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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课堂未来课堂
智慧教育范式智慧教育范式（（下下））
□洪劬颉 王 飞

问道课堂·未来课堂智慧教育范式解读

审视当前的学校课程建设，往

往存在诸多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校

长和教师在接受不同的专家培训，

而不同专家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

一旦具体落地到学校层面，概念芜

杂，阐释混乱，根子在对课程的认识

不清。我们应站在智慧教育的层

面，重新认识、理解课程与学习，从

而在核心素养的视阈下重建课程范

式，重构智慧学习范式。

深入推进的课程范式

课程类型是指课程的组织方式

或设计课程的种类。在当前课程概

念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对课程进行

科学、合理的分类，寻找一个能够得

到广泛认同的课程思维方式和判认

维度，必将有助于我国课程理论与

课程实践的对话与互动，也必将对

现行的课程改革有所裨益。所以，

智慧教育侧重于梳理课程的概念，

使之清晰易懂。根据以上不同的分

类标准带来不同的课程类型，智慧

教育从学校顶层设置课程的视角提

出“本校的课程”。

“本校的课程”可分为四类：一

是国家课程校本化，思考学校如何

将国家课程进行高质量的校本化

实施，强调高质量；二是必修的校

本课程，凡是进入本校求学的学生

都必须要修习的校本课程，强调特

色；三是选修的校本课程，根据教

师能力、学生兴趣，提供部分学生

选修的校本课程，强调有兴趣；四

是学校的特色活动课程化，凡学校

必有活动，有些活动是固定的，如

国旗下的讲话、德育活动系列、戏

剧节、文化节、户外拓展等，将这些

本应该是课程但不被一些专家认

可的特色活动视作课程对待，强调

有亮点。

“生活即课程”，用一句话理解，

即课程是学生学校生活的全部总

和。校长和教师设置“本校的课程”

时，就是设计学生的学校生活。可

以从三个层次理解：

“课”在“程”中。“课堂”与“课

程”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但又容易

被人混淆的一对概念，如同“树木”

与“森林”，是否见森林又见树木，是

视角与焦点聚焦在哪的区别。从这

个概念上来说，教育工作者需要有

课程视野，从课程视野角度审视教

育活动。所以，要做到三个“一体”，

即从科任教师角度来说，学科教学

要一体化设计，从班主任角度来说，

班级建设要一体化设计，从中层和

分管校长角度来说，学校文化、校园

活动要一体化设计；三个“不要”，即

不要指望一节课能解决所有问题，

不要指责一节课存在这样那样的问

题，不要指望一节课非要学到一点

东西；三个“一点”，即教师对学生的

学习要耐心一点，听课者对上课者

课堂的错误要宽容一点，学校领导

对教师的懒惰要多担待一点。因为

有时教师的“懒惰”可能正在寻找更

好的解决问题方式和路径。

课程改变生活。从学科的角度

来看，课堂教学必须要超越课堂。

如语文课堂教学，教师以语言入手，

但必须超越语言，用文学教育的方

式实现文化教育。什么叫文化？就

是以文化人。最终的目的是要“立

人”，使人站立起来。

教师要改变学生什么？我们以

教室门、校园门为界限，将学生生活

分为教室门内的课堂生活、教室门

外校门内的“校园生活”和校门外的

“日常生活”三个部分，而一个教师

能够改变学生的主要是课堂生活，

一个学生从课堂中得到的改变不是

只依靠一个学科教师，还有在教室

门外校门内校园生活中经历的各种

活动、遇到的各位老师，而改变的核

心是“课程设置”。

所以，教师必须以营造课堂生

活为中心构建起“国家课程校本化”

的课程体系；以营造学校生活为中

心构建起“学校课程课堂化”“实践

活动课程化”的课程体系，从而使之

成为学生的识见和习惯，影响和改

变学生日常生活的态度和行为处事

的方式。

高素质即好习惯。教师要改

变学生，要将学生改变到哪里去？

要将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说

到底，就是要培养高素质的人，如

果将高素质的具体内涵表述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核心素养”，

智慧教育不纠缠于概念纷争，先将

能说清楚、听得明白的事情研究清

楚。什么是高素质？说到底，就是

习惯好。

一个优秀的教师总是千方百计

地培养学生优秀的学习习惯和生活

习惯。这种习惯培养不是刚性的、

硬性的、整齐划一的，而是能够由学

生自我约束、控制和评价的。从学

生角度来看，习惯就是什么时间做

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需要用多少

时间；当一件事情开始变得用时少

了，表明效率提升质量提高。学生

把在学校养成的做事方式带到家

里、带到社会，表明这个人受到的学

校教育开始在他身上塑型，教育的

正态影响开始发挥作用。而对于每

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往往都会存

在一个问题学生，风吹不进雨打不

进。对于这样的学生，智慧教育认

为：不妨如哈姆雷特的“延宕”、存在

主义哲学里的“悬置”，鼓励他自己

认为好的对的就坚持，坚持久了也

就习惯了，即使一件现在被认为“错

误”的事坚持十年，十年后就可能会

成为一件值得宣讲成功经验的事

情。从教师角度来看，我们常常觉

得一个教师素质高，体现在他具有

高超的教育智慧，而细细推究他的

教育智慧，往往又体现为他有好的

教学习惯，而一个优秀教师好的教

学习惯，又可以归结为他对学生好

习惯的培养上。如果厘清了这个问

题，关于教育的诸多要素理解起来

就要显得容易得多。

建构智慧学习的范式

智慧学习范式主要在自主学

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这三大学

习方式上进行深度学习。与必须要

解决“教”与“学”的关系一样，“学”

与“学”的关系也必须厘清。智慧学

习是建立在现代学科科学的研究基

础之上的，《基于脑的学习》《思考的

艺术》《学会思考》等思维科学的最

新研究成果要转化为学生学习的策

略认知（建模如图1）。

智慧学习认为，在三大学习方

式之中，是以自主学习为主体，做

到：问题自立，学习是教学的主体；

过程自控，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活

动自动，参与的态度是主动的；评

价自评，学习的结果是形成主见。

自主学习本身就含有探究学习，探

究学习最终的结果也是形成自己

的主见。合作学习的前提、过程和

结果都是指向自主学习，有了自主

学习的阶段成果再参与到合作学

习之中，会使合作学习的探究质量

更高。

智慧学习指向生命个体意义的

自生过程，真正让个体的学习个性

化的发生。而教师在其中起到支持

学习的作用，提供思维情境和虚拟

思维方式（形象思维——理性思维、

辩证思维、结构思维、质疑思维、传

新思维），关注对非认识技能如社会

情绪、团队合作、可迁移技能等的挖

掘、掌握；让学生经历真实的探究、

创造、协作与问题解决，发展学生的

核心素养，从而增强程序和模型意

识，形成相应的思维方式、实践能力

和责任担当意识。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研学中心：重建“适合我的学习

空间”。为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根

据学校办学条件，成立若干学习中

心，即主题学习、复式学习、体验学

习等（建模如图2）。

复式学习：主动构建“我的学习

社群”。为了让学生的自主学习更

好地进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教室

中，教师可以通过小组合作、跨组交

流的方式实现合作学习。同时，教

师作为一个成熟者，也能成为学习

的有力促进者。而在主题教室（学

习中心）中，不同年级、不同年龄的

学生通过主题学习，可以实现跨龄

学习，从而学校有意创设一种教育

生态，让不同年级学生混龄学习、混

龄活动。该学习社区有两种形式：

一是混龄社区：不同年级构成混龄

学习社区；二是主题社区：相同学科

群构成专业社区。学校的基本空间

单位由单个班级过渡到“班组群”，

管理效能得到提升，各种教育关系

也随之发生积极的变化——增加混

龄交流，构成异质学习共同体。

借助互联网技术，联通想要联

通的人，组建新的学习社区，可以打

通班级内部、班级与班级之间、学校

外等各类人群，从而构建起“我的主

题学习社区”。

主题学习：丰富学习资源。主

题学习是指学生围绕一个或多个经

过结构化的主题进行学习的一种学

习方式。在这种学习方式中，“主

题”成为学习的核心，而围绕该主题

的结构化内容成为学习的主要对

象。以活动、专题及解决问题等方

式作为学习的主轴，重点在跨学科、

跨文化、跨地域开展主题式学习。

打破学科界限，围绕某一主题，将涉

及不同学科的内容、问题和活动，需

要综合应用多学科知识。以学习者

的兴趣和需要为中心，几乎不考虑

课程领域，所学内容与课程无关，超

学科的主题学习属于综合实践活动

范围。打破学科之间的割裂状态，

实现学习内容的综合化，使学生在

不同学习内容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连

接，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参与

学习的积极性，培养问题意识和问

题解决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创新思

维能力、反思能力等高级思维能力

和团队协作意识。

以上是在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和探究学习三大学习方式基础上

建构的智慧学习范式，为未来课堂

智慧教育范式的实践提供了有力

支撑。

（本文系 2017 年南京市基础教

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未来

课堂智慧教育范式的实践研究》的

阶段成果，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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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革命”
高中如何做

□李均良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全国涌现出一

批校本教材开发优秀的学校和课堂改

革名校。但是，目前的改革仍不够深

入，特别是高中学校。要彻底改变中国

教育的育人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建

立创新型社会，实现人才强国战略，高

中学校必须加大力度推进课程改革，既

要处理好教材建设与课堂建设的关系，

又要以课堂建设作为课改的重点。我

认为，课堂是培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主阵

地，素质教育的实践场应在课堂，如果

认为开展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就能全面

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那显然是片面甚

至偏颇的。

“课堂革命”的提出，抓住了课程改

革的牛鼻子，也指明了课改后半场的重

点，就是要将传统的课堂进行彻底变

革，根除满堂灌、填鸭式、一言堂的教学

模式，根除以教为中心的教学关系，建

立以学为中心的新型教学关系，调动学

生的思维，让学生学会思考，主动学习，

通过自学、交流、探究，在课堂上充分展

示，培养自主学习能力、辨析能力、思维

能力、创新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那么，走进新时代，高中学校如何

更好地推进“课堂革命”？

首先，校长重视是关键。校长对新

课改的认识程度、胆识和魄力，是决定

一所学校能否推进课改的关键。高中

是衔接大学的重要阶段，是培养创新型

人才的关键时期。在高中阶段，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合作意识、创新精神

尤为重要。因此，高中学校校长要把教

学改革、课堂转型作为第一责任要务，

积极投身于新课堂建设和课堂改革，努

力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不断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

其次，教师参与是核心。教师是学

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实施者，

教师的工作态度、育人理念、综合素质、育

人方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成才，教

师对新课改的认识和参与程度直接影响

着一所学校课堂改革的进程和质量。由

于受高考影响，大多数高中教师怕课改影

响教学质量，不想改、不敢改的思想根深

蒂固，课改工作很难推动。因此，学校要

引导教师提高认识，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国

家有关课改文件，鼓励教师多读书，让教

师充分认识到课改是时代的要求。学校

还应增加教师业务能力的培训，采取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式，学习和借鉴课改名家

的经验和方法，先临帖后破帖。学校还要

在教师中开展听评课活动，定期开展过关

课、提高课、示范课、创新课活动，通过示

范课引领推动教师业务能力的提升。

再次，制度建设是保障。制度是执

行路线的保证，一项好的制度和机制可

以成就一项事业的发展。因此，学校必

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运行

机制。一要制定好课改的实施方案和

路线图；二要完善好课改的一系列制

度，要与评优树模挂钩，与奖惩挂钩；三

要与校本研修有机结合，落实好校本研

修的课题，定期开展课题研究。

最后，考核考评是支撑。学校要让

课堂转型得到有效实施，必须高度重视

考核考评工作，建立相关巡查制度、激励

机制，完善档案管理，将过程管理与期末

考评有机结合，将个人过关与示范引领

有机结合，将考评结果与评优树模、评职

晋级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考评的杠杆作

用，用考评的杠杆撬动教师课改的激情，

充分调动教师投身课改、参与课改的积

极性。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柞水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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