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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创造人
□李炳亭

如何看待翻转课堂(一)

□本期主持 王占伟

作为新设栏目，“辩课” 的定位是：关
注课堂教学改革领域的热点、焦点 、疑点
问题，广泛展开辩论，呈现核心观点，引发
读者思考。

翻转课堂是当下的一个教育热词。许多
学校将翻转课堂作为课改的核心载体，大力
推行；有的专家将翻转课堂视为课堂的一种
革命，大力呼吁……那么，翻转课堂是不是
未来课堂的趋势？ 究竟如何看待翻转课堂？

致力于传播知识的教育， 对于什么
是人类知识、 它的价值与局限及其可能
导致的错误或幻觉等问题，毫无所知，毫
不关心，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法国教育部顾问 埃德加·莫兰）

课程教学不是为了使学生获得公
共知识， 而是要通过多元的学习活动，
引导学生建立个人知识。 不是要求学生
接受知识自身固有的假定意义，而是引
导学生通过多元学习活动，建立个人理
解 、个体独特的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和
价值观念。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郭元祥）

课堂目标要像男人逛街。备课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明白，这个主题，这 40 分钟，
到底要让学生学会什么， 这才是最关键
的。一堂课目标不清，就像女人逛街，没有
预设随性而为。 而课堂应当是理性的，一
定要像男人逛街，从家里出去的时候就想
清楚要买什么，直奔主题，买了就回家。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所长 崔允漷）

教师对教材的研究， 要从研究课标
开始， 新课程强调的是课程标准而不是
课程大纲。课程标准是什么？一是成就标
准， 给每个年级制订达到什么高度的标

准；二是内容标准，为了达到这样一个高
度，选择所需要的内容；三是机会标准，
达到怎样的平台， 用怎样的机制手段达
成。 所以，课程标准的高度和内容可以不
一样，需要与时俱进。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钟启泉）

学生们一般喜欢以下几类教师：有
“干货”，有深厚的学科功底，又热爱这个
学科的教师；充满青春活力，颜值高、气
质好的教师；特立独行，有自己独特的人
格、风格的教师。
（浙江省杭州市第二中学校长 叶翠微）

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 ， 某些教师
有三大缺点：心急、嘴长、耳朵软。 其实
“心急 ” 不仅体现在赶进度和拖堂上 ，
在问答细节上也存在 “心急 ”问题 ，如
发问后立即提答 ， 学生应答后立即反
馈 ，这都不利于学生思考 ，导致学生在
课堂上或表达短浅或沉默寡言 。 发问
后留白 、应答后等待并邀请学生反馈 ，
有利于学生组织答案 ， 有利于学生参
与对话和评判 。 国外分别把这两个时
间称为 “等待时间 1”和 “等待时间 2”，
为了会思考的孩子 ，请教师们用好 “留
白”和“等待”策略！
（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教师 崔成林）

使用同样的食材，做出来的饭菜却
不一样，谁见过厨师指着大白菜气急败
坏地训斥？ 教师就是利用课堂来创造学
生生命的，学生就是在课堂上表达自己
情感态度的。 因此，学生喜欢有亲和力、
尊重他们的教师。

“课堂创造人 ”，离开了课堂 ，一切
曾经对教育的投入终将付之东流。知识
在课堂，能力在课堂，情感在课堂，交往
在课堂，习惯在课堂，品格在课堂，信念
在课堂，精神在课堂……未来的中国在
课堂。

课改改什么？ 改课堂结构、改教学
关系、改教学意义 ，这被称为课堂的脉
络，但根本上仍然是改变观念 ，可观念
来自于心，因此课改是一场 “从心出发
的旅程”。 至于模式、导学案等，无非是
“以手指月”，只是抵达心灵目的地需要
选择的路径而已 ，不可过分地陷入 “技
术泥潭”里。

教与学，一阴一阳。 无“教”不能称
其为教学，而无“学”只“教”更不能称其
为教学。 教学应阴阳合一，好的课，教学
是自然无痕的。

“教”什么？ 今天，每一位教师都应
思考和回答：教学的“第一目标”是什么？
课堂是教育和教学两者相遇的地方，也
是师生相遇的地方，相遇是一种生命的
美丽，而这种美丽将会永远滋养一种情
感，情感又升华为一种生命的期盼。 课
堂分为三类， 最低级的是知识课堂，比
较高级的是能力课堂，最高级的是智慧

课堂。 教学不应只是为了学会知识，而
应实现转知成智。

教学是一种智慧性活动。 “爱是最
高的师德，兴趣是最好的教学，研究学生
是最大的课程”，教学应大道至简，从学
生的兴趣出发，激励学生在体验探究中
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就是“觉悟”。 教
师也应该觉悟到学习本身是一个 “发
现”、“证悟”的过程，是学习者基于自己
认知经验的建构，觉悟的教师会把完整
的学习还给学生，而不会打断学生的思
维，碎片化的学习是一种人为的干扰，是

在刻意地给学生设置觉悟的难度。 如果
我们不能给学生以觉悟，那么学生成长
的最大风险可能是被知识打倒。

如果缺少智慧，我们就容易被欺骗，
而且指鹿为马、颠倒梦想。 水如何能被
拿走？ 答案很简单，变成冰块。 知识能变
成智慧是教学必须突破的问题。

教师要成为一个智者，这是教育迫
切的呼唤。 如果教室是“国家的雏形”，
课堂是创造人的地方，那么教师不能把
自己局限于知识的囚笼里，否则我们毁
掉的不仅仅是食材 ，而是国家 ，也连带
着毁掉了自己。

教师要 “站起来 ”，才能让课堂站
起来，进而让学生站起来。 成长的道路
是由人格铺就的 ， 有一颗什么样的
“心”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 教师的师心
必须是 “正 ”的 ，第一目标才能是 “正 ”
的。 至于考试，那实在不应成为困扰教
师课改的理由。

李平：杜郎口中学校长崔其升最近
在报告中经常阐述这样的观点：“做教育
就是在做人”，许多一线教师告诉我，这
句话理解起来很困难。 高效课堂已经走
过了 18 年，其所达到的高度，让许多人
只能仰视。 仰视，一方面可喜可贺，说明
高效课堂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深度已达到
了比较理想的境界，但另一方面，人出于
安全的需要，对难以理解的东西，会轻易
否定或重新进行自我建构，事实上这两
种情况已经大面积发生。 您能否从源头
上对高效课堂进行正本清源，再次引领
热情的改革者步入正途。

杜金山 ：最近一段时间 ，经常有校
长给我发微信，“杜校长，到我们学校看
看，我认为我们的课堂比杜郎口中学更
好”； 有的说，“杜郎口中学只是高效课
堂的 1.0 版，我们已经是高效课堂的 3.
0 版”；还有许多学校，给自己的课堂改
革冠以各种各样生涩难懂的名头。开始
的时候，每每接到这样的邀请 ，我都很
有欣喜感，我们渴望有新的超越 ，以求
得中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但是，当
我兴冲冲到达这些学校的时候，往往很
失望，因为他们把课堂当做杜郎口中学
课改的全部了。

格局小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事
情做大；境界低了，付出再多也无法实现
真正的超越。

李平：就是说，要想真正理解高效课
堂，必须整体对高效课堂进行认知。

杜金山：是的。 西方科学进步神速，
从思维方法上讲，得益于“分 ”的思维 。
形象一点儿说 ， 科学研究就是用一根
“刺” 去挑另一根 “刺”， 这里说的两根
“刺”，就是二元对立的思维工具和方式。
其实，“分”只是人类研究和思考的有力
工具和手段，很少有事物的本体处在绝
对“分”的状态。 “合”才更接近事物的本
真。 因此，没有“合”的思想，缺少对高效
课堂的整体把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高
效课堂，更不要妄谈实践和超越了。

李平：“道可道，非常道”。 人类的语
言和思维，无论多发达，都只是人类表达
和认知的工具，在帮助人类认知和表达
的同时，也牢牢地限制甚至控制着我们。
“道”这个东西，凡是用人的语言和思维
工具表达出来，往往距真“道”已远，或者
至少是有误差。 这就是说，“道”也罢，真
理也罢，从正面认识和说明，都是极难的
事情。

杜金山：是的。 基于此，要想真正弄懂
高效课堂并准确表达， 其实也是很难的。
既然正面攻破很难，我们可以试着从侧面
入手，先搞清楚什么不是高效课堂，这样
就可以用比较方便的方法，扫清对高效课
堂的认知误区，然后再慢慢地感悟，用心
去认知、理解、感悟和接受高效课堂。 虽然
从侧面用否定的方法无法直接表达真理，
但可以无限地靠近真理（道）。

李平： 我记得您曾经在讲座中阐述
过一些基本观点， 也是高效课堂核心团
队业已达成的关于高效课堂的共识：第
一， 仅仅是高效的课堂不是高效课堂。
我的理解是，面对当下的知识考试，使用
大水漫灌和大量训练的野蛮方式， 也可
以获得相对的高效。 所以，“高效” 不是
标志。 第二，仅仅指向课堂的高效课堂，
不是高效课堂。 因为， 高效课堂是一个
教育概念，课堂与课程不能分开。 所以，
“课堂”不是标志。 第三，仅仅实现了技
术植入的高效课堂，不是高效课堂。“术”
不能代表“道”，当然也不能是标志。

杜金山： 我曾经在许多场合表达过
以上观点， 我也同意你的理解。 关于第
二点我再补充几句，课程改革与教育改
革不能分开， 教育改革与中华文化的改
良不能分开，文化改良与中华民族的前
途和命运不能分开。 实现中国梦必须有
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究其根本还是必
须来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关于第三点，“道”是根本，是教育促

使人类的个体和群体悟道、明道、行道的
价值实现的终极体现，而法、术、器只是
悟道、明道、行道的手段和工具。 显然，
即使把现代教育所有的 “术 ”全搬进课
堂，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是指向“道”的，那
么，所有的“器”“术”“法”就不再是为教
育的终极目标服务， 而成了追求真理道
路上的“物”障、“术”障和“法”障。 教育
和教育改革， 无论停留在 “器”， 还是
“术”，或者“法”的层面上 ，都是死在了
“路”上。 今天，在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
上，有太多这样的障碍，稍不留神，就会
阻碍改革者的脚步。

其实，还有第四点，凡是认为高效课
堂是某种流派的， 都没有真正读懂高效
课堂。 教育也好，教育改革也好，大家爬
的是一座山（教育），治的是同一种病（迷
失）。 这就决定了，大家登到山顶看到的
一定是相同的景色，找对了最佳路径（不
是之一），大家一定是同路之人。 你想想
那群摸象的盲人， 如果他们不是各自执
着于自己的所谓流派，而是相互倾听，继

而整合起来， 就是一群盲人也能实现对
“象”的整体建构啊。

今天 ， 这么多致力于改革的教育
人 ， 如果大家不学那群盲人的各自坚
守，而是都“睁开眼睛 ”，相互借鉴和补
充，教育和教育改革，必然会殊途同归，
哪有区别？

李平： 您全面介绍了人们对高效课堂
已经产生的误解。能不能再用最简洁、通俗
的语言， 描述一下高效课堂是如何实现对
教育价值的终极追求， 以及高效课堂变革
的途径与方法的唯一性和最优化问题？

杜金山：高效课堂，从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入手改“道”，从个体和群体
价值追求的方向追求两个价值取向的
最大公约数， 在改变教育性质问题上，
直接从决定性质的主体关系入手，在改
变主体关系问题上，又从决定关系的主
体心智模式切入，在决定心智模式的问
题上，又迫近了“心”这个自我的 “一把
手”，在识“心”和改“心”上，高效课堂直
指心本 “性”。 至此， 已经到了教育和
“人”之所以是“人”的源头，如何还能再
定义流派？

所以，高效课堂是一个教育概念，要
想真正认知、理解、把握和实践它，一定
先要解决格局和境界问题，做到道、法、
术、器的统一。 高高山顶立者，方能深深
海底行，那些在海面上的弄潮者，恐怕很
难窥见那片深海的真相， 更无法从波浪
里照见高效课堂的真理。

从对高效课堂的误解说起 翻转课堂为何受热捧

翻转课堂这种先学后教的模式在我
国基础教育界早就存在，无非是技术手段
不同罢了。 因此，翻转课堂从美国传到我
国以后，立即受到人们的热捧。

但是，对于翻转课堂 ，我们也须持积
极而审慎的态度，既看到其优势，也明察
其局限。 概而言之，就是要思考这样几个
问题：第一，如果每个学科都采用翻转课
堂模式， 将教学内容全部前置到课前自
学，会不会增强学生的学习负担？ 第二，翻
转课堂对于自学能力较强的高年级学生
来说或许游刃有余，但是对于低年级或自
学能力较差的学生该怎么办？ 第三，翻转
课堂使用的微视频属于碎片化知识，我们
如何将其与整个学科知识谱系建立系统
的关联？ 如此等等，都需要我们展开深入
的探究。

（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 申宣成）

“土法”上马，“洋法”慢行

有些学校或区域把翻转课堂作为 “教
育新宠”进行大面积行政推进，却缺乏对校
情、学情、学段、学科和教师观念、素养等因
素的调研论证与合理定位。 因此，我们常发
现翻转课堂在推进过程中会遭遇种种尴
尬。 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种：一是培训时热闹
非凡，实践者冷冷清清。 因为教师们都害怕
影响成绩。 二是追求课堂内的高效，带来课
堂外的负担。 教师准备课下的“自主学习任
务单”与“微视频”制作，学生为了完成“自
主学习任务单”和观看“微视频”，都会耗费
大量时间。 甚至有可能会演化为另一种方
式的课下学业负担。

对于翻转课堂，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中
国化、本土化、校本化和人本化。 有条件的
学校可以上， 没有条件的可以因地制宜，
创造条件上； 有能力的教师可以尝试，没
有能力的教师可以在培训学习的基础上，
逐渐适应新观念和新技术。

任何一项教育教学改革都需要渐进式
尝试和探索，需要实验者先行，但不可妄下
定论，草草上马，更不可用“拿来主义”驱动
全体教师被动就范，强人所难。

（北京市育英学校 李志欣）

翻转课堂的逻辑起点

翻转课堂自 2007 年在美国问世以来，
备受关注，甚至被称为“大势所趋的课堂
革命”。 但我认为，翻转课堂并不是代表课
改方向的先进课堂形态，因为它的逻辑起
点出了问题。

翻转课堂最大的亮点是重建了课堂
结构，即将传统课堂的“吸收内化”环节前
置于课前 ， 类似于 “具有辅导性质的自
习”；而课堂上则侧重于“信息传递”，即师
生、生生互动、答疑解惑、迁移、运用等。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被前置的 “自
学”环节，仍然是“以教定教”，而不是“以学
定教”。 请思考如下几个问题：在翻转课堂
上，自学学什么？ 是教师规定的内容；怎么
学？ 教师有具体的指导；学不会怎么办？ 教
师事先提供了辅导视频；学得怎么样？ 学习
平台早已准备好检测题。 这种美其名曰的
自主学习，实则是步步被教师牵着鼻子走。
据此不难看出， 翻转课堂依然是教师 “主
导”或“控制”下的课堂，是一种“被自学”。

那么，怎样从学生和学情出发 ，更精
准地把握教学的逻辑起点，实现理想中真
正的自习课？

策略一： 加强高效自习课的研究，让
自习课名副其实。 教师不能过度地预设学
生的“学”。 譬如：翻转课堂上教师事先录
好的微视频，是不是学生在自学中发现的
“真问题”呢？

策略二：重建自习课的流程，变“教师
指导———学生自学———查找答案———完
成任务 ” 式 ， 为 “学生自学———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式。

策略三：“吸收内化”与“传递信息 ”，
本是在课堂内可以一并完成的两个教学
环节，没有必要前置于课前。 一方面时间
没有保证，另一方面我们所追求的课堂高
效率、高效益、高效果，指的是在课堂规定
的时间内要质量，而不是“公海捕鱼”！

总之，高度自主的课堂一定是学生的
课堂，是生本、学本、心本的课堂，是真正
以学定教的课堂。

（河南省漯河技师学院 马广金）

★仅仅是高效的课堂，不是高效课堂
★仅仅指向课堂的高效课堂，不是高效课堂
★仅仅实现了技术植入的高效课堂，不是高效课堂
★凡是认为高效课堂是某种流派的，都没有真正读懂高效课堂

李 平 北京市房山区第二中学校长助理 杜金山 本报特聘专家、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

成长在错误发生时漫画课堂

王柱华/绘

微语录 王占伟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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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码高效课堂

专栏 李解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