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程与结果能兼顾吗

特级教师谈教学·武凤霞
我们不能否认，许多教师不能兼顾课

堂教学的过程与结果，或者说很少有人真
正意识到，这两者必须在课堂教学中同时
得到重视。 因此，走进许多课堂，你总会发
现其中一方是缺失的———要么追求精彩的
教学过程而忽略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要么
苛求教学结果的优秀而忽略教学的艺术
性。 换句话说，许多教师常常就过程想过
程，就结果想结果，不能使两者在教学中共
生共长。

这样的情况应该说存在于各科的教学
中。 比如，音乐教师带着学生念、唱、舞，学
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认真。 但是，一节
课上完，如果做个检测，结果也许会让人大
吃一惊———几乎所有的学生离开书本就不
会唱歌。 再来说说语文，我国中小学语文
教材课文几乎是全世界最多的，但学习效
果却一般，许多学生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

写不出。 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么多节语文
课，学生都学到了什么？ 再来看那些高考
结束就把所有教材撕掉、 烧掉的学生，他
们可能会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是对学
习过程、 对校园生活不仅没有丝毫留恋，
甚至充满了厌恶。 纵观以上现象，教师在
教学中不能很好地兼顾过程与结果，是造
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课堂教学很有特
点， 创新性的教学流程也深受学生喜爱。

但是，每次检测的成绩在年级中总是位列
最后 。 后来 ， 我们发现了他的问题所
在———在他的课堂上 ， 学生只动嘴不动
手，教师的关注点也更多地聚焦在少数优
秀学生身上。于是，大部分学生被忽视、被
代表，逐渐丧失了主动思考的习惯。 一节
课如果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都在积极踊跃
地思考与发言， 这节课一定非常精彩；但
是，如果有四分之三的学生把学习看作是
与自己无关的事情，那课堂效果一定惨不

忍睹。 我想，如果教师能在关注过程的同
时关注一下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让优
等生等一等，给更多的学生“静心想一想，
动笔写一写”的时间，也许就没有上述尴
尬了。

课堂教学的过程与结果应该如何兼得
呢？ 这里与大家分享特级教师薛法根执教
《剪枝的学问》一课时的一个片段。 在这个
片段中，教师做的事情就是最普通的听写
生字词———

鸡蛋、鸭蛋、脸蛋，哪个蛋不能吃？ 还
有什么蛋不能吃？

“小番茄”吃过吗？ 写一下“番”字。
挥舞用什么？ 跳舞用什么？ 手舞足蹈

用什么？ 写一下“舞”字。
依靠、可靠、来年就靠它们结桃子了。

说说老师要你们默写哪个字？
……
这个片段的精彩在于，每一个字的听

写，都不是简单地由教师报出来、学生写出
来。 教师念出的往往是几个词语，让学生
自己筛选，既丰富了词汇，又调动了学生思
维的积极性，学生对生字的掌握、对相关知
识的拓展都落到了实处。

课堂教学要兼顾过程与结果，二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把课堂
教学上升到科学与艺术并重的层面。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南湖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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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课堂反馈质量？如何突破固化的教学模式？ 如何设计优质问题？ 本期，我
们将继续展开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度追问，力求通过追问厘清思路，找到改革的正确路
径，实现“课堂生命活力与教学质量的双提升”。

追问 4� �“展示”还是“反馈”

问道课堂

重新认识学习
□任永生

我见

课堂教学模式一般要具有以下要素：
所依据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理论、需要达到
的教学目标、所运用的教学策略、教学实
施的基本程序、 教学评价的标准与方式，
等等。 显然，把某种教学策略的发现、教学
流程的确立理解为建构一种教学模式，这
是一种夸大其词、以偏概全的做法。

那么，课堂教学需不需要模式？ 这是
一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

模式可“求”而不可“贪”。 模式的建立
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 对于外来经验，
不能“拿来主义”，而是应该结合校情，创
生实践智慧。 课堂教学改革的目的是追寻
教学规律、回归教育本质。 因此，我们应该
抛弃建构 “速生模式 ”的幻想 ，跳出改造
“流程与环节”的窠臼，挖掘模式之后的基

本要素，从“轰轰烈烈的改革”走向“静悄
悄的革命”。

如果深度研究课堂内涵， 我们会发
现 ，问题 、活动 、评价是教学设计的基本
要素，可以称为课堂教学的“三块基石”。
没有“三块基石”，课堂教学就无从实施，
教学组织、教学过程也都成了空中楼阁。
问题、 活动、 评价指向课堂学习 “做什
么”、“怎么做”、“怎样做好”，三者结合才
能实现课堂高效。 课堂活动是为解决问
题服务的， 课堂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
问题。 问题解决得怎么样？ 教学活动是否
有意义、有价值？ 这就需要评价作支撑。
有此三者，课堂教学才能形成一体，教学
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教学思想才能得以
贯彻。

问题是成功学习的本源，活动是有效
学习的基点，评价是智慧学习的保障。 立
足课堂 “三块基石”， 教学设计就有了依
托。 教师需要发掘学习问题，将知识点以
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教师要创造
性地设计学习活动，让学生在探索中掌握
知识、培养技能、发展智力、养育人格；此
外，教师还要科学有效地运用评价，调控
并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保障课堂目标有
效达成。

设计优质问题，对每个教师来说都是
挑战；学习活动设计，是许多课堂的一大
不足；用好课堂评价，又被称为世界性教
学难题。 如果改革能够突破这三大难题，
将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价值意义，同时也
能为促进教师专业化搭建发展平台。

追问 5� �“模式”还是“要素”

□崔成林

中课堂教学改革的 10大追问

问题质量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教学的
成功与否， 教师一定要高度重视问题设
计，为学生学习提供优质问题。 那么，什
么样的问题才算优质呢？ 教师又应该如
何设计优质问题呢？

以初中历史课“北伐战争”为例。 有
的教师会设计这样的问题：“北伐的目标
是什么？北伐的主要对象有哪些？北伐军
分为哪几路？北伐的主要战场在哪里？
北伐军的主力是哪一路？ 东路军的讨伐
对象是哪些？”这些问题都属于识记性问
题，目的是寻找答案、传递知识，而不是
引发思维碰撞。许多时候，教师的问题设
计“小、碎、浅、细”，这种问题难以促进学
生的思考欲望与思考能力。

问题设计应立足“消解疑难、呈现知
识”，还是“激发冲突、引导思辨”呢？这不
是一个简单的教学策略问题， 而是涉及
思维行为习惯的问题。“头脑不是一个需
要被填满的容器， 而是一个需要被点燃
的火把”，教师的责任是点燃学生的思维
火把，而不是浇灭学生的思维火花。教师
要善于利用问题“惹事”，帮助学生拓展
思维， 让学生最大限度地产出成果而不
是复原结论。可见，优质问题的基本特征
应该是“在学生最近发展区内，引发认知
冲突、激发思维碰撞”。

教师应该如何设计优质问题呢？ 一
般说来， 高层次思维问题易激发思维碰
撞， 低层次思维问题不利于引发思维碰
撞；批判性思维问题易激发思维碰撞，再
现性思维问题不利于引发思维碰撞。 因
此，教师的问题设计———

应面向高层次思维。 低层次思维问
题是指“知识、理解、运用层次的问题”，
如记忆性的“什么时间、是谁”，描述性的
“这道题运用了什么原理”，运用性的“50
元钱能买几张 8 元钱的电影票”， 等等。
高层次思维是指“分析、综合、评价类的
问题”，如对比性的“植物和动物的异同
点”， 创造性的 “给某某写 200 字颁奖
词”，判断性的“为什么在官渡之战中曹

操能够以少胜多而在赤壁之战中却以多
败少”，等等。低层次思维较为肤浅，容易
让学生产生思维惰性， 而高层次思维需
要“与自我对话”并“冲破自我”，利于学
生深度思考。

应面向批判性思维 。 批判性思维
是让学生自己去伪存真 、 认识事物本
质的思维方式。 一般的课堂提问如“这
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 ”、 “这个段落的
关键句是什么 ”， 都属于再现性思维 ，
而批判性思维的提问类似 “为什么提
出 这 个 观 点 ”、 “推 导 过 程 合 乎 逻 辑
吗”、“这些论据可信度高吗”，等等。 这
种提问可以让学生发现问题 、 质疑推
理 、评估材料 ，比起阅读句子 、标注重
点 、总结观点 ，更利于学生突破思维模
式，创造性地接受并建构知识。

优质问题是教学目标的转化， 是教
学内容的提炼，是学习评价的依据。优质
问题是深层次课堂活动的引爆点、 牵引
机、 黏和剂，“以其求思之深， 而无不在
也”。 教师要设计出优质问题，首先需要
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 ，变 “解惑 ”为 “思
辨”，变“消事”为“惹事”，最大限度地激
发学生的思维冲突，让学生“真动脑、动
真脑”，在高层次思维问题解决中发展低
层次思维， 而不是在低层次思维问题解
决中积累高层次思维。

当然， 课堂中的优质问题不能仅仅
依靠教师预设， 教师可以让学生参与问
题设计，或鼓励学生在学习中提出问题，
这种做法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质
疑能力，也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与
“多学”相伴的是“多问”，在操作上，可以
设定这样的评价标准： 没有学生发问的
课算不上好课，“答必正确” 的课不是真
正的好课，把学生教得“提不出问题”的
课也不能算是好课。 变“消灭问题”的课
堂为“暴露思维”的课堂，变“师问生答”
的教学为“共同设问”的教学，这应该是
课堂教学改革的基本策略。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

追问 6� �“解惑”还是“激辩”
通过课堂展示， 学生的表现力被激

活，课堂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于是，展
示成了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词，展示是解
决学习内驱力的最好手段，是走进高效课
堂的“金钥匙”。 然而，也有人认为，展示会
消耗大量的课堂时间，应该寻求一种实现
课堂生命活力与教学质量双赢的策略。

其实，真正的学习发生在展示之前的
准备与展示之后的反馈上， 展示如同扁
担，挑起备学与反馈这两种学习活动。 因
此，更深度的课堂教学改革应该把聚焦点
从展示转移到反馈上。 理由如下：

课堂倡导对话， 没有反馈就难以形
成对话。 展示强调的是展现、显示，未强
调互动特质； 反馈则是在沟通过程中信
息接收者向信息发出者的回应。 一个完
整的沟通过程既包括信息发出者的表达
与信息接收者的倾听， 还包括信息接收

者对信息发出者的反馈。 思维对话有两
个层次 ，低层次的思维对话是 “对话 、共
享”， 实质是信息的呈现与简单交流；高
层次的思维对话是碰撞、共建，实质是思
维互动与智慧共生。 展示是引发对话的
一种方式， 而交互式反馈则是深度对话
不可或缺的元素。

交互式反馈可以创造课堂中真正的
生命活力。 真正的课堂生命活力不是一问
一答式的全体参与、交流互动；不是以表
现为本的自编自演、说学逗唱；不是廉价
评价下的小手林立、争先恐后；不是文本
灌输式的成绩提高、排名提升；不是将教
师讲变成学生讲、教师问变成学生问的知
识搬迁……真正体现课堂生命活力的教
学活动应具备以下 3 个条件：以问题解决
为中心、充满思维碰撞式的对话、生成精
彩观念等思维产品。 围绕问题而展开的交

互式反馈则为生生对话、师生对话搭建了
互动平台。

交互式反馈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
英国教育家伊恩·史密斯指出 ：“反馈被
称为‘学习的生命线’、‘冠军的早餐’。 ”
他认为， 给学生高质量的反馈是教师的
核心职责之一， 也是学习性评价的一个
重要方面。 可以说，改进教育教学质量的
关键之一就在于提高反馈质量， 具有补
充、完善、修正、扩展、提升等不同性质的
交互式反馈， 可以帮助学生实现对问题
的再思考、对内容的再丰富、对知识的再
加工、 对过程的再论证……最好的参与
是思维参与，最好的对话是思维对话，唯
有此，课堂品质方能提升。 可见，交互式
反馈有利于实现 “课堂生命活力与教学
质量的双提升”，能有效地破解当前课堂
教学改革的难题。

教育的真正革命必须从学习的真正革
命开始。要实现学习的革命，就必须实现学
习理论的重大突破， 而学习理论重大突破
的前提是给学习一个科学的定位。

学习的革命之所以很难发生， 关键就
在于，以往对学习的定位不科学，还没有完
全搞清楚学习究竟是什么。现实中，我们经
常把学习定位于掌握知识与提高技能；实
际上，学习就是成长。

把学习定位于掌握知识与提高技能其
实已经歪曲了学习的真正意义。 这种认识
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危害， 还在不断
蔓延。

第一，从理论研究方面看，如果认为学
习就是为了掌握知识与提高技能， 就会从

学习的技术层面去研究， 比如如何提高记
忆力、 如何提高分析力、 如何提高注意力
等，这就会导致研究陷入僵局无法突破。

第二 ，从学习实践方面看 ，如果学习
者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去追求成绩，就会
急功近利地死学、死背。 这样的学习不注
重体验、不注重过程、不注重思考，违背教
育规律，学习也难以入脑、入心，难以让学

生真正提高能力，养成良好的品质与健全
的人格。

第三 ，从教育实践方面看 ，如果采取
忽视学生成长、违背学生成长规律的 “短
平快 ”模式 ，即教学上 “满堂灌 ”、管理上
“一言堂”，就很难实现三维目标的落地 。
这种模式培养了大量 “高分 ”、“听话 ”的
学生，但这样的学生却不敢质疑 、不会求

真、不能创新。
只有当我们把学习定位于成长的时

候，学习才能真正回归它本来的意义，教育
也才能回到本真。

研究学习规律也是研究成长规律，这
样就可以跳出技术的泥潭， 从成长的角度
去研究学习。 从学习的意义上说， 学习是
成长；从学习的过程上说，学习是生活；从
学习的方法上说， 学习是自我建构。 成长
中有许多矛盾， 这些矛盾就是学生成长的
动力，教育要帮助学生解决这些矛盾。

当学生把学习当作自己的事情时，他
们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就会被充
分地调动起来， 学习时也会相应地注重体
验、注重过程、注重思考，学生会在学习的

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能力结
构与道德结构。

学习的定位是成长， 教育的定位就是
为学生成长提供条件。 教师要为学生的成
长服务，要把发现、培养、捍卫学生的天性
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要让每一个学生都
成为最好的自我， 也要让自己成为幸福的
教育人。

总之，教育要革命，必须实现学习的革
命，没有学习的革命，就没有真正的教育革
命， 而学习的革命必须要实现教育理论的
革命，要把学习真正看作人的成长需要，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习革命。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
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