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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让学师让学··读思达读思达””的教学要义的教学要义

“师让学”是高质量课堂的特征，“读思达”是实现路径。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第一实验小学在福建师范大学余文森教授团队指导下，进行
了指向核心素养落地的课堂改革。让我们一起认识——

从 2017 年 9 月开始，在福建师范

大学余文森教授“读思达”理念引领

下，我们学校开启了“师让学·读思

达”高质量课堂教学探索。5年来，学

校从改变课堂结构切入，逐步改变了

教师和学生的生命状态，逐步从处于

全区中下游办学水平成长为当地教

改的窗口学校。

“师让学”是特征
“读思达”是路径

高质量课堂是改变传统课堂以

教为主、低效的课堂状态，在有限的

课堂时间内，让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

标，学会运用学习方法、策略进行自

主合作学习，掌握核心知识，解决核

心问题，形成关键能力，落实核心素

养的课堂。

这一高质量课堂的特征是“师让

学”，实现的途径是“读思达”。“让学”

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教学理念，

就是让学生自己学。“师让学”，就是

教师让回学生学习的主动权。

如何有效地“让学”？让学生怎么

学？途径就是余文森教授提出的“读

思达”教学法，即阅读、思考、表达。在

他看来，教学过程就是学生的学习过

程，即阅读、思考、表达的过程。学生

只有经过这三个环节相对完整的学

习，才能把知识转化、内化为素养，这

是一种让学生的学习在课堂真实发

生，让核心素养落地的教学法。

“师让学·读思达”高质量课堂实现

了三个价值：一是解决了课堂低效、低

质的问题。课堂目标明确，问题突出，

策略清晰，直指核心知识、关键能力，课

堂优质高效。二是实现了“教与学”方

式的转变，促进育人方式的转变，真正

实现了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

的课堂。三是让核心素养在课堂真正

落地，通过阅读、思考、表达，培养学生

的阅读力、思考力、表达力，并从内容、

形式、意义三个层面切入学科素养，让

学科素养在课堂上真正落地。

走向学为中心
与学科素养融合

“师让学·读思达”高质量课堂的

推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建构学为中心课堂；第二阶段是建

构学科素养课堂；第三阶段是建构学

为中心与学科素养深度融合的课堂。

从2017年9月启动研究到2018年

12月，我们实现了第一阶段——学为

中心课堂的建构。其主要成果是提炼

了“师让学·读思达”课堂“五环节五步

骤”的教学程序，实现了教与学方式的

变革。所谓五环节五步骤，即预学反

馈—明确目标—主问题学习（每节课

提炼2—3个主问题，每个主问题都按5

个步骤教学，即出示学习任务、独立自

学、小组合作、展示汇报、统整提升）—

对标反思—课堂检测。第二阶段从

2020年开始，我们进行了“学科素养课

堂”的建构研究，促进学生的学科深度

学习，以优化课堂模式、落实课堂核心

六要素为标志，即有起点、有目标、有

问题、有策略、有合作、有反馈；第三阶

段是建构学为中心与学科素养深度融

合的课堂。目前正在探索实践中，这

是我们追求的理想课堂，学生将学会

整合与运用学习策略，元认知能力将

达到较高水平，学生将从半独立学习

走向独立的高品质学习状态。

课堂核心六要素才是灵魂

基于“五环节五步骤”的课堂操作

模式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它的核心

是什么？我们综合研究了大量古今

中外的优秀课堂案例，提炼了优秀课

堂的基因，并通过实证研究，把“有起

点、有目标、有问题、有策略、有合作、

有反馈”确定为“师让学·读思达”高

质量课堂的核心六要素，这也是这一

课堂模式的灵魂。

有起点。美国教育学者大卫·奥

苏贝尔说，如果我不得不把教育心理

学的所有内容提炼成一条原理的话，

我会说：“影响学生学习的唯一最重

要的因素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

么。要先探明这一点，然后再进行相

应的教学。”有起点的学习是高质量

学习的基础，要求教师课前精心设计

高质量预学单，从三个方面进行预学

准备：一是基础性的知识准备，针对

文本字词及主要内容，即“六层次阅

读评估”中的提取、复述层面知识；二

是情感准备，即唤起与文本相似的生

活经验；三是学法准备，即梳理巩固

类似的学习经验。

学生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完成预

学单，并互相检测；上课时让小组反

馈预学，教师针对反馈，对预学中的

问题组织梳理、解决。这样通过预学

和反馈全面提升学习起点，旨在把有

限的课堂时间用来学习关键性知识，

解决核心任务。

有目标。这一核心要素首先要

求教师制定具体、明确、有层次和可

操作、可观察、可检测的学习目标，

让学生都能做到心中有目标。课改

前期可以直接呈现学习目标，让学

生读目标，渐渐地可以引导学生自

己来定目标，培养学生带着目标学

习的习惯。

“读思达”的目标是动态的。目

标的呈现、目标的达成、目标的检测，

如一根线贯穿整个课堂，是一节课是

否有效高质的量尺，即让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做到：学前“心中有数”，学中

“学有所得”，学后“思有所馈”。所以

第四个环节的“对标反思”要点也是

“明目标”。

有问题。高质量主问题是高质量

课堂的切入点。“主问题”是指那些直

指学科本质、涵盖教学重难点、具有高

水平、以探究为主的问题。

如何提炼高质量主问题？目前

我们探索的有三个渠道：一是直接用

课后思考题。比如，小学语文五年级

下册《草船借箭》课后题“默读课文，

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说一说

故事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思考题学

习任务明确，就可以直接使用。二是

改造课后思考题。比如，小学语文五

年级上册《四季之美》，课后原题：“反

复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笔下四季之美

的独特韵味”。改造为：选一个你最

喜欢的自然段，认真读读，说说美在

哪里？你仿佛看到怎样的画面？从

中体会到作者怎样的情思？改造后

的主问题包含了“读思达”学习过程，

并且具体化了如何“体会独特韵味”，

学生思考有路径，表达有依据，显然

比原题更易操作。三是创造课后思

考题。比如，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

《猴王出世》原题：读后用自己的话说

一说石猴是怎么出世的，又是怎么成

为猴王的。创造题：石猴为什么能成

为猴王（石猴成为猴王的影响要素有

哪些）。原题作为五年级下学期的学

习任务，只需要从文中提取信息，可

以前置在预学单中完成，但作为课堂

主问题，不具有思辨的挑战性；改造

后的主问题，是一个复杂情境下的问

题，需要学生去分析、归纳、综合，比

原题更能训练学生的学习力。

主问题如何作“读思达”表述？

以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四季之美》

为例，改造后的课后思考题，其表述

包含了“读思达”一个完整的学习过

程：“选一个你最喜欢的自然段，认真

读读”是“读”；“说说美在哪里？你仿

佛看到怎样的画面？从中体会到作

者怎样的情思”是“思”；“和同桌交

流”是“达”。

怎么把主问题设计为“读思达”

活动？仍以《四季之美》改造后的思

考题为例，“读思达”活动一：选一个

你最喜欢的自然段，认真读读，说说

美在哪里？你仿佛看到怎样的画

面？从中体会到作者怎样的情思？

先自己完成，再和同桌交流（时间约5

分钟）。

【学法提示：（1）想象画面；（2）结

合自己的体验；（3）朗读体会】

回答句式建议：我最喜欢 自

然段，我觉得它美在 ，

我仿佛看到了 ，从这里我能体

会到作者 的情思。

完整的“读思达”活动设计，出示

主问题后，要附上“学习方式”（先自

己完成，再和同桌交流）、“学习时间”

“学法提示”（必要时还要提供解决问

题的“脚手架”，这是走向高质量学习

的阶梯）。一节课中一般会有这样的

主问题和“读思达”活动2—3个。

有策略。陶行知曾说，教学生学

的要点与重心就在于教学生学习“学

法”。这个学法就是带得走的学习策

略、学习方法，这是“师让学·读思达”

第二阶段推进中落实学科素养深度

探究的主题。

以语文教学为例，常见有“想象

画面、体会情感”的学习任务，传统

语文教师这样解决，“读读课文，说

说你想象到了怎样的画面”“联系自

己的生活实际，体会人物的思想感

情”。那么，“想象”有没有策略，“体

会感情”有没有方法，“联系生活实

际”是不是说说而已，有没有具体可

操作的策略？在“主问题学习”这个

环节，我们重在“导策略”。这是落

实学科思维的核心，真正实现学科

思维看得见。

在《四季之美》第一课时教学中，

学生在阅读、思考、表达中经过感悟、

体验，最后师生统整了这样的写景类

想象程序：（1）建构方位；（2）浮现景

物；（3）景物联系；（4）融入经验（形、

声、色、味、觉）；（5）增加场景；（6）赋

予感受。

这样细化为程序的“写景类文本

想象”策略，是学生带得走的“学法”，

未来遇到类似的文本，或文学阅读，

这一策略程序会不断得到巩固，最后

达到自动化启动。策略程序的提炼

需要教师率先通过阅读、思考、表达，

去打破、去重整、去梳理。

有合作。美国教育评论家埃利

斯曾说：“如果让我举出一项符合

‘改革’这个术语的教育改革的话，

那就是合作学习。因为它建立在坚

实的基础之上。”“合作学习如果不

是当代最大的教育改革的话，那么

它至少是其中最大的教育改革之

一。”这一核心要素对应主问题的

“五步骤”学习流程中的“小组合作”

与“展示汇报”。

“师让学·读思达”课堂引导学

生在充分自学基础上进行合作学

习，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在发生真实

的学习，这是促进生生思想交锋、碰

撞的最佳学习方式。课堂中，小组

合作有同桌合作和多人合作，根据

学生年龄和学习任务而定。合作从

预学就开始发生，贯穿在课堂研学、

展示汇报中。

有反馈。新西兰教育学者约翰·

哈蒂在“可见的学习”研究中指出，提

供反馈是对学习影响最大的教学策略

之一。反馈能让学生阅读、思考、表达

的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学习效果看得

见。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在于让学生

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学习进行监控，以

便形成自己的学习责任感。

这一核心要素主要对应“课堂检

测”，利用检测单当堂检测、反馈。事

实上，“师让学·读思达”课堂反馈贯

穿教学全过程，课前反馈了解学情，

课中反馈掌握学习动态，课末反馈检

测学习效果。“师让学·读思达”课堂

的六大核心要素清晰地揭示了高质

量课堂“教与学”的规律，是高质量课

堂学生学习的要义与步骤。

5年的研究探索，有5个教改成效

可见：教研常态，协同共进；教师状

态，充实坚定；课堂样态，让学有序；

学生生态，自信发光；学校形态，开放

向前。“师让学·读思达”让研究与教

师生命共成长，让我们沉潜课堂，不

断走向更美好的教育地带。

（作者系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第

一实验小学校长）

□ 郑玉贞

多年以来，关于教学模式的争论

屡见报端。那么，教学模式与教学艺

术孰优孰劣？今天依然是一个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如果放在复

杂性理论框架中回答，结果一定是二

者不分伯仲，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

值。正像科学与艺术在山麓分手，最

终在山顶会合一样，教学建模与教学

艺术不是互斥的，建构教学模式是走

向教学艺术的奠基石。

如果梳理课改20余年那些促进教

学改革的关键词，“建模”一词一定是

绕不过去的。课改实践中，教学流程

需要建模，合作学习需要建模，课堂评

价需要建模，教材内容解读也需要建

模。建模是一个系统，既有“教什么”

的建模，也有“怎么教”的建模；既需要

通用教学程序的建模，也需要不同学

科的个性建模。

人们处在不同的改革阶段，对模式

价值的认识也往往不同。早在10多年

前，就有人力挺模式，也有人反对模式，

但是课改人必须理性认识模式的价

值。对教学模式的研究是解放教学生

产力的重要途径。教学建模是认识教

学复杂性的通道。建模就是把复杂的

工作科学化、简单化的过程。教学建模

看似是一种对教学的简化，但其实质是

建立在对教学的深度理解和对具体学

情深刻把握基础之上的。模式不是我

们理解教学的终点，恰恰相反，它是我

们审视教学复杂性的一个关键起点。

有人说，模式的价值就在于让

80%的人在 80%的情况下做到 80 分。

其实，大凡那些优秀的教师通常是善

于建模的人。一旦将日复一日、月复

一月、年复一年的工作建立起一种相

对科学的模式，就意味着效率的提

高，意味着生产力的提升。

按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来解释，

科学认识是建构的产物。建构构成结

构，结构对认识起着中介作用。结构不

断地建构，从比较简单的结构到更为复

杂的结构，其建构过程则依赖于主体的

不断活动。

对青年教师而言，他们更需要树

立建模意识，要善于借鉴模型、建立

模型、解释模型、使用模型，做优秀模

型的收集者。青年教师通常处于教

学的学习期和摸索期。有人给出的

建议是，学习一个新经验，初期可以

通过临摹“僵化地学”，然后再根据具

体情况“优化地改”，即先建构相同，

再生长不同。但是现实中，总会有一

些教师为提高课堂效益，在“照搬”教

学 模 式 过 程 中 出 现 水 土 不 服 的 现

象。这告诉我们，模式不是万能的，

模式背后的真相是“适合的才是最好

的”。也告诉我们，照搬的背后可能

是因为对模式的认识还不够。

没有一成不变的改革，改革都是

不断纠偏的结果，建模也一样，建立模

式但不能止于模式。有人说，今天已

经进入了“经验的黄昏时代”，经验在

成就你的同时也可能在束缚着你。所

以，一切都在不断迭代升级当中，不断

迭代才有未来，才有更多可能。

今天来看，不同模式之间早已开

始相互渗透。与“师让学·读思达”高

质量课堂教学模式一样，我所了解的

上海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

张人利提出的后“茶馆式”教学就是

这样不断迭代的开放教学模式。这

个曾荣获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的成功经验，在“读读、

议议、练练、讲讲”模式基础上，又植

入了“书中学”“做中学”方式并举策

略，学生先学引导性策略，学生自己

学最大化策略等八大策略，并引入信

息技术，让教学手段更加现代。张人

利校长自己也说，后“茶馆式”教学是

站在他人肩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今天模式林立的课堂改革，一方

面彰显了课改的活跃与繁荣，另一方

面也暴露了课改的浮躁与肤浅。但

客观地说，课改正在遭遇模式的天花

板。进入深水区的课改需要的是从0

到 1 的模式创生，不是从 1 到 N 的低

层次的模式复制。

让学生在让学生在““阅读阅读、、思考思考、、表达表达””中习得核心素养中习得核心素养

教学模式不能
止于从1到N的
低层次复制

□ 褚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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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高质量课堂是学校发展的

应有之义。管理、课程、教师、教研、

评估的效果及质量都可以反映并落

实到课堂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课

堂改变，学生、教师、学校才会改变。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第一实验

小学的“师让学·读思达”高质量课

堂建设便证明了这一点。这一高质

量课堂模式的建构意义在于——

为学校高质量课堂的探索和

“以学为中心”的课堂建构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样本。该校在余文森教授

“读思达”教学思想引领下，寻求中

外高质量课堂的公约数，提出了“师

让学·读思达”六大核心要素：有起

点、有目标、有问题、有策略、有合

作、有反馈。六大核心要素清晰地

描绘出学生学习的要义与步骤，也

清晰地揭示了高质量课堂“教与学”

的规律。通过学习方式及内容的转

变，促进了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实

现了育人方式的变革。

为促进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的课

堂建构提供了开放的模型。“师让

学·读思达”高质量课堂立足“为理

解与迁移而学”，精准确立学习目

标，精心建构“复杂情境下需要解

决”的“主问题”（大情境、大任务、大

问题或大主题），引导学生进行自主

探究、合作解决，在此基础上引领学

生进行反思、反馈，达到“学生的学

习看得见”，即学生的学习过程看得

见，学生的学习质量看得见。

为通过理论与实践“互动共生”

建构高质量课堂提供了成功范例。

“师让学·读思达”高质量课堂是“专

家高位引领、教研专业推进、学校自

主创生”的结果。从课堂观察、诊断

与分析到课堂要素的提炼再到实施

阶段的规划，学校在余文森教授专

业团队的指导下，不断探索与调整，

历时 5年获得了“可见的成长”。通

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共生，提升了

学校的教研文化，也促进了学校的

内涵式发展。

加拿大教育学者迈克尔·富兰

在《教育变革的新意义》一书中指

出：“如果要完成一场深刻的、更加

持久的变革，最为重要的就是‘重

塑’学校文化。否则变革就会肤浅

而不持久。”该校的“师让学·读思

达”高质量课堂实践，就是“致广大

而尽精微”，从细微处入手，着眼课

堂改革，立足学习文化、教研文化、

教育文化重构，促进课堂走向“学习

中心”“素养中心”和“成长中心”。

（作者系福建省莆田市教师进

修学院教研员）

高质量课堂建构的意义
□ 林高明

⦾专家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