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新课堂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022年4月27日06版

现代课堂现代课堂周刊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钟原 电话：010-82296569 投稿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在

微信公众号《中小学老师参考》撰文，由

美国教育学者Norman·Webb博士提出

的知识深度等级理论，即 DOK（Depth

of Knowledge）理论，反映了我们对知

识在思维层面理解和掌握的程度。DOK

的第一个层面是知识的回忆、再现、简

单定义。第二个层面是对知识和思维

的总结、解释、分类等。第三个层面是

通过一系列步骤得出结论，其思维策略

是可迁移的。第四个层面是更加复杂

的拓展、延展、发散等思维过程。

DOK有什么用？我觉得它最大的

意义就是提供了思维复杂性的参照，

是衡量个体认知或思维深度的一把尺

子。我们的教学到底有没有引导孩子

去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培养更强的能

力？我们知道它、关注它，教学也许就

能更上一层楼。DOK可以干什么？可

以分析教学目标的设计对思维能力的

要求；可以标记教案中设计问题的等

级；可以进行试题分析；可以设计核心

问题、问题链等；可以设计教学活动或

教学任务；可以设计分层作业；可以更

好地向课程标准看齐。

DOK理论可以解决什
么问题

新论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鹏

在《中学语文教学》撰文，“逆向教学设

计”中的“逆向”主要体现在学习结果、

评价证据与学习活动的逆向因果关联，

凸显了预估学习结果和确定评价证据

在教学设计中的重要地位。为了帮助

教师研判学生是否理解学科大概念，美

国教育学者威金斯和麦克泰格特别提

出“理解”的六个层面：能解释、能阐释、

能应用、能洞察、能内化、能自知。同

时，为了帮助教师设计学习活动，他们

还提炼了WHERETO六大要素：确保学生

了解学习主题的方向（Where）和学习原

因（Why）；一开始就要吸引（Hook）学生，

并始终维持（Hold）学生兴趣；运用必要

的 经 验 、工 具 、知 识 和 策 略 ，确 保

（Equip）学生实现学业表现目标；为学

生创设多种机会回溯（Rethink）大概

念，反思（Reflect）学习进度和修改

（Revise）学习成果；建构多样的学习机

会，便于学生评估（Evaluate）学习过程

和自我认知；基于学生个人的能力、兴

趣、风格、需求量身设计（Tailor）学习活

动；组织（Organize）教学，力求引导学

生产生持续的深度理解。“逆向教学设

计”不是一种僵化的程序或者模式，不

需要对理解的六个层面面面俱到。我

们要聚焦学科大概念理解，为理解而

教，为理解而学，为理解而评，体现教、

学、评的内在一致性。

基于“理解”的教学设计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桂华在“现

代课程网”撰文，许多教师都有这样的

感受：不少语文课堂教得浅，教得碎，

教得杂。其实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学

科核心素养的关键是什么，语文学科

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在哪里。具体

说，要培养学生什么样的关键能力、必

备品格与价值观念。要培育学生的关

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就需要

我们首先解决现实教学中浅、碎、杂的

问题，这就需要有探索深度学习的一

些方式、策略、活动、情境、任务等。

核心素养下的“新教学”有三个追

求，即追求“大单元、大情境、大任

务”。其中，大单元是核心。大单元教

学的核心是由零散走向关联，由浅表

走向深入，由远离生活需要走向实际

问题解决。如何突破核心素养下“新

教学”探索的难点？我想第一个是大

情境，第二个是大任务。核心素养下

“新教学”的大情境需要生活的真实。

由整合形成关联，是形成大任务的关

键所在。整合什么呢？其实就是整合

学习资源、学习环境、学习内容、学习

方式、学习目标、学习评价等。

（伊哲 辑）

核心素养下的“新教学”

新时期，在课堂教学变革中，我

们更加注重课堂教学的效果、效率

和效益，增强学习的主体性和协同

性，增强课堂教学的对话性和实践

性，借此逐步推进课堂教学的转向。

增强学习的主体性，实现从教

到学的转向。教永远是为学服务

的。杜威曾说，“教之于学，犹如卖

之于买。别人没有买你的东西，就

不能说你卖了”。没有学的行为发

生，就不能说完成了教。因此，教师

的全部着眼点应该集中于此：让学

习真实发生。

让学习真实发生，必须将课堂

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让学生的思维真正动起来，并在任

务驱动的学习中培养能力。教是手

段，学才是目的。学生为未知而学，

教师为学习而教。教师在课堂上关

注的不再是教材的处理，而是每一

个学生的学习；追求的不再是教师

上课的效率，而是学生学习的效率。

当然，学习并不会自动发生，学

生也不会天然地知道如何学习。因

此，学习需要教师精心设计，包括目

标设计、任务与问题设计、工具与资

源设计、学习环境设计、评价设计

等。学习本身也是需要教师指导

的，比如合作学习如何展开，项目

式、任务式学习如何进行等，都要有

工具和方法的指导。这就将教与学

内在地联结起来。

增强教学的对话性，实现从独

白到对话的转向。教学是师生之

间、生生之间的对话，是双向乃至多

向的思维交流、碰撞与互动，而不是

单向的传输与接受。单向传输的接

受式学习是低效的学习。最近听了

一些课，感觉教师在课堂上的行走

方式还是一个“独行客”。教师总是

讲得太多，但并未意识到自己讲得

多；课堂上，学生的思维过程暴露不

够，学生对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想

的，教师关注不够；对于学生的相异

构想关注不够。教师只说不听，学

生只听不说。这是典型的教与学的

分离。

教师的讲解只应当是学生思维

的牵引工具，而不是教学本身，教学

的本意是师生思维的互动，本质上

是思维碰撞的过程。如何让学生去

认知、理解、建构知识，需要学生思

维的全面参与。引发学生的思维活

动才是教学的核心。因此，课堂上

如果不能引发学生的深度思维，只

是听听、记记，学习就没有发生。

教学的过程是师生共同去解决

问题的过程。好比探险，教师带着

学生一起去探险，而不是教师探险

给学生看；好比做饭，是师生共同去

做一顿饭，而不是教师做好饭让学

生来吃。教学过程就是设疑、激疑、

探险、解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师生进行思维交流，产生了对话。

这种对话既是师生之间的对

话，也是学生之间的对话。根据建

构主义的观点，知识是分布式的，

学习是一种协商性的社会建构，不

同学生之间的合作、协同与对话，

能够让学生更加全面地完成对知

识的建构。

当然，教学可以是显性的对话，

也可以是缄默的对话。有时候课堂

的沉默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教学勇

气》一书作者帕尔默说：“我最感兴

趣的沉默却是讨论过程中的沉默、

观点形成时的沉默或一个问题提出

来但没有引起即刻回应的那种沉

默。”其实这种沉默正是一种无声的

思维对话。这时，教师的倾听就变

得非常重要，教师要学会倾听学生

的声音，包括那些学生没有发出来

的内心声音。

增强教学的实践性，实现从解

题到解决问题的深度学习的转向。

学习不是为了短时记忆某些知识

点，而是为了培养可迁移的能力。

真正的有效教学一定是指向关键能

力的深度学习，一切能力的形成必

须通过实践这个路径，在实践中形

成的可迁移能力才是永久的。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

结合实际设计具有挑战性的核心任

务。在实践性的任务解决中培养学

生具有迁移性的能力和素养。比如，

语文和英语学科的核心任务可以是

一场演讲或戏剧表演，也可以是一篇

文章或一首诗歌创作。数学学科可

以通过建模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比如通过三角形相似原理，测量教学

楼的高度。科学类学科可以通过实

验探究和科学推理等方法进行项目

研究。体育、技术和艺术类学科则更

加具有实践性，可以通过作品化的作

业来展现学生的学习成果。

增强课程和教学的实践性，就

是要教师运用符合学科认知规律的

方式进行学科教学，强调知识的运

用，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结合，让学生

在真实问题的解决中激活知识、培

养能力、形成素养，并以显性的学习

成果呈现出来，真正让学生完成从

解题到解决问题、从做题到做事的

转变。

（作者系青岛中学执行校长）

课堂教学变革的实践转向
□ 汪正贵

当课堂改革改到紧要处当课堂改革改到紧要处

特别策划

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惧，大多源

于“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扰

乱我们“自以为是”的方法论。对

于教育行业来说，教师的恐惧则源

于对自己教法的怀疑，对远隔屏幕

与学生低效沟通的抓狂；对于家长

来说，是对于“不受控制”的孩子的

焦虑，是对孩子在家不自律的焦

虑；对于学生来说，是对于未知的

焦虑……围绕孩子，我们一边说着

孩子是宝藏，一边吐槽孩子听不懂

你的话，那是不是开启宝藏的钥匙

拿错了呢？

那就来追溯：何为学习？学习

为何？很惭愧，读了这么多年书，直

到做了老师之后我才开始去思考，

什么是真正的学习……我们这一代

是一直被“成绩”驱赶着的一代，不

断升学，然后工作，工作之后不断精

进专业，这就是学习型教师吗？不

全是。

我们学过太多的“术”，我们的

成长中通过学各种各样的技术提高

自己的能力，但很少去关注“道”，以

至于对教育最根本的问题都含糊其

词。古人云：有道无术，术尚可求

也；有术无道，止于术。这句话很好

地解释了当前我们所遇到的困境，

因为以前的教学过于关注知识的习

得，而忽略精神层面的培养。我们

渴望学生居家学习能够充分自主，

却发现事与愿违。但不要急躁，因

为突然间的自主，不是“真”自主。

就像一颗种子的发芽不是因为你给

它施过一次肥，还需要有阳光、雨

露、空气的滋养……我们不妨转变

重心，先意识到“自主”的必要性，

再寻找“自主”的方法，最后养成自

主学习的习惯。

如 何 习 得 自 主 学 习 的 方 法

呢？在后疫情时代的教学中，让学

生学会提问，或许应当是我们的教

学重点之一。这一能力不一定会

直接体现在成绩单上，但是会伴随

孩子一生。

在数学课程设计中，如何教会

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呢？我们基于

最原始的学习素材——教材，尽全

力启发学生的深入思考和独立思

考。在空中课堂开始时，我们让学

生以教材主编的身份解读目录，学

生发现了数学学习内容的设计来源

于生活需要。例如，学生会说如果不

懂方向出门后你就找不到家，如果不

懂时分秒就没有了时间观念……他

们发现了所学知识与自己年龄的匹

配问题，与之前所学内容的联系问

题，发现目录里插图的设计思路，并

且通过每个单元的页码数分析出哪

个单元知识点最多，哪个单元最重

要。学习的真实发生与时间、场合、

方式等无关，而驱动性问题能激发学

生无穷的潜力。

新授课中，我们必须清楚独立

思考对掌握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我

们采取预习单先行、搭配空中课堂

的学习形式。教研形式则着眼于

如何把“教”转化为“学”，这里其实

是教师完全退居二线、完全意义上

转变，比日常教研要求更高，尤其

是 预 习 单 的 设 计 更 需 要 深 入 研

究。我们确定的设计思路是：开放

性问题引发深入思考，结构性问题

培养整体意识，对比分析协助走出

误区。

碎片化教学只会让学生形成

碎片化认知，我们更需要结构化、

系统化的教学方式。围绕《万以

内数的认识》这一内容，我以《以

结构化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为核心目标，设计了前置课

程、探究课程、后置课程，尽可能

引导学生迁移运用前序知识和已

有方法解决问题，把问题串的使用

运用到极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不言

而喻。

曾有一位同事问我，是不是学

习单设计好了，大部分知识学生就

能通过自学学会？我的答案是肯定

的。教师的作用是摆渡人，学生能

自己解决的问题就放手让他们独立

解决，当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再适

当点拨，真正的学习大抵如此。

教育学是一种关系学，最根本

的是反思学习与思考的关系。教

育即生活，疫情下的教育现实是教

育被真正、全面、全方位推向了生

活，我们要借此设计课程让学生更

深入地认识学习的意义，教会学生

学习的方法，获取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静静等待学生去发现、去自

知、去绽放。

（作者单位系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追问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
□ 高丽君

⦾主编手记

以“第一性原理”

思考教学
□ 褚清源

一堂课承载的信息可以很多，但总有

最重要的主线不可偏离。曾多次观摩李玉

贵和吴慧琳两位教师的课，他们都来自宝岛

台湾，两个人上课，一个课堂“安静”，一个课

堂“沸腾”，但是在这种巨大反差背后却有一

个相同的指向：尊重儿童像呼吸一样自然。

她们在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对学生

发自内心的尊重让人心生感动。所谓的儿

童立场和倾听儿童不是在课前设计出来的，

更不是被既定的流程把持。

坦率地说，“倾听来自儿童的声音”

这些我们常常言之凿凿的理念，到了具

体的课堂上并不容易做到。学习共同体

倡导者佐藤学说：“在教师创造性的力量

中，专业知识与教学经验不过是占了三

成而已，剩下的七成就取决于教师能够

在何等程度上尊重每一个儿童的思考与

感情，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引发每个儿童

潜在的可能性。”

这让笔者想到了“第一性原理”。亚

里士多德对第一性原理的解释是：任何

一个系统都存在自己的第一性原理，它

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

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

第一性原理可以帮助我们拨开迷

雾，打破经验的遮蔽，穿越司空见惯的

“理所当然”，然后跳出常态，找到教学中

最关键的部分。

笔者所了解的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

学在教学变革进程中就恰到好处地使用了

第一性原理。“双减”背景下，该校正以建设

“新学程”为路径着力为课堂提质增效。“新

学程”的提出有一个基础性背景：在过去的

10年里，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改革，经历了

从教程到学程再到新学程的迭代。所谓学

程即“学习的过程、进程和历程”，它离不开

对学情的动态观照，离不开学习支架的支持

和情境的参与，将教的行动融进学的逻辑，

以学程设计来促进学的发生。而新学程则

是在此基础上教学战略思维的参与，按照校

长高峰的解释，教学既需要战略设计，也需

要战术设计。战略设计是站在立德树人和

小学教育全局来审视教学，而战术设计则是

思考一堂课如何导入、如何提问、如何评价

等微观技术问题。

显然，玉泉小学对教学变革的目的

与手段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当我们致

力于课堂变革时，使用第一性原理来思

考和规划，将确保我们不被当下的热词

所裹挟，不被眼前的现象所羁绊，不因为

投身“重要而紧迫的事情”而忽略“重要

但不紧迫的事情”。

第一性原理与“上游思维”有异曲同

工之妙，即不断向上追问找到源头的过

程。比如，当我们纠结于教学目标该不

该增减时，教学目标设计是否体现了

DOK 的四个层级时，可以向上追溯：课

堂教学的第一目标是什么。佐藤学曾

说，一堂课的第一目标是学生可以安心

地说出自己不懂的问题。这就意味着，

创设心理安全的课堂表达环境，善待学

生粗糙甚至错误的表达比知识目标达成

本身更重要。正像青岛中学执行校长汪

正贵所说，教师的全部着眼点应该集中

于此：让学习真实发生。

第一性原理告诉我们，当回到事情

的原点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会有更高的

站位。那么，在一堂课上如何提高教学

站位呢？就是要有超越技术，超越课时

目标、学科目标，甚至超越课堂的眼界

——眼中有人，能看见人的成长。正如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教师高丽君所说，“我

们的成长中通过学各种各样的技术，去

提高自己的能力，但很少去关注‘道’，以

至于对教育最根本的问题都含糊其词”。

第一性原理告诉我们，在课堂教学

改革中要用好“指南针”，因为在复杂的

丛林中“指南针优于地图”；在穿越洞穴

的时候，手中有火把，还要眼中有“洞口

之光”。当下，无论是有效教学、高效课

堂，还是大单元教学、大概念教学、跨学

科教学等，当放在第一性原理下重新审

视的时候，就会发现无论眼下你所投身

的某个经验多么重要，都不是悬置学生

站在课堂最中央的理由。教学变革只有

以核心素养为纲，才能确保具体的路径

不偏离、不走样，正所谓纲举才能目张。

课堂改革是一场开放的寻变之旅。不断创
新实践，解决真问题，又不断遭遇新问题。在这
样的循环中，课堂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不断增强。当下，课堂改革要在“深化”上做
文章。那么，课堂改革改到紧要处更需要关注
什么？本期两位作者分别阐释了自己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