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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深化路径的思考 

● 陆 安 

课程探索 

摘 要：课程改革深化阶段 ，需要唤醒实践者更多的理性思考，追求理念与方法的兼善并美。为 

了推进课改，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从教育的源头去汲取充足的养分，用真正 

有意义的教育理念去指导课改实践，并在反思中不断提升实践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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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作为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重头戏。启动至今已逾十三载。2001年平地一声春 

雷般炸响的这场教育领域极为深刻的变革。让很多地 

方昂然跃人教育变革的最前沿，迎来了基础教育大变 

革、大发展的明媚的春天。机遇对于改革者来说无比 

重要，它意味着改革从混沌走向明晰、从潜隐走向外 

显、从积蓄走向爆发，课程改革对基础教育的促进与 

推动意义不言而喻。乘着课程改革的大潮，基础教育 

战线上的很多学校、很多教育工作者殚精竭虑，锐意 

进取 ，用创新性的思维和开拓性的探索，从不同角度 

诠释了这场前无古人的教育变革的真实内涵。成效是 

显著的，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 ，随着时光的推移，课 

程改革渐趋理性化、常态化，褪去了耀眼的光环、失去 

了初始的激情之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究竟应当如何 

进一步深化，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不得不面对、不 

得不思考的问题。 
一

、理念与方法兼善并美 

课改运行至今日，大规模推进早已演变为个性化 

实践，“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渐渐向“自下而上”的草 

根模式过渡，轰轰烈烈的表演式教学也渐渐被扎扎实 

实的常态化课堂所取代，一种普遍化的审美疲劳正弥 

漫在课程改革之中，这种审美疲劳若不加警醒的话， 

势必会影响和制约正在深化阶段的课程改革。 

加拿大课改专家富兰所言“课改是一个过程而不 

是一个事件”，于今看来，愈发显现出其真理性；曾经 

在课改起始阶段被人们津津乐道引以为戒的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科结构运动”．不幸在我们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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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区域正在变为现实。美国那场课改之所以无功而 

返．归根结底在于美妙的教育理想在从专家向教师传 

递的过程中发生“梗塞”。没有真正地、持久地落实到 

具体的教师、具体的课堂之上的课改，焉有不败之理? 

课改本身的规律性，决定了其不会一帆风顺，注定是 
一

条充满艰辛与挑战的荆棘之路。 

课改成功与否，关键何在?就在于永葆课改的活 

力。使其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不竭的活力，经过理 

论与实践、理念与方法的持续、科学的互动，追求兼善 

并美的境界，才能让课改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常青 

树。而这，恰恰就是今 日之很多区域的课改陷入“滞 

涨”状态的症结所在。 

作为最早介入课改的教育工作者．在课改十三年 

之后的今天。越来越感受到寒气逼人的“滞涨”。一些 

区域，三级课程建设停步不前。出现了头重脚轻的局 

面，即国家课程重，地方课程尤其是校本课程轻，不成 

比例；一些学校，课堂内部依然抱残守缺，除了教材属 

于新课程的产物之外，一切都恍若昨日，与课改前昔 

目的课堂相比没什么两样 ；一些地方，考试指挥棒依 

然在毫无理性可言地统驭一切。牵制着学校内部的课 

改尝试，抑制着曾经有过、浅尝辄止的课改激情。凡此 

种种。不一而足，指向的都是不容乐观的课改现况。 

笔者明显感觉到，一段时间以来，满腔热忱宣讲 

课改的培训不见了。充满 自豪展示课改的活动不多 

了．理直气壮谈课改的氛围淡了，勇往直前试课改的 

人员少了，曾经有过的激动人心、启迪人智的课改如 

同明日黄花一般绚烂不再，甚至在一些课堂之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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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课件 、满堂提问、无效讨论等形式主义的噱头之 

外，再也很难找到触动人心灵最柔软部分、令人眼前 
一

亮的课堂情境了。难道，当年，我们所激情满怀追求 

的课改不过如此么?难道费事劳力忙活了好一阵子的 

课改不过如此么?是审美疲劳所致?还是水土不服所 

致?种种纠结，都在拷问着我们每一个真诚的课改实 

践者。 

或许，我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完整的答案；或许， 

我们最终也无法破解横亘在课改艰难旅途上的这一 

道道难题。但是，我们知道，解决课改所遭遇到的审美 

疲劳，破解课改停滞不前的循环怪圈，一定离不开新 

鲜血液的注入。那么。这新鲜血液究竟是什么呢? 

借用流行热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地深化改 

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 

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课程改革作为教 

育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教育改革又是宏大的 

社会变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课程改革具有改革的 

特质，自然要遵循一般改革的基本规律 ，所以，让课程 

改革走出“滞涨”的困境。应当是当前教育改革不容忽 

视的重大问题。 

课改的实施，属于实践的范畴 ．是看得见摸得着 

的“形而下”。而课改的引领，自然需要更上位、“形而 

上”的理念，这理所当然地属于解放思想的范畴。唯有 

进一步解放思想，用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武装教师、 

涤荡课堂．才能将一切与新课程价值追求不相符合的 

污泥浊水逐出校园。这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 

件”，而是一个瞄准人类教育理想、用科学的教育理论 

和经得起检验的教育规律不断校正前进方向的艰难 

的 “过程”，实践再一次证明了富兰等理论家跨越国 

界、烛照全球的课改理论的真理性、正确性与权威性。 
一

想到目下，很多教育工作者在种种压力所致的 

倦怠中疏于对理论的学习、对理念的追求，仅仅满足 

于、甚至陶醉于一些与新课程精髓貌合神离的方式方 

法不能自拔，就让我们心中生出不少任重而道远的感 

慨。 

我们需要时不时地再回首，回头看，重温那些曾 

经让我们激动不已的课改理论，凝视和回味具有永恒 

生命力的教育理论 ，让理论来指引和省察实践，让理 

念来检视和修正方法，而不是一味地沉湎于方式的更 

新换代，沉湎于方法的推陈出新，从而走出形式化 、简 

单化乃至庸俗化的误区。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前贤的教诲， 

言犹在耳。对那些忽视理论探究、懈怠理念追求的人 

来说。或许是一剂苦口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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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承与创新交相辉映 

新课程的推进，伴随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创 

新”一词似乎已经覆盖所有领域，自然包括教育教学 

领域。当“创新”由热词起步，变得泛滥成灾，有变成 

“滥词”之嫌时，我们便到了认真审视与应对各种各 

样、形形色色的“伪创新”的时候了。 

曾几何时，先是“建构主义”不加甄别大行其道， 

接着又是“学案导学”狂轰滥炸：什么“X步×环节”，什 

么“XX教学法”，接踵而至，令人眼花缭乱；自打李吉 

林女士行之有效的“情境教学法”一炮打响之后，多少 

冠有“情景”、“情趣”、“情境串”等名目的教学东施效 

颦般应运而生，自打新课程倡导问题解决教学理念之 

后，多少打着”问题“解决名号的教学法雨后春笋般横 

空出世⋯⋯一个素以模仿而非创新作为文化特色的 

国度之上，教育因着课改而忽然瞄向创新急速狂奔起 

来。 

这真应验了上海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生前所 

大声疾呼的”读一读教育史“那旬警世名言。如果在这 

样一个浮躁浮夸的转型时期。我们能大张旗鼓地鼓励 

所有教育工作者不为浮云遮望眼，沉下心来，悠然神 

会地读上几本堪称传世经典的教育史著，瞧一瞧，数 
一

数，看看人类古往今来都有多少真正传之后世、泽 

被深远的教学法，再掉转头来。反观当下不胜枚举、难 

以计数的如过江之鲫般众多的教学法。我们一定会汗 

颜不已。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教育工作者。不去读读教育 

史，不去学学孔子、陶行知、苏格拉底 、杜威等等历经 

岁月与实践双重检验淘洗出来的闪烁着教育智慧光 

芒的教育教学思想，非要在“创新”幌子下行“伪创新” 

之实?浮躁的心态，功利的环境，抑或是难言的压力所 

致，或许，都是成因。 

课改之中，转变教学方式是题中应有之义，围绕 

这个中心环节，做些文章，原本无可厚非，需要警惕的 

是，轻率地推出一些缺乏理论支撑、实践检验甚至连 

自己都未必拥有足够自信的一些所谓的教学法与教 

学模式，伤害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课堂，更 

为重要的是伤害了我们的课改乃至我们所从事的教 

育事业，让课改与教育在轻率中流失了自我的尊严， 

甚至招来人们不应有的蔑视。课改不过如此，教育如 

此轻率，一旦形成这样的认知，贻害无穷。 

课改的深化，更需要理性精神的支撑。教师，作为 

专业工作者，无时无刻不能缺失理性精神的武装，这 

是让我们的工作更具专业性、我们的事业更有尊严所 

须臾不可忘却的东西。 

在考量教学方式变革的时候，与其不着边际地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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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一些“伪创新”成果招摇过市，还不如脚踏实地的认 

真琢磨“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认真贯彻“学 

以致用”、“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传道授业解惑”、 

“生活即教育”等穿越历史走来的教育教学思想精华， 

从孔子、陶行知那里 ，从苏霍姆林斯基 、杜威那里 ，取 

些“真经”来，注入鲜活的时代元素，使之与时俱进，变 

得更加丰满、更加实用，以此持之以恒地改造、改良我 

们的课堂，课堂才会释放出蓬勃的生命力，课改才会 

因了更接地气而深入人心，发挥其应有的推进教育变 

革的作用。 

三、实践与反思相向而行 

课改要深化，离不开对课改实践进行具有教育意 

义的反思。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那道蜚声遐迩的公式 

“教师成长=经验+反思”，一语道破天机，对于课改背 

景下的教师专业成长指明了方向。 

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课改时代一样，把教师的 

专业成长摆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认识与思考， 

也从来没有哪个时候，能像课改时代一样，教师的专 

业发展变得如此迫在眉睫、如此刻骨铭心。深化阶段 

的课改，大规模的教师培训大潮早已退去，专家引领 

已经不像课改起步阶段那么及时、那么有效，以至于 

很多一线教师都发出了“专家是不是也患上了职业倦 

怠症”的疑问，同伴互助与个人反思在这个一眼望不 

到边际的漫长环节中便得到了凸显，这其中，对实践 

经验的反思便显得弥足珍贵。格外重要。 

咬定青山不放松，是一种毅力，更是一种精神，对 

于真诚地坚守教育理想、执着地探索课改路径的人们 

来说，不可或缺。庸常容易导致慵懒，在庸常如水般的 

教学生活中。稍纵即逝的不仅有数也数不清的常态课 

堂。更有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充满教育研究价值的 

课堂瞬间，而这恰恰是我们展开教育教学反思的着力 

点和出发点。 

需要警惕 ，流于形式的反思。对于教学的改进与 

提升，并无意义。在 日常的教研中，笔者经常性地陷入 
一 种悲哀，为的是自己所耳闻目睹的现象：某一个学 

科 ，因为教研员的主导，全学科推行某一种未必是真 

理、也未必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模式 ，与之不相 

符的教学探索被“格杀勿论”；某一所学校，因为学校 

领导的主导，全校上下推行某一种有着格式化要求的 

教学法，各学科教师不分青红皂白都要将自己的教学 

向这个“准星”靠，否则不会有生存空间；某一学科省 

级优质课比赛，因为主其事者事先规划好了“教师讲 

必须控制在多少时间之内，学生活动不能少于多少时 

间”的硬杠杠，作为评分标准，所有参赛者都不得不服 

从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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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僵化机制辖制下的课堂，在反思阶段，几乎 

都会异曲同工。拿一把冠冕堂皇但却未必高明的尺 

子。来衡量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课堂。譬如，课上完 

了，有教研员或校长会高高举起“三维目标”来形而上 

学地苛刻地打量教学流程，本来或明或暗的教学目标 

达成。竟然成了机械的“穿靴戴帽”式达标，一些优秀 

的教师变得默然无语：譬如，那次省级优质课比赛，有 

的评委。否定了一节生成元素甚多、课堂状态甚佳的 

课 ，理由竟然只有一条，“他的课 ，讲得多了，我掐着表 

算了，一共32分钟，超过了规定的30分钟，最后复习 

环节少了，只占8分钟，不够规定的 10分钟”．一票否 

决，一堂优秀的课由此落选。以偏概全，竟至于此!时 

至今 日，对真正的课堂探索，我们往往还缺少宽容 

胸怀。我就纳闷了，一堂课，浑然天成的三维目标怎样 

界限分明才算数?师生各占多少分钟时间，各个环节 

分别占多少时间，有必要这么泾渭分明地加以界定 

吗?这种界定科学否。合理否?让老师不敢越雷池一步 

的条条框框，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依靠手中的权力 

不恰当地制定和执行各种评定指标的人，本身对教育 

教学的理解是否到位?在这些不科学、不恰当的指标 

束缚之下，有价值的课，根本没有容身的空间，有课改 

意识的教师，因为经常得到否定的评价，长此以往，会 

滋生出自我的困惑、自我的怀疑乃至自我的否定。 

目下．很多干篇一律 、大同小异、陈陈相因、了无 

生机的课堂．就因了念歪真经的歪嘴和尚的作用，而 

大量制造出来，这，对课改杀伤力不容小觑。 

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常常痛心地思考，课改 

任重而道远 ，需要克服的障碍 。有很多不是一线教师 

力所能及的，这让我们不由得对那些具有教育良知、 

克服重重困难、坚守教育理想的真诚的课改实践者肃 

然起敬。 

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教育是一朵 

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灵魂唤 

醒另一个灵魂。”教育不仅仅是技术，是科学和艺术， 

更是对生命的提升与成全。在课改深化阶段 ，依然 

有人试图将神圣的教学庸俗化。将教学变成可以在流 

水线上出产品的“体力活儿”和“技术活儿”，这实在是 

对教学规律的扭曲与颠覆，更与课改精神背道而驰。 

我们每一个工作者，都应该树立对教学的敬畏意识， 

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课改充满敬畏意识，让课堂在我们 

的运作之下充满情趣，充满智慧，充满价值，充满意 

义。让教学因为课改而活力四射、魅力尽显，变成让师 

生愉悦成长的“科学活儿”、“艺术活儿”及至“生命活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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