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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卫东

课堂新样态课堂新样态：：高观点高观点、、低结构低结构、、中温度中温度
发现课堂改革样本·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品格课堂”

课程改革与课堂教学密切相关，

如果没有深入的课堂教学改革，课程

改革也许永远找不到支点，成为一场

停留于口头或纸面的口号。当下的学

科教学正处在一种深度变革之中：聚

焦深度学习，聚力高阶思维，聚情以生

为本……这些朝向未来、指向儿童的

教学改革趋势，无时无刻不在拨动着

教育工作者的心弦。

在众多改革中，我们学校在“高观

点、低结构、中温度”理念引领下推进

的品格课堂改革，无疑为课改实践提

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高观点
使学习如“寻宝”一样新奇

“高观点”的提法源自德国著名数

学家克莱因。克莱因认为，可以从高

等数学角度审视初等数学。的确，高

等数学宽阔的知识界面和深邃的思维

方法，可以让许多初等数学的现象得

到深刻、通透的解释。这是高观点本

初的内涵。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不

难生发出更多的联想：“高”者，超出常

态也。高观点视角下的课堂教学，也

可以从内容的深浅维度迁移到内容的

宽窄维度，进而推及思想的高低维度。

一、大概念统领：用上位知识统整

教学内容

大概念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奥苏

伯尔提出的一种观念。所谓大概念，

就是上位知识。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比

喻来进一步说明上位知识。一是“金

字塔”，上位知识处于学科知识“金字

塔”的顶端，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

性、包摄性特质；二是“DNA”，上位知

识内含遗传密码，具有强大的内生力、

再发力和生长力；三是“鹰架”，上位知

识犹如“鹰架”的支点，撑起这一支点，

学科的其他知识和对应的学习行为就

可以被提起来。比如，“份数”就是一

个上位概念，它有机地把倍、分数、百

分数、比等概念串在一起。如果我们

教授倍、分数、百分数、比等概念时，从

“份数”这样的基点出发组织教学，那

么教学就可以呈现出一种大格局、大

气象。

二、思想性滋养：用内在学科灵魂

构筑教学品质

知识有“硬件”和“软件”之分。如

果说静态的知识点为“硬件”的话，那么

知识背后若隐若现的思想方法、着眼

点、审美视角等即为学科知识的“软

件”。它基于学科知识，又高于学科知

识，与学科知识具有不可分割的辩证关

系，是“人类共同的思想源泉，即使作家

或艺术家也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从教

学角度看，一堂课的“新”往往就新在思

维过程，高就高在思想性上，“好”就好

在学生参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上。有

思想深度的课，给学生留下长久的心灵

激荡和对知识的深度理解，以后即使具

体的知识忘了，但思考学科问题的思想

方法将长久存在，这样的教学才具有真

正的实效和长效。

三、结构化关联：用知识之序串起

教学线索

学科之所以为学科，而不是概念

与知识要点的简单堆砌，其中非常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学科知识之间存在着

不可割裂的内在结构。所谓结构，就

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它表现为组织形

式和构成秩序。为此，我们必须合理

设计教学，使前后内容互相蕴含、自然

推演，编织一个具有生命力、处于运动

中的思维网络，引导学生深刻领会各

个知识点的实质，掌握蕴含在各个概

念相互关系中的思维模式。比如，乘

法的三个运算律（乘法交换律、乘法结

合律、乘法分配律）之间是有内在关联

的，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乘法意义的

外在呈现。因此，教学“乘法分配律”

时，有教师通过一张点子图巧妙地将

这三个运算律进行了统整：让学生根

据“4×6=6×4”“4×3×2=4×（3×2）”

“（5+1）×4=5×4+1×4”三道算式，在

点子图上把各自的运算过程表示出

来。学生在大问题的驱动下，经历了

数理表征、对比归纳等高质量的思维

活动之后瞬间顿悟：原来，无论是乘法

交换律、乘法结合律还是乘法分配律，

求的都是“几个几是多少”，都是根据

乘法的意义衍生出来的。

低结构
使学习如“登山”一样给力

“低结构”源于信息时代大背景，

具有结构松散、富于变化、内容宽泛等

特点。低结构的教学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更为开放的目标。过去，我

们的教学强调“小步子、慢慢走”，把教

学内容分割成若干小块，分解到单元，

细化到课时，每个课时都有具体的目

标。而低结构的教学，遵循“下要保

底，上不封顶”的原则，把教学目标放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轴上来衡量，可以

对教学的预期成效进行适度整合，对

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增减。

二是更为鲜活的过程。过去我们

认为，所谓的学习，一定是从上课铃响

才开始的，学生进入课堂对所学知识

是“零起点”、无知无觉的，然后在老师

设计的教学环境中进行学习。而低结

构的教学，则需要我们建立如科学家

霍金所说的“酸甜苦辣皆是营养，成功

失败皆有收获”的价值观，更加重视学

生的感受、经历、探索和体验等过程。

三是更为丰富的资源。低结构的

教学强调把学生带到一个开放的学习

时空。这里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围

墙的约束，学生可以自己的方式学

习。这时，家长、网络、工具书都成了

学生的学习资源。学习资源的开放，

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解读更为深

入、深刻。

四是更为主体的感受。在低结构

的教学中，学生不是围绕既定的目标

进行小步子学习，而是源于自身的学

习现实，拥有相对独立的学习空间；学

生不仅仅是在与教师进行一对一交

流，更是师与生、生与生、生与小组之

间多向立体化的交流；学生收获的不

仅仅是知识的增多、分数的提高，更是

兴趣、思想、方法、意识和价值观的全

面生长。

关注大问题。“必须用少量主题的

深度覆盖去替换学习过程中对所有主

题的表面覆盖，这些少量主题使得一

些关键概念得到理解。”我国台湾学者

黄武雄在《学校在窗外》中写道：“如果

学校还有第三件事可做，那么这第三

件事就是留白，留更多的时间与空间，

让学生去创造、去互动、去冥思、去幻

想、去尝试错误、去表达自己、去做各

种创作……”大问题的介入，就是在学

科与儿童之间找到一个适切的坐标，

在适度的大空间里朝向儿童发展的

“可能性”，一步一步地迈进。

催生真学习。每个儿童身上都蕴

藏着与生俱来的学习天性与教育基

因。有效教学必须唤醒儿童固有的

“原欲”。学习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感

觉”，思维处在疲沓、懒惰和“无所谓”

的状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感而不

觉。如此，学习就不会真正发生。瑞

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告诉

我们，在新颖刺激物的反复作用下，儿

童的图式才会发生调节，认知的开放

性才会战胜封闭性。医治“没有感觉”

顽症的良药，就是唤起学习的“惊奇

感”，从而让学生产生匠心独运、别有

洞天之感。

培养思维力。当下，关于核心素

养的内涵争鸣还在继续。但不可否认

的是，无论是基本思想还是核心概

念，在实践层面，其落脚点都会不约

而同地聚集在同一个点——思维。无

怪乎，当南京大学教授郑毓信果断而

坚定地提出“为思维的发展而教”理

念时，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与支持。

低结构的教学着力培养的是学生高阶

思维能力。在美国教育家布鲁姆目标

分类理论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低阶

思维与高阶思维概念。低阶思维对应

的是记忆、理解、应用，而高阶思维对

应的行为表现是分析、评价、创造。

好的教学应尽可能多地为高阶思维打

开“方便之门”。比如，体会“诗中理”

是教学《游园不值》的应有之义。细

读诗句不难体会，诗人前来游园，原

本是乘兴而来却“不值主人”，“小扣

柴扉”却“久久不开”，正要扫兴而归

之时，却意外发现了“一枝红杏”，前

两句的宁静被惊喜的心情所完全替

代：早春的美丽来得这么突然。教学

中，我们不必过于着急地把古诗词里

的哲理贴标签式地灌输给学生，相

反，不妨多一些耐心，先在学生心中

种下哲理诗意的种子，让学生有充分

的时间去感悟——古诗词中的哲思理

趣，是诗人以自己的灵心慧眼，对自

然、社会和人生进行的深刻思索，并

匠心独运地把这种新颖深邃的哲理之

美孕于生动活泼的意象之中。相信随

着岁月的滋养，持之以恒的坚守，学

生的审美力、思辨力等高阶思维都会

逐渐生长起来。

中温度
使学习如“呼吸”一样自然

教育是有温度的，而温度一定是

有高低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中温的，

这种中温就是“27度的感觉”。研究表

明：一滴27度的水，滴在你的皮肤上会

让你浑然不觉。这种中温教育既非刻

意造作，也非别有所图，其特征就是一

切发于内心、源于本性、出于本能。中

温教育的提出，就是力求表达一种朴

素的理念：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让儿

童的生命在和煦的阳光下，在和暖的

微风中，自由、自然地舒展与生长。

坚定“第一目标”：发于内心，情

感至上，这是中温教育的价值认同。

教育语境中的第一目标是什么？是

知识的累积，还是能力的培养？抑或

知识与能力的同步发展？也许都是，

但似乎又都缺少了什么。谈起有效

教学，有人曾做过一个隐喻：有两个

人同时穿越一片玉米地，穿越后比什

么呢？需要比两人谁跑得快，需要比

谁手上掰的玉米多，但更重要的是比

谁手上的划痕最少。类推到教学中，

“跑得快”比作进度快，“掰的玉米多”

比作收获大，“划痕最少”则喻指在学

习 过 程 中 所 形 成 的 正 确 、向 上 的

情感。

布鲁姆认为，认知行为和认知目

标、情感行为和情感目标类似于两个

梯子。“这两个梯子的构造，使一个梯

子的每一级正好在另一个梯子每一

级的中间。通过交替攀登这两个梯

子——从这个梯子上的一级踏到另一

个梯子够得上的一级——就有可能达

到某些复杂的目的。”苏霍姆林斯基曾

对一位物理教师说：“你不是教物理

的，你是教人学物理的。”苏霍姆林斯

基肯定不是贬低或排斥学科，而是强

调所有的学科教学都是为了催生人的

情感，培育人的品性。如此种种论述，

其喻义正如一位学者提出的“素养=

（知识+能力）×情感”公式一般，在人

生的“算式”中，如果情感是负数，那知

识越多、能力越强，则外显出来的素养

值就会越小。

坚守“第一意识”：源于本性，顺应

学情，这是中温教育的实践智慧。教

学中，教师会针对学生的即时行为形

成一定的意识与回应。在这些意识与

回应中，不是进度第一，不是预设第

一，不是效率第一，而是儿童的当下第

一，儿童的天性第一，儿童“可能性”的

重视与开发第一。特级教师于永正在

《假如时光倒退十几年……》一文中

说：“如果时光老人再给我十几年的时

间，让我重教一年级，上课时我会关注

每一位学生，不再只是关注教案、教

学。岂止是教一年级，教任何年级都

要认真读每个学生的表情、动作，从中

读出他们的内心，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采取相应的措施。”

坚持“第一习惯”：出于本能，静候

花开，这是中温教育的应有情怀。叶

圣陶曾说：“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儿

童是种子，不是瓶子。”是的，教育是

“慢的”，是急不来的，我们倡导的中温

教育，就是力求珍视“每一个”，聆听每

朵花绽放的声音，让“等一等”成为教

学的“第一习惯”。教学“圆的认识”一

课，我让学生先用圆规画一个圆，再让

他们把这个圆剪下来，希望他们在剪

的过程中体验圆是平面上的曲线图

形。可是有一位学生没带剪刀，情急

之下，他想到了用圆规的针尖在画好

的圆上戳孔的方法来获得圆片。当我

来到他身边并发现这一做法时，有点

惶恐。可我惊喜地捕捉到这一方法背

后的教学价值，鼓励他来到讲台前，边

操作边引导全班学生进行想象、思考：

“这样的方法能否获得圆”“一针戳下

去，就会形成一个孔，这个孔相当于数

学中的什么”“如果依次这样戳下去，

就会形成什么”“究竟什么叫圆呢”？

如此教学，盘活了教学资源，点亮了学

生的学习“心灯”，更是激活了他们的

求异思维和创造欲望。

“品格课堂”是一种教学样态，也

是一种教学思想，探索的是站在儿童

立场上的科学化的教学规律，试图让

课堂教学走出模糊压抑的困境，走进

宽广爽朗的天地。作为一项有研究价

值的课题，我们期盼能有更多志同道

合的教育同人一起来深入研究。

（作者系特级教师、江苏省南京市

长江路小学校长）

为品格而教：教学主张的新标注

专家点评

周卫东，钟情于课堂，深耕于教

学，孜孜以求，不断走向教学改革的

新境界。每天，他迎着晨曦，来到校

园，巡视一遍，然后坐在办公桌前，

阅读、沉思、写作、谋划，沉浸在教学

改革的憧憬中。当上课铃声响起，

他自信地走进课堂，或自己上课，或

听教师的课。课堂是他心心念念的

地方，成了他与学生共同成长的天

地，似是一方没有天花板的舞台，智

慧在时时处处间闪光。

周卫东有个执念——建设高质

量课堂。高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是

教学改革的主旋律。确实，没有课堂

的高质量便没有教育的高质量。一

堂堂高质量的课，才能编织起教育高

质量的图景。但是，高质量的课堂究

竟怎样才能建构起来？周卫东提出

一个鲜明的主张：为品格而教。在他

的理念系统中，高质量课堂应当是品

格课堂，品格既是高质量的题中应有

之义，又是提高质量的重要原因和保

障。同时，品格课堂揭示了高质量课

堂的内核与品位，不仅指向质量，而

且指向格调。

品格课堂的内涵指向三个方

面：学科的课程品格、教师的教学品

格、学生的学习品格，说到底是人的

品格建构了课堂的品格。同时，品

格课堂培育、发展了人的品格。周

卫东以自己独到的理念与行动，积

极回应了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主

题。品格课堂不仅是一种理念，而

且还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样态。

周卫东将理念转化落实在教学样态

中，又将教学样态结构化。他从不

同维度进行整体架构：一是内容维

度，二是过程维度，三是情感维度。

这三个维度的架构逻辑是合理的、

清晰的，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品

格课堂不能没有内容，作为载体的

内容是品格课堂落脚的地方；过程

是内容实施、转化的不可或缺的环

节，否则品格课堂将止于静态，而不

能够关注生成；此外，这两个维度绝

不能离开情感，情感让课堂有温度，

让认知有动力。可贵之处还在于，

周卫东分别以“高观点”“低结构”

“中温度”来概括和描述，让品格课

堂更有学术品位，在“高”“低”“中”

三者之间相互照应，彰显了互动中

的张力。

品格课堂之“品格”必须是课程

改革理念的折射与落实。周卫东对

课改的前瞻性理念内化于心，并体

现在教学的全过程。“高观点”方面，

他突出了大概念引领、思想性滋养，

结构化关联；“低结构”方面，他突出

了大问题设计、真学习的发生、思维

力的发展；“中温度”方面，他突出了

情感的伴随与激发，也加深了审美

体验。这些要点都是课改理念的凝

练与闪耀。

品格课堂最终要落实在学生的

学习上。变革了学习的方式，学生

就可以在“高观点、低结构、中温度”

的课堂上寻找、探究、体验，这是一

个学科育人的过程。品格课堂是育

人的课堂，学生永远在学习中，永远

在思维中，创新精神犹如绚丽的花

朵在课堂里悄然绽放。

在“为品格而教”的教学主张

下，周卫东开展了品格课堂的探索，

而“高观点、低结构、中温度”则是他

近年来教学改革的新进展、新成果，

是他对自己教学主张的新标注。

（作者系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

□ 成尚荣

课堂的温度来自于师生对话的向度课堂的温度来自于师生对话的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