比结果出现偏差。

假如没有标准作为主要依据，有的可

能将侧重点放在了教师说的能力上；

有的则侧重于课的设计，是否能实施

有效教学；还有的综合判断现场说的

水平，说课文稿的规范性，PPT制作

的精美程度等。总之，缺少标准很难

评。

2.说课比赛标准不准现象

在一些说课比赛活动中，有时，

有的组织者事先会准备标准，但仔细

研究分析部分标准后发现，有的标准

制定得不够精准，一部分分值分配到

了课的设计文本上，如有的说课比赛

标准中，教学目标设置占5分，重难点

占5分，教材和学情分析占10分。这样

分配权重也不为过，但是，对于说课

比赛而言，其重点还远非这些，而多

数分值应集中在现场说课能力与课的

设计实效性上。假如说课比赛设置的

标准不够准确或重点不突出，或抓不

住关键点，就难以真正评出说课者说

课水平的高低。

3.说课比赛标准不一现象

不仅说课比赛需要标准作为评分

依据，而且，标准的相对统一性也需

要引起重视。所谓标准不统一，一方

面指同一场说课比赛中评委们之间用

了不同的标准来评判；另一方面是不

同说课比赛组织之间的标准不统一现

象。后者有的体现在校际间，有的是

区域间，如同一省份的不同区县所采

用的说课标准不一，或不同省份之间

说课标准不同。无论是哪个层面的不

一致现象，都说明，一方面统一说课

标准未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另一

方面是全国范围内尚未研究公布相对

统一的标准，地方或学校只能各自为

战研制自己的标准。但无论如何，缺

乏统一标准，其说课水平的高低就难

以在更高一层面进行比较。

4.说课比赛不用标准现象

所谓不用标准主要是指说课比

赛中有标准，但有些评委在评分的时

候未能参考其标准，而基本上是结合

自己的经验去判断。这种情况其结果

与无标准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在

有标准的前提下，多数评委会严格按

照说课评分方法逐条打分，而有的评

委并非如此。不按照评分标准中的各

指标要素进行评判，评分结果产生分

歧甚至不合理性随时都可能存在。因

此，只要是事先制定了标准的说课比

赛，无论标准内容确定了哪些，评分

的时候均需要参考组织者事先提供的

标准。而且，评委们还需要事先熟悉

这些标准，做到在评分的时候心中有

数。

5.说课比赛组织不严现象

严格组织说课比赛，对顺利完

成一次说课活动十分关键。有的组织

者比较重视严格的组织工作，而有的

却有所疏忽。通常情况下，严与不严

的结果主要体现在比赛是否公平、

公正；是否严谨、规范；是否科学、

合理等。有些说课比赛是准备工作做

得不到位，如说课开始后发现麦克风

电池较弱，声音效果不佳，导致先说

课的参赛选手由于麦克风影响，其成

绩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的影响。有些

是评委人为的情感因素，如有的评委

评分时对自己熟悉的参赛选手在打分

上适当倾斜，这样做的结果会对其他

参赛选手不公平。有些是时间把控不

严，如规定10分钟的说课比赛，有的

选手在比赛中略有超时，就立即被叫

停，而有的选手尽管已经超时，但依

然在说。这样的比赛结果因不能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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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组织不合理会产生一定的矛

盾，选手甚至会对组织工作产生强烈

的不满。

6.说课比赛目的单一现象

任何一项比赛其最终目的都不

要过于单一，还要能够看到和正确把

握说课比赛所能带来的更有价值的东

西是什么。对于说课比赛而言，比出

成绩或能力等级固然重要，但，说课

比赛如果仅仅将其作为唯一目的，就

会显得过于单一。因为，毕竟在说课

比赛过程中还有更有价值的功能值得

挖掘，如果不考虑说课比赛的拓展价

值，就很容易出现为比赛而比赛，参

赛者会过分看重比赛结果。有的在比

赛中或比赛结束后不是“胜不骄败不

馁”，而是刚好相反的处理方式，不

利于说课者的发展和更高水平能力的

提升。假如，除了说课比赛本身的评

优目的，我们还能够充分挖掘其能力

诊断和方向引领作用。那么，几乎所

有的说课参赛选手就能够通过一次比

赛对自己的说课能力进行准确定位，

找到自己的短板，从而更好地查漏补

缺，提升水平。除此之外，假如说课

比赛标准比较科学、客观，能够发挥

其引领作用，参赛者会明确好的说课

应具备哪些要素，以后更加关注其发

展方向。

二、说课比赛评优标准体系

建构

关于说课比赛评优标准体系的

建立，依据比赛类型而有别。建立标

准，不仅与体育课评比标准差异明

显，而且，它与模拟课比赛标准相比

也各有侧重。那么，说课比赛应该从

哪些方面建构其评优标准指标体系

呢？

1.说课比赛评优标准体系建构主

要依据

建立说课比赛评优标准，体现其

标准合理、科学、可操作的前提就是

要有明确的依据。也就是说依据什么

确立标准，尤其是确立各指标要素。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

据：其一，依据说课能力分布体现观

测点。说课能力从哪些方面体现，对

确定说课评价标准至关重要。当我

们进一步分析“说课”这一专业术语

或专有名词的时候，不难发现，说课

包括“说”与“课”两个关键词。所

谓“说”就是语言表达，而“课”则

与我们平常意义上的“体育课”意义

相当，但这里的“课”不是常规下组

织教学活动去“上”，而是要通过语

言表达“课”是如何设计的，将如何

上。因此，确立评价指标的时候一方

面要考虑说的能力，另一方面还要考

虑课的设计情况即设计能力。其二，

依据地方设置的说课标准指标体系建

立的共同点。地方多数说课评分标

准都包含说的内容，如教学目标、重

难点、教法学法、教学流程等；说的

能力，如语言表达能力、技巧等；教

学设计水平，如教学目标表述情况、

教学手段选择情况、教学时间分配情

况等。因此，依据地方标准中的相同

和相近指标，更能体现结合实际。其

三，依据专家建设性的意见合理建构

说课评优标准指标体系。本研究近一

年多来，主要通过现场访谈、电话访

谈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对我国32位学校

体育理论与实践专家学者进行访谈，

他们的意见尽管不完全一致，各自有

独到的见解，但对本研究提出的从

“说”和“课”两个大的维度建立说

课评优标准的意见却相对集中。

2.说课比赛评优指标的取舍与指

标分布

关于说课比赛评优指标的取舍，

当我们从“说”与“课”两个大的维

度建立一级指标的时候，其二级指标

即具体评价内容就比较容易确立。本

研究通过专家访谈、实践观察、综合

判断等最终确立了指标。取舍的原

则：一是 “准为先”，指标是否精

准是衡量一个评价标准的重要标志。

假如说课评优标准中的指标确立有所

偏离，就难以评出说课者的真实水

平，更难以清晰地分出其等级。二是

“全有度”，指标是否全面不是越多

越好，而是全面有度，即有边界。有

的指标尽管与说课也有关系，可能并

非直接关系，如学校场地器材条件，

在说课的时候，场地器材条件好坏不

能作为评说课能力的指标内容。三是

“行关键”，即指标的可操作性或可

行性是非常关键的取舍原则。如果指

标选择准确，把握有度，但是假如不

具有可操作性，评优标准就失去了应

用的价值。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确立的说

课评优标准具体指标，作为一级的评

价维度，包括 “说”和“课”两个方

面；二级指标评价指标共有八个，也

是综合从呈现的特点上来评。其中，

第一个方面，对说课者“说”的能力

的评判。集中体现在：一是“语言的

准确性”，即是否能够说得清晰到

位；二是“语言的完整性”，即该说

的是否都有所表达；三是“语言的灵

活性”，即遇到突发情况能否机智处

理，如遗忘时的语言调节；四是“语

言的合理性”，即说课内容的时间分

配是否合理，整个说课内容呈现是否

做到了详略得当。第二个方面，对说

课者“课”的设计能力的评判，集中

体现在：一是“设计的规范性”，即

说课者对课的设计是否规范，是否符

合说课评比要求。二是“手段的目的

性”，即选择的教学手段是否有明确

的设计意图，要解决什么问题是否清

晰可见。三是“要素的对应性”，即

说课设计中的各个要素，如指导思

想、教材分析、学情分析、安全防范

等说课的各个要素是否精准地表达出

了需要表达的内容。如教材分析是否

有真正的分析，很多都是只介绍教材

本身，而未做任何与教学和学生等

的关联性分析。四是“方法的创新

性”，即说课的设计组织与方法是否

有创新的成分，有多大程度的创新，

创新放在了课的什么位置等，都与说

课成败有直接的关系。

表1  体育说课比赛评价指标权重及评分方法（10分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分点 评分标准

说

表达的准确性 1.5 语言表达是否准确 准确/一般/不准确（1.5/1/0.5）

内容的完整性 1.5 语言内容是否完整 完整/一般/不完整（1.5/1/0.5）

处理的灵活性 1 语言处理是否灵活 灵活/一般/不灵活（1/0.7/0.3）

分配的合理性 1 语言分配是否合理 合理/一般/不合理（1/0.7/0.3）

课

设计的规范性 1 课的设计是否规范 规范/一般/不规范（1/0.7/0.3）

手段的目的性 1.5 手段目的是否清晰 清晰/一般/不清晰（1.5/1/0.5）

要素的对应性 1.5 指标要素是否对应 对应/一般/不对应（1.5/1/0.5）

方法的新颖性 1 组织方法是否新颖 新颖/一般/不新颖（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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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课比赛评优指标权重分配与

评分法

基于对以上说课八个指标的内涵

分析，也为了提高说课比赛量化评优

的可操作性，下面就说课评优标准中

的指标权重及评分应把握的关键点进

行讨论。如表1所示。

从表1我们不难看出，从“说”

与“课”两个维度进一步细化了评优

方法，确定了指标权重，制定了评分

标准。从权重分布情况来看，按照10

分值分配，所确定的各指标所占分值

总体上包括1和1.5两类，相对重要的

所占分值高，反之亦然。评分点是判

断各要素达到何种程度的关键，如说

课中对说课语言的准确性进行判断，

主要看语言的表达是否准确，根据所

能达到的程度，可以从“准确/一般/

不准确”三个层次中确定其一，并对

应选择其得分，如某说课语言表达不

太准确，自然其得分就是对应的0.5

分，相反，假如语言表达被判断为

“准确”，该项得分可以确定为该指

标的最高分1.5分。同样，其他指标

的判断也可如此操作。评分标准主要

都是以三分法进行区分达成情况，如

“设计的规范性”这一指标，评分标

准划分为“规范/一般/不规范”，由

于该指标的权重为“1”，各层次对应

的分值就为“1”“0.7”“0.3”。

除此之外，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

表1中的“课”这一维度，多数情况

下也是通过说课者在说课的过程中，

通过多种表达方式，呈现出的课的设

计情况。也就是说，其中的一些指

标，如“手段的目的性”“方法的新

颖性”等也是通过说课者的语言或所

制作的幻灯片中的呈现内容进行判断

的，而不是通过说课纸质文稿进行的

判断。所以，说课评分还是主要集中

在说的能力和说的内容上。个别指标

可以通过翻阅授课者提交的说课文本

加以判断，如“设计的规范性”通过

文稿或许能够一目了然。

三、说课比赛评优应把握的

关键点

在说课比赛中，无论从组织者

还是从参与者来看，都有关键点可以

把握。组织者把握关键能够使说课比

赛活动顺利开展，并起到启发引领作

用。参与者把握关键点能够在比赛中

取胜，能力得到不断提升。因此，探

讨说课比赛评优应把握的关键点十分

必要。

1.说课比赛评优组织者应把握的关
键点

作为说课比赛的组织者，要想

顺利完成比赛评优活动，并客观、公

平、合理地评出等级，有几个关键点

要认真把握好。具体而言，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其一，把握好评分裁判的

遴选与培训。这项工作是重中之重，

因为该项工作决定着组织工作完成的

质量优劣。同样是一场说课比赛，裁

判工作做的好与差，比赛过程和结果

将区分明显。因此，说课比赛前所遴

选的裁判不仅要对说课这一形式比

较熟悉，积累有一定的理论或实践经

验，更重要的就是，对所采用的评优

方法和评分标准要十分熟悉，并能认

真把握评分点。否者，说课者尽管做

了精心准备，但是，由于裁判问题却

大失所望。其二，把握好说课比赛评

分标准的研制或选定。有些地方或单

位，组织说课活动已经有了长期的经

验积累，研制过评分标准，并得以不

断完善。有的没有自主研发，而是多

次采用他人标准。因此，无论是组

织者研制还是选定他人标准，都要

把握前文谈到的“准为先”“全有

度”“行关键”三个方面。假如标准

在这三个方面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则

很难评出客观性、有效性等。其三，

把握好说课比赛后的延续效应。很多

说课比赛组织完了，比赛结果一公

布，好像全部活动宣告结束。其实不

然，说课比赛尽管要比出名次，分出

能力之不同，关键的要进行后续的研

讨并为组织工作和说课者能力提升提

出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这或许是过

去很多说课组织者容易忽略的。

2.说课比赛评优参赛者应把握的

关键点

参与说课比赛，很多人都能够

精心准备，认真对待，都有想获胜的

欲望。但说课者还应把握哪些关键点

呢？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重视：其

一，把握说课比赛各项要求中的关键

点，如时间规定作为一个关键点，最

好不要违背。可能说课要求中会提出

“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会有提示”，说

课者切不可无视“提示”二字，但也

要从容收尾。如果所设计的说课内容

刚好在规定时间说完，无论是否提示

都不会超出规定时间，自然能够顺利

完成说课比赛。假如组织者提示后，

一分钟之内难以说完，最好考虑抓重

点说，也要将其说课时间按规定完

成。有的组织严格者，到点会叫停，

无论说课者是否已经说完，都会终止

比赛。其二，研磨细读评优标准，包

括从哪些维度，有哪些评价指标、权

重分配、评分要点、评分具体标准与

方法等都要精准把握，自己的说课准

备最好能够对照标准一一检查，哪些

方面还没有做到，及时查漏补缺，并

将其进行完善，否则就难以获胜。因

为，多数说课比赛都是按照事先确定

的标准开展评优活动的，裁判（或评

委）们打分的时候，多数会逐一对

照。因此，参赛者不仅要对评优标准

了如指掌，更要参照标准做精心准

备。其三，反思定位完善提高。一次

说课比赛无论输赢都不是终结，也不

代表永久的水平，还需要说课结束以

后进行深入反思。假如是获胜者，要

总结归纳其经验，但也并非没有问

题。假如是失败者更要反思查找问

题，吸取教训。尽管“胜败乃兵家常

事”，但却不能“屡战屡败”，要用

“失败乃成功之母”激励自己，不断

反思定位，再逐步努力改进，一方面

能够感受学习过程和比赛成功的喜

悦，更能使自己的专业能力得以不断

提升。

四、结束语

说课系列即将结束，最后讨论的

是评优标准的建立与评优方法操作应

把握的关键。当然，这也依然是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工

作还需要说课组织者以及参赛者的共

同参与。愿该研究所呈现的说课评优

标准与方法或多或少地能够给大家带

来一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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