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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各校积极倡导备课组、教研组

根据本学科、本组的特点，针对教学中真实发生的

问题，设计实施实践体验课程，并根据课程内容组

织开展教育教学研修活动。实践体验课程的开

设，成为各校探索建立校本研修新机制的有效

载体。

校本实践体验课程内容的主要范畴是教师的

实践性知识，作为一种隐性知识，具有非系统性和

隐蔽性，很难像理论课程那样按照相对固定的逻

辑顺序组织编排，并通过教材形式书面呈现，严格

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活动类课程，有自己的“实践

逻辑”。作为一种超越了传统理论课程框架的新

型课程，究竟是哪一种逻辑顺序，把看似“零散”的

一个个教研活动高度结构化？究竟该如何对实践

性知识和活动进行模块化编排和结构化的呈现？

如何按照“实践逻辑”为教师设计清晰的“学习路

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基层学校的教师，尤其

是教研组长。

实践体验课程内容的设计，是建立在对研修

活动的改造与升级之上的，因此，和知识技能类课

程相比，实践体验课程对内容的设计重心，不在于

通过细节开发追求知识的几何式增长，而在于将

“碎片化的学习”进行“系统化的设计”，即把教师

研修活动过程中的学习视为一个“项目”，来进行

系统化的设计。如果说知识技能类课程是“讲好

一门课”“开发一门课程”，那么实践体验课程就是

“设计一个学习项目”。但即便是一个学习项目，

也需要从课程的视角按照课程的规律去整体

架构。

实践体验课程内容的设计是一门“技术活”。

教师实践体验课程内容
结构化设计的策略

何锐钰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 教师专业发展中心，上海 200232）

[摘 要] 教研活动课程化是将围绕一个研修主题开展的若干个研修活动进行组合，打造为一

个系统的研修课程来设计实施，使校本研修活动更具有目的性、规范性、系统性和成果性。但

由于教研活动课程化缺乏可操作的策略、研修内容没有系统性、研修方式单一，影响了实践体

验类课程的有效实施和教师的专业学习。从校本研修实践体验课程内容设计存在的问题与

难点入手，从课程化的视角设计活动，组织实践经历，按照“问题引领——问题解决”的思路设

计内容，通过建构模块、任务分解、细节开发等步骤编排研修内容，借助思维工具结构化呈现

内容，通过掌握研修课程内容设计的方法和策略，让教师的学习真正进入到“专业学习”的

层次。

[关键词] 实践体验课程；结构化课程；校本研修；课程结构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5-1058.2019.12.002

[作者简介] 何锐钰，博士，高级教师，研究方向：教师培训课程、校本研修。

07



中小学教师培训
THE INSERVI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SCHOOL TEACHERS

2019年第12期
总第401期

No.12 2019
Sum No. 401

不仅需要有“规则意识”，更需要有具体的策略、方

法和步骤，不仅要具备“统整观念”，还要具备“分

解的技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讲规则，按步骤，

懂方法”。

一、按照“规则”组织研修内容

实践体验类课程的内容组织必须体现以下

“规则”：

1.符合“做事的逻辑”

教师的学习是一种“先行后知”的学习，用一

种形象的说法，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教师是在

“拔出萝卜”的“做事”过程中，带出了知识问题和

能力问题。实践体验课程遵循的正是“做事的逻

辑”，即以工作任务为主线，在一个主题统领下做

一个事情的过程中，一系列任务和一系列活动，相

互关联，先后有序，引导教师自己提出问题，并经

过思考自己解决问题，参见图1。

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做事的逻辑”，就是解

决问题的基本步骤和流程。我国心理学专家陈琦

认为，“问题解决”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目标指向

性、操作序列和认知操作 [1]。也就是说，“问题解

决”既包括一系列的心理过程，也需要一系列认知

操作过程的参与。因此，问题解决不是一蹴而就

的，它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即便是教师日常

进行的“课例研究”，也必须经历一些关键环节和

重要问题，遵从“问题解决”的“逻辑链”。

2. 呈现经验式学习过程

成人的学习始于日常教育教学的实践，其学

习需求来自教师本人所面临的问题。即使对于理

论学习，也需要伴以大量的操作性实践，以加强学

习者对有关概念的理解。因此，与符号式学习过

程不同，实践体验课程是一种经验式学习过程（参

见图2）。

经验式学习过程正是体现了成人的学习特

点，在“实践——分析——概括——应用”循环之

中，引导教师即学即用，在“做”中“学”，实践体验

课程都是基于经验式学习过程的四个基本环节对

内容进行组织与编排的。

二、分步骤编排研修课程的内容

内容的结构化设计通常是需要步骤和流程

的，实践体验课程内容的编排要经历以下三个

步骤：

1.模块构建

构建学习模块，就是对课程进行初步的“框架

搭建”。基于成人学习特点和问题解决取向的教

师研修课程的内容编制，遵循的不是一讲到底的

严密学科逻辑，而是一种“实践逻辑”，即在“知识”

（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的学习

中，穿插进行着以“参与”“体验”为特征的各类学

习活动。因此，构建学习模块，就是设计一个明确

的课程学习地图，引导教师的学习，完成研修课程

内容组织的“初步设想”。

案例：“促进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语文阅读教

学活动设计”

要解决“促进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语文阅读

教学活动设计”这个主要任务，课程在内容编排与

组织上构建了七大模块，分别是：自学预热、专家

讲座与理论学习、问卷设计与调查分析、专题研讨

与策略研究、课例观摩与专家点评、教学设计与课

堂实践、生成建构与反思提升。这些学习模块，确

图1 实践体验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链”

做事的逻辑

若干个任务序列+若干个活动序列 形成学习路径 指向问题解决

图2 符号式学习与经验式学习比较图[2]

接受信息

信息应用 理解信息

信息转化

实践

(做、行动)

应用

（有目的的实践活动）

概括

（总结、概括）

分析

（分析、比较）

符号式学习过程 经验式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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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学习活动中的若干个行动，使零散的研修活

动和内容成为有目的的组织和有意义的实践。

2.任务分解

从“初步构想”到“课程落地”，这中间要经历

一个“任务分解”的环节。

实践体验课程的关键是“研修内容任务化”，

即遵循“为了完成某个特定的任务，需要做什么样

的事情”这样一种思路，从而以任务为主线，通过

完成一个个任务来推动整个课程的进展（参

见图3）。

图3中，在确立了“理论学习、自主研究、交流

研讨、教学实践、成果外显”之后，再对每一模块进

行细致分解。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操作序列之后，

问题才有得以解决的可能。实践体验课程的“任

务分解”，就是在整个研修活动过程中，以完成一

个个具体的任务为目标，把学习内容巧妙地隐含

在每个任务当中，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培养教师的

反思能力和自主学习习惯，引导教师自己提出问

题，并经过思考自己解决问题。

按照“做事情的实践逻辑”，把“促进学科核心

素养发展的语文阅读教学活动设计”这项任务，分

解为13个“子任务”（参见图4）：各个子任务是按照

整个任务完成的流程和顺序进行分解和排序的，

它们构成了13个学习的步骤，是一个主题统领下

做一个事情的过程，且相互关联，先后有序。完成

这些学习步骤，才能指向最终的问题解决。

3.细节开发

对主要任务进行分解之后，就进入细节开发

阶段，即对课程内容不断进行充实和丰富。课程

内容的细节开发决定课程质量的稳定性。细节越

深入，课程内容与实际操作的接轨度越高，课程就

越有效。在课程框架确定后，就要填充大量操作

性内容，帮助教师解决问题，细节开发决定了课程

图4 促进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语文阅读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1：自学
预热

❶自学：
《新版
课程标
准解析
与教学
指导》

❷思考：
小学阶
段学生
需要具
备哪些
语文核
心素养？

模块2：专家
讲座与理论
学习

❸专家
讲座：
《谈谈
阅读教
学中高
阶思维
的培养》

❹理论
学习：
《课标》
中的“语
文素养”
包括哪
些内涵

模块3：问卷设计

与调查分析

❺问卷设
计：《本
校学生语
文阅读情
况调查》

❻调查分析：
《本校学生
语文核心素
养现状分析》

模块4：专题研
讨与策略研究

❼专题研讨：
“基于核心
素养下的小
学语文阅读
教学活动设
计策略”

❽策略梳理

模块5：课
例观摩与
专家点评

❾课例
观摩：
《海底
世界》

模块6：教
学设计与
课堂实践

❿课堂实
践：运用
策略，备
课组实践
课设计与
执教

⓫围绕策
略运用，
大组研究
课展示与
研讨

模块7：生
成建构与
反思提升

⓬生成建
构：多元
性阅读活
动设计

⓭反思提
升：专题
论文撰写
与修改

理论学习 自学研究 交流研讨 成果外显

实践体验课程

教学实践

主题报告、

专家讲座、

理论学习、

前言信息

订自学计划、

读理论专著、

览最新文献、

写学习笔记、

做教育科研

经验交流、

学习体会、

问题研讨、

学术沙龙、

课改信息

课题实验、

技能训练、

校际交流、

课例观摩、

参观学习

研修小结、

科研成果、

示范优质

课展评

图3 实践体验课程研修内容任务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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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体验课程

课程导入 主要任务

模块1

任务1 任务2

模块2

任务3

P问题
M解决

方案

模块3

任务4 任务5

P问题 R原理 M解决方案

模块4

任务6 任务n

课程结尾

能否满足需求，即“课程落地”。

三、借助思维工具结构化呈现研修内容

课程结构是指课程各部分的组织和配合，即

探讨课程各组成部分如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问

题 [3]。我们在搭建实践体验课程内容框架时可以

借助一些思维工具，对课程内容进行整体性结构

设计。这里介绍一种思维工具——金字塔原理。

金字塔原理，1973年由麦肯锡国际管理咨询

公司的咨询顾问巴巴拉·明托（Barbara Minto）发

明。它是一种思维原理或工具，旨在阐述写作过

程的组织原理，指明主要思想总是从次要思想中

概括出来的，再由一个总的中心论点统领多组思

想，由此构成了金字塔结构。它提供了一些基本

原则，帮助课程开发者理顺课程内容之间的关系，

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对内容进行组织。它的基

本原则是：上下级，纵向包容、先抽象后具体；同一

级，横向并列、不重复不遗漏 [4]。

在运用金字塔原理进行实践体验课程内容结

构化设计时，有以下操作要点：

要点1：整体划分课程三阶段

把课程从整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包括课程

导入、主要任务和课程结尾。课程导入，用于说明

课程的由来、课程将要解决什么问题、课程的意义

等。常见的导入方式有：现象分析、案例导入、问

题导入、分组讨论导入等。主要任务是课程设计

的主要内容，是课程设计的重点和难点。课程结

尾，用于总结、回顾课程内容，考核、评估学习掌握

情况，或者引入下次课程内容。

要点 2：分模块设计，以活动环节或模块为

段落

要点3：横向展开，纵向深入，实现逐级分解

要点4：采用PRM模式，聚焦“问题解决”

PRM是“现象呈现（phenomenon）—原因分析

（reason）—措施及解决方案（measures）”的简称，即

从问题出发，提供解决方案。“PRM”包括各种变

体：PM、RM、M等，可以没有“P”和“R”，一定要

有M[5]。

PRM模式把主题拆分为现象（问题）、原因、对

策等若干阶段进行研讨，引导教师放慢思维步伐，

聚焦问题解决。

要点5：任务分解，活动贯穿，凸显实践框架

借助金字塔原理这一思维工具，我们可以对

将看似零散的研修活动进行整体性设计，让教师

的研修内容在学习主题与目标的统摄下，更加具

有整体性。

在图5中，实践体验课程内容结构化设计呈现

出的是一种“实践框架”，我们可以根据结构模型

推导出以下公式：

“实践框架=学习模块+任务链+活动组”

下面，我们以“初中语文现代散文教学中情感

脉络的梳理”这门实践体验课程为例（参见表1）。

实践体验课程说到底是一种参与性课程，可

图5 实践体验课程内容标准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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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性除了表现在合作共享的氛围之外，还表现

在“任务”的设置方面。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任务是操作性任务，有些则是思考性任务；有

些任务非常明确，有些则属于暗示性任务、诱导性

任务。实践体验课程内容的结构化呈现方式不只

一种，该案例为我们展示了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

呈现方式，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对“问题中心”

的教师研修课程而言，“学习模块+任务链+活动

组”的方式无疑是对问题解决比较有效的方式。

在内容结构化呈现时要做到“三个体现”：

一是内容呈现要体现操作技能同理论阐释的

同构与互证，实现知识与活动、讲解与练习、反思

与交流的有机融合。

二是内容呈现要体现对每一个问题教师必须

掌握的知识、能力的分析。

三是内容呈现要体现对主题的持续研究，在

“形成共识—行为改进—进一步认识—进一步改

进”中“螺旋式上升”。

当然，与其他类教师研修课程一样，教师的

“学科理解”和“学生理解”永远是实践体验课程内

容结构化呈现的“硬核”。因此，探索实践体验课

程的有效实施，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教师继续

教育，而且有利于教师继续教育课程理论的深入

研究。对于有效提高教师教育能力、建立校本研

修的长效机制、再造教师行动学习文化，不仅具有

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琦，刘德儒 .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7.
[2] 陈永明.在参与中学习与行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2.
[3] 施良方 .课程理论 :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 :教

育科学出版社，1996：123.
[4][5] 段烨.建构主义学习设计与课程开发[M].北京：电子工

业出版社，2015.

模块

问题聚焦

工具研制

实践探究

专题报告

总结提升

任务

任务一：备课说课

任务二：讨论基于标准的教学

目标设计

任务三：梳理课文情感脉络

任务四：讨论基于标准的教学

设计

任务五：编制工具

任务六：听课评课

任务七：开课反思

任务八：课例撰写的辅导报告

任务九：课例撰写及修改

任务十：分享交流

主要内容（活动）

选取第六单元“生命的沉思”中的散文《外婆的手纹》作为课例，全组进行“研

读课标和教材——拟定基于课标下的单元目标和课时教学目标——设计检

测与评估的练习——设计具体教学环节”的备课活动

执教者说课，教研员点评

经历“学习课程标准总目标——解读初中阶段目标——落实年级目标——筛

选本课目标”的学习过程

小组讨论：对本文的教学目标有何建议？

小组讨论：教学设计中对作者情感脉络的梳理是否完整、准确？请说出理由

全组填写反思表，将“原先的想法和做法”与“现在的想法和做法”比较，注明

“变化的原因”，对课例教学设计进行完善和修改

学习课堂观察的四个维度，编制课堂观察表

进行《外婆的手纹》的2次试讲

全组根据每次听课观察情况，填写听课反思表

根据课堂观察和听课笔记，从教学内容的处理和教学环节的处理两个方面进

行《外婆的手纹》的评课活动

现代散文教学中情感脉络梳理的具体方法和教学策略

做课例的基本流程、操作要点及内容等

根据辅导报告，教师撰写教学课例和研修案例，并对自己的课例进行修改

研修课例案例交流

表1 初中语文现代散文教学中情感、脉络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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