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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把教学理解为:教是

学的基础和前提 ,教学即先教后学。这种教学关

系甚至曾被视为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教育教学

规律。⒛ 世纪 80年代以来 ,全国各地中小学逐

渐自发地形成以变革这种教学关系来改进课堂教

学的实践与思潮。其中江苏省的洋思中学、东庐

中学,山东省的杜郎口中学以及福建省部分中小

学开展的
“
指导一 自主学习

”
实验Ell就是其中的

典型。这几项教改的共同点是变
“
先教后学

”
为

“
先学后教

”
。通过教与学前后顺序的颠倒 ,真正

实现了课堂教学的翻转。进入新世纪以来 ,由于

先学后教的改革契合了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

作、探究学习理念 ,又在提高教学质量和减轻学

生学业负担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所以它很

快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推广和运用。

当前 ,先学后教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深化发展的

崭新阶段,成为全国中小学主导性的教改模式。

那么,先学后教的教改模式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呢?

先学后教 :中 国本土的教育学
兴

余文森
(福建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 :教与学的关系是教学论最基本、最核心的一对关系。从先教后学到先学

后教绝不只是教学前后顺序的简单调整 ,它 涉及教学思想、教学过程和教学方式等

诸多教学领域的变革 ,它 引发了课堂教学的革命性变化和实质性进步。先学后教的

实质是把学习的杈力和责任还给学生,前提是教学生学会学习特别是学会阅读和思

考,关键是构建以学为基础、为中心、为主线的课堂教学新体系、新模式。先学后

教是我国具有草根性质的教育创新,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教育学。

关键词:先学后教 ;以 学定教 ;少教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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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学后教的基本内涵

(一 )先学后教的基本特性

先学后教之
“
先学

”
具有以下特性 :

一是超前眭。先学即学生的学习在前,教师的

教学在后,黼 ’眭使教与学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即变
“
学跟着教走

”
i为

“
教为学服务

”
。

二是独立性。先学强调的是学生要摆脱对教

师的依赖 ,独立开展阅读、思考乃至作业活动 ,

自行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教师教学是对学生独

立学习后的深化、拓展和提升。

三是差异性。从时间上讲 ,先学要求每个学

生按自己的进度和方式进行超前学习;从效果上

讲 ,每个学生由于基础和能力不一样 ,同样的内

容 ,先学的质量和理解的深浅也不一样,这种差

异是课堂开展合作学习的宝贵资源。

先学后教之
“
后教

”
具有以下特性 :

一是针对性。后教区别于传统课堂教学的第

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针对性,即必须根据学生先学

x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般课题
“
能力导向的课堂有效教学研究

”(BHA130046)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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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针对性是有效教

学的法宝,只有有针对性的教学才能实现由教向

学的转化,最终达到教师少教、学生多学,实现

并完成
“
教是为了不教

”

。学生的参与提供了基
二是参与性。先学氵

础,学生通过先学带着 白己的问题、困惑、思

考、想法、见解和意见进人课堂,课堂真正成了

学生求知和展示、互动和评论的舞台。在这样的

舞台上,学生不仅参与学也参与教,师生真正成

了互教互学的学习共同体,这是使课堂具有内在

动力和充满生命活力的根本机制。

三是发展性。先学后教的课堂具有使每个学

生都得到发展的功能。其⊥,先学解决现有发展

区的问题,后教解决最近发展区的问题,先学后

教使教学走在发展的前面,并因此引导和推动发

展,从而不断地创造最近发展区,把最近发展区

转化为新的现有发展区;其二,先学后教的课堂

为教师关注每个学生提供了空间和时间、机会和

平台,从雨保证每个学生都在课堂上学有所得。

堂练匀一方面能使学生将刚刚理解的知识加以应

用,在应用中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能

及时暴露学生对新知识理解应用的不足。练习和

反馈是有效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 ,是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作业特别是基本的重要作业

应在课堂上进行,在教师眼皮底下完成,并当场反

馈订正,每次课堂作业就像考试一样,这是提高课

堂教学效益、减轻课业负担的灵丹妙药。

二、先学后教的立论依据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既是主体性与客体性

的统一,又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也是独立

性与依赖性的统一。争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这

两种对立的特性、这两股对抗的力量,问题的关

键是看我们到底给哪种特性、哪股力量不断注入

新的能量,创造适宜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从教

学角度讲,我们到底是把教学建立在学生的依赖

性的基础上还是独立性的基础上?可以说,这就

是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先教后学与先学后教的

立论的基丿喊,也是两者的分水岭。

传统教学是建立在学生的依赖性的基础上 ,

最终学生摆脱不了依赖性。先教后学的基本假设

是 :“教是学发生的前提条件;教师不教,学生就

不能学习。基于这种观念的教学实践的格局是 :

学生的学习是跟随教师而行的,课堂上基本上没

有学生独立、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同时,这

也很容易造成教师对学生的控制,对应的,学生

很难表现自己的自主、选择和创造。另外,由于

是先教后学,教师的教很容易出现没有针对性和

无效的情况,因为,在学生实际地学习之前,教

师永远无法完全把握学生学习的问题或困难所

在。
”匚21它表现为学生只能跟着教师学,教师先教 ,

学生后学;教师教多少,学生学多少;教师怎么

教,学生怎么学, “
教

”
支配和控制着

“
学

”
,

“
学
”
无条件地服从

“
教

”,学生的独立性1独立

品格丧失了。低估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忽视学

生的独立要求,从而导致学生独立性的不断丧矢。

这是传统教学的根本弊端。

先学后教是建立在学生的独立性的基础上 ,

独立性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著名教学论专家江

山野先生指出,学生的独立性包含以下四层意

思。匚3彐 第一,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正如

(二)先学后教的基本环节

第一,先学环节。

在所有的教学环节中,最具本质意义的就是

学生先学 (自 读)教材 (课文)。 这个环节是任

何成功 (有效)的课堂都不可缺少的。离开了学

生对教材的先学,任何讲解、提问和讨论都失去

了针对性,从而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先学尽可能

放在课堂内并给予时间保证,让学生充分地、独

立地先学,并完成必要的练习。先学可以是在教

师
“
教

”之下进行的,也可以是按
“
导读提纲

”

的要求进行的,还可以是完全独立地进行的。

第二,后教环节。

让学生在先学的基础上提出学习中存在或发

现的问题和困惑,然后进行交流展示 (深化和拓

展)。 一般可分同桌、小组 (4丁6人)和全班三

种形式 (或根据需要选择其中一种至二种形式)

进行交流展示,教师一定要让学生明确交流展示

的内容和任务,要保证让所有学生在交流展示中

都学有所得。在全班交流中要特别注重交流不同

点和创新点。这个环节也是教师进行有针对性教

学和提高性教学的过程。

第三,练习环节。

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既包括学也包括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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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器官吸收物质营养一样 ,

每个学生也只能用自己的器官吸收精神营养。第

二,每个学生都是独立于教师的头脑之外,不以

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绝不是教

师想让学生怎么样,学生就会怎么样的。第三 ,

每个学生都有⊥种独立的倾向和独立的要求。在

学习过程中,突出表现在:学生觉得自己能看懂

的书,就不想再听别人多讲;感到自己能明白的

事理,就不喜欢别人再反复哕唆;相信自己能想

出解答的问题,就不愿再叫别人提示;认为自己

会做的事,就不愿再让别人帮助或多嘴。实际

上,学生在学校的整个学习过程也就是一个争取

独立和日益独立的过程。第四,每个学生,除有

特殊原因者外,都有相当强的独立学习能力。这

表现在:(1)学生已有的知识和能力,许多课堂

上没有教过的社会生活知识和能力,绝大部分都

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和活动中独立学来的; (2)

即便是教师教给他们的东西,也是靠他们已有的

基础,运用他们已有的独立学习能力,才能被他

们所真正理解和掌握。只有承认、尊重、深刻认

识、正确对待并积极引导和发挥学生的
“
独立

性
”,才能在教育和教学上取得优良成绩。

从教与学的关系来说,整个教学过程是一个
“从教到学

”
的转化过程,即从依赖到独立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不断转化为学生

的独立学习能力;随着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由弱

到强、由小到大的增长和提高,教师的作用在量

上也就发生了相反的变化,最后是学生基本甚至

完全的独立。实现教为了不教,把教转化为学 ,

这是先学后教的关键。
“
先学后教

”
不仅反映了

教与学关系的辩证法,而且体现了教学过程的发

展规律。教学论告诉我们:当学生已经能够自己

阅读教材和自己思考的时候,就要先让他们自己

去阅读和思考,然后针对学生的阅读和思考中提

出、发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这是教学的一

条规律、规则,而不是一种可采用也可以不采用

的方式、方法。按照这条规律进行教学,学生的

独立性和独立学习能力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否

则,学生即使到了所谓
“
独立

”
的年龄阶段或学

习阶段,其独立性和独立学习能力也是很低的。

独立性和独立学习能力是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和课

堂教学质量的根本法宝。依赖性、被动性的学习

不仅是教学质量低下从而也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

的根源。先学后教模式要求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

独立性,积极鼓励学生独立学习,并创造各种机

会让学生独立学习,从而让学生发挥 自己的独立

性 ,培养独立学习的能力。

从教学与发展的关系来说 ,先学立足解决现

有发展区问题 ,后教旨在解决最近发展区问题。

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就教学与发展问题 ,

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发展水平的思想。第⊥种水

平是现有发展水平 (也称现有发展区),由 已经

完成的发展秩序的结果而形成,表现为丿L童能够

独立地解决智力任务 ;第二种水平是最近发展水

平 (也称最近发展区),表现为儿童还不能独立

地解决任务 ,但在成人帮助下、在集体活动中通

过模仿能够解决这些任务。儿童今天在合作中会

做的事情 ,到明天就会独立地做出来。教学与其

说是依靠已经成熟的机能,不如说是依靠那些正

在成熟中的机能 ,才能推动发展前进。维果茨基

据此强调指出,只有当教学走在发展前面的时

候 ,才是好的教学。
“
教育学不应当以儿童发展

的昨天,而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明天作为方向卢E4彐

实际上 ,只有建立在学生独立学习基础上的课堂

教学 ,才有可能走在发展的前面,并推动发展 ,

从而不断地创造最近发展区,并把最近发展区转

化为新的现有发展区。这是有效教学、优质教学

的心理学机制。

从教学变革的发展趋势来说 ,正如高文教授

所描述的 :“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场
‘
学习的革

命
’,我们将彻底改革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习

以为常的、旧的、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与学习

方式 ,创造出一种在真正意义上尊重人的主体

性、激发人的创造性、相信并注重开发人的潜

力、便于人与人交际与合作的崭新的教育观念和

学习模式。
”E5□ 实际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

1972年发表的被誉为当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

里程碑的论著 《学会生存》中就明确指出:未来

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

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 ;别人

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这种个人与

他自己的关系的根本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

与技术革命 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 的一个问

题⋯⋯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教育与学习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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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学

”
原则上,而不是放在传统教育学的教学

原则上。匚6]2°
∝2°1这是因为,最好的教育是 自我教

育,没有学生自我参与的教育,只是一种外在的

灌输。任何成功的教育必定同时是儿童的一种自

我教育,学校教育的终极使命也是培养儿童的自

我意识和自我教育能力。有效的教学一定是有效

的学习,教为了学,学习是教学的出发点、归

宿、核心。这是教学的
“
本义

”
和

“
真义

”,是

教学有效的真谛。为此,报告明确指出:“教学

过程的变化是:学习过程现在正趋向于代替教学

过程。
”匚
"岫

总之,凸显学的地位和作用是当前世

界教学改革的共同走向,从这个角度说,先学后

教是符合世界教学改革潮流的。

三、先学后教的理论创新

(一)就教师、教材、学生三者的关系而言 ,

变
“
教师带着教材走向学生

”为
“
学生带着教材

走向教师
”

教师、教材、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三大基本要

素,提高教学质量,这三个要素都缺一不可。但

是在这三个要素确定的情况下,怎么处理三者的

关系就成了影响教学质量的根本。不同的教学观

体现了对教师、学生、教材三要素及其关系的不

同理解。传统教学过分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把

三者关系定位为:教师带着教材走向学生;“先

学后教
”
模式凸显学生的主体作用,把三者关系

定位为:学生带着教材走向教师。

教材 (知识、教学要求、教学目标)与学生

的矛盾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矛盾。课堂教学是围绕

这一对矛盾运动而展开的。其他矛盾 (教师与学

生的矛盾、学生之间的矛盾等)都是从属于并为

解决这对主要矛盾而存在和发展的。在教材与学

生这对主要矛盾中,教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方

向、目标),学生是矛盾 (及其解决)的主体力

量,解决学生和教材之间的矛盾,主要靠学生自

身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而不能由别人代替。

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学会使用教材,而不是被动地

接受教师传授教材中的知识内容。教师作为教学

主要矛盾之外的
“
第三者

”,是解决主要矛盾的

主导力量。教师就像谈判的第三方,是促成谈判

而不能直接谈判或替代谈判,谈判一定是双方直

接的对话行为。所以,学生与教材的对话 (学生

· 20 。

阅读、解读教材)是教学的根本 (实质、基础)。

传统教学理论把教学过程更多地解释和定位为教

师对教科书 (知识)的讲解与传递过程,在这种

教学观看来 ,教学是教师掌握教材然后把教材的

内容传授给学生的过程。教师就像知识的搬运

工,其作用就是将知识从教材搬到学生那里,把

教材规定的内容讲授给学生。学生就像接受知识 ∷

的容器,其任务是接受教师传递的知识并内化成

为自己的知识:这种教学观将教学的重心放在

“
教

”
上,放在教师对教材的讲授上。先学后教

模式则把教学过程更多地看成和定位为学生的学

习过程 (对教科书文本和知识的解读、建构过

程),学生基于自己的独立学习,带着对教材的

思考、疑惑和见解走向教师,使教学成为师生间

真正的对话和互动。

这一变革非常类似于三十多年前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同样的政府 (生产队集体)、 农民、

土地 (种子),因 为彼此的关系变了,第二年产

量提高了一倍。这个关系改变的核心要点就是政

府 (生产队集体)把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取
(当

然也包括责任)交给了农民,农民被解放了,生

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灵活性被充分地

激发出来,产量不提高都不行。一样的道理,在

“
先学后教

”
模式中,教师把教材的学习权、解

读权 (当然也包括责任)交给了学生,把教学建

立在学生对教材的学习和解读的基础上,从而使

教师、学生、教材三个要素的关系产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教学质量也因此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二)就教与学、教法与学法的关系而言 ,

变
“
先教后学、以教定学、多教少学

”为
“
先学

后教、以学定教、少教多学
”

以学定教 (以学立教)是先学后教的必然逻

辑,既然学生学习在先,那么教只能是从这一前

提和基础出发。以学定教,定出了教的本质属

性:针对性和提高性。教师的教只能是根据学生

在先学过程中提出和存在的问题、疑难来进行 ,

这就是教学的针对性;当然,学生的先学有可能

是知其然,而不是知其所以然,所以,即使学生

都
“
读懂

”了,教师也要进行提高性教学,让学

生知其所以然,让学生掌握教材背后的思想方法

和智慧内涵,从而使教学有深度、有高度,实际

上这也是一种针对性 ,即隐性的针对性。值得强



调的是在针对问题进行教学时,也不是由教师包

办代替 ,而是要继续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力。凡是

学生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 ,要继续让他们 自己去

独立解决 ;凡是学生不能独立解决的问题 ,则启

发、引导、组织全班同学共同解决。这是更深层

的针对性 ,即不仅针对学生的问题和能力 ,也针

对学生的潜力。总之 ,以学定教,定出了教的内

容,也定出了教的方式。与针对性相对立的是全

面性 (系 统性),这是以教定学的特点 ,全面系

统的教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独立性、独立品格 ,

教师越教 ,学生越不会学。

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使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

不断得到表现、强化、培养 ,随着学生学习能力

越来越强,教师越教越少 ,越教越精 ,学生越学

越多,越学越会学 ,从而实现少教多学。少教多

学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时间上 ,教师要

把学习的时间还给学生。先学后教模式对教师教
(讲)的时间往往有严格的控制 ,目 的就是把时

间还给学生 ,让学生自己支配 ,保证学生有充分

的时间独立自主地进行学习;二是在内容上 ,教

师要把阅读和思考权利还给学生 ,让学生主要通

过自己的学习来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教师要遵

循
“
三不教

”
原则 ,即 :凡学生 自己看书能看

懂,不教 ;凡看书不懂但自己想想能够弄懂 ,不

教 ;想想不懂但经过学生之间讨论能懂 ,不教。

通过
“
三不教

”,实现教学内容主要由学生 自己

掌握、教学问题主要由学生自己解决 ,教学目标

主要由学生自己达成。三是在性质上 ,教师的教

要在
“
启发

”
上下功夫 ,要通过引导、激励、鼓

舞、点拨 ,将学生引向主动学习、深度学习、创

新学习的境界。主动学习是就学习的状态而言

的,它表现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情感投人 ,有

内在动力支持 ,并从学习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

验。就像苏霍姆林斯基所说 :“学生在学习和思

考的同时,还感到兴奋和激动,对发现的真理不

仅诧异,有时甚至惊讶 ,意识到和感觉到自己的

智力 ,体验到创造的愉快,为人的智慧和意志的

伟大而自豪。
”E7□68深度学习是就学习的内容而言

的,它表现为学生的学习不是仅仅停留在知识的

现成结论上 ,而是深人到知识的形成过程中;不

是仅仅理解掌握在知识的本身内涵 ,而是掌握、

领会知识所蕴含的思想和智慧。深度学习本质上

是一种智慧学习。创新学习是就学习的主体而言

的,它表现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唯书、不唯

师,不满足于现成的答案和说明,敢于和善于质

疑、批判和超越书本和教师。创新学习是学生主

体性和个性得到张扬和培养的过程。而先教后

学、以教定学的必然结果是多教少学 ,教师教得

多,学生学得少。学生学得少 ,是因为其一学生

没有时间自己学 ;其二学生不会独立学。教师以

教代学,学生不是自己学会 ,而是被教师教会,教

会不是真正会,从心理学角度讲,教会容易使学生

产生
“
假知

”,即不是真正理解和消化的知识。

(三 )就 学与学、学生与学生的关系而言 ,

变个体性学习为合作性学习

合作学习是针对班级授课制背景下学生学习

的组织形式而言的,相对的是
“
个体学习

”,它

主要有小组合作学习 (对学、组学)和全班合作

学习 (群学)两种形式。在传统教学中学生与学

生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或消

极的,所以学生与学生、学与学之间的关系是封

闭的,彼此缺乏交往和互动 ;而在另一方面,由

于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传统教学又不恰当地强

化学生之间的学习竞争 ,使学习活动充满排他

性 ,彼此缺乏合作和互助。合作学习认为 ,生生

互动是教学系统中尚未开发的宝贵的人力资源 ,

是教学活动成功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在课堂

上 ,学生之间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对学生学习

的成绩、社会化和发展的影响都更强有力。E卩彐大

量的教育实践都证明,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相

互合作的学习方式,要 比个体独自学习的方式能

取得更高的成绩和更好的效果。先学后教模式成

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利用合作学习的

教学组织策略。通过先学,每个学生对教材知识

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 ,彼此的交流和互动就有

了基础和前提;通过先学,不同基础的学生彼此

之间的差异和分化进一步
“
扩大

”,彼此的互帮

互助就有了必要和可能。

先学后教模式使合作学习的功能得到了更充

分的发挥 ,一方面,交流和互助能够促使知识增

值 ,活跃学生思维 ,学生通过交流和互动分享彼

此的理解、知识、体验和观
`点
,从而深化了教学

认识 ,丰富了学习内容 ,学习过程因此成为课程

内容持续生成与转化、课程意义不断建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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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知识在对话中生成,在交流中重组
:

课堂模式的一个亮点,也是墀高课堂教学质量的

一个秘密武器。

(四 )就教学设计和运行机制而言,变 以教

为主线为以学为主线

学是本源性和目的性的存在 ,相对雨言 ,教

则是条件性和手段性的存在。强调学的本源性、

目的性 ,必然要求课堂教学要实行先学后教 ,教

学设计和教学活动要以学生的学习为主线。学生

文本阅读和个人解读的全过程 ,学生观察、操作

的全过程 ,学 生问题生成、提出、解决的全过

程 ,学生由浅到深、由片面到全面、由表及里、

由不知到知、由不会到会的认知特别是思维发展

的全过程 ,应该成为贯穿课堂的主线和明线,教

师的教学及其设计要以学生的学习及其活动作为

线索。
“
教学的根本目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体

现、落实于学的状态,教的必要性建基于学的必

要性,教的现实性取决于学的可能性,教的准各

依存于学的准各。整个教学的着眼点在于学的态

势。教的目的、任务、内容依存于学的目的、任

务、内容,教的过程符合、适应于学的过程的内

在逻辑 ,教的任务是否完成要看教学目标是否达

到,而后者则落实、体现在学的终态上。
”匚1四 钟

启泉教授也强调指出:“课堂教学应以学生的自

主活动为中心展开。教学目标的设定、教材教法

的选择、班级的集体交互作用等,所有的构成要

素都应当为形成学生的自主活动雨加以统整,都

必须服从学生自主活动的组织。匚
12]学生的学习应

该是自主的、独立的、系统的、完整的,是看得

见的,无论是学习的过程还是结果,是困惑、错

误还是主见、创见,都应暴露、呈现在课堂教学

中,这是先学后教课堂的核心特征,也是提高教

学质量的根本保障。相反,在先教后学的课堂中,

教师的教是主线,教师的教是系统的、完整的、

全面的,雨学生的学则是跟随、附和、被动的,

它表现为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教

师写、学生抄,教师放 PPT、 学生看,学生学习

特别是自主J眭、独立性的学习是零碎的、片面的、

断裂的,这样的课堂,看不到学生完整的、自主

的学习,自然也看不到学生学习的质量。

四、先学后教实践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先学后教模式对于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提

在共享中倍增。
”不仅如此,学习中的交流和互

助还有助于激发学生灵枣,不同观点和思路的碰

撞、交锋,最容易产生新颖的观点、奇特的思

路,从而增强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广阔性。另一

方面,互帮互助 (互学互教)有助于解决班级授

课制中集体教学与因材施教、一个教师与众多学

生的矛盾。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

许多具体问题和困难都能在组内得到其他同学的

帮助而被解决,这些能够帮助其他同学的优秀学

生,发挥了任课教师所不能发挥的作用,使学生

不同的学习需求能够得到及时和富有针对性的满

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大班课堂上一个教师无

法满是每一个学生的特殊需要的问题,缓和了教

学中的
“
一和多

”
的矛盾。成绩较差的同学因成

绩优秀的同学帮扶而得以提高;成绩优秀的同学

因为帮扶成绩较弱的同学而使自己理解知识的水

平进一步深化。实践证明,学生相互教学有四个

优势。其一,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学

生相互教学使每一个学生都深入到学习过程中

去,激发了学隼的学习愿望。其二,教学的针对

性强。学生针对不会的问题发问,学生针对提出

的问题解答,是一对一的个别化教学,教与学的

效率都很高。其三,学生的思维被激活。在课堂

上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会形成争论氛围,在辩

论中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对问题的理解更深人。

其四,能够减少学业水平的分化。在学生相互教

学中,“潜能生
”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不会因

为知识链上的漏洞,影响下一阶段的学习。这种

学习方式有利于大面积提高学业成绩。匚9彐 实际上 ,

合作学习过程还具有更丰富的心理意义和教育意

义,它对培养学生的归属性、感恩心以及发展学

生的团队精神和利他性品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实践证明,只有基于交往和互助的学习才能

成为学生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

验,这样学科知识增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成为人格

的健全和发展过程,伴随着学科知识的获得,学

生变得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同情心,越来越

有责任感和归属感,越来越有教养。在先学后教

的课堂教学中,学生不仅参与学,也参与教,生

生互教互学,教师式学生、学生式教师,教师和

学生的身份、角色不再泾渭分明,这是先学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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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学有效性有显著效果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笔者认为,当前这一模

式的发展和完善要努力解决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要解决好求知欲和表现欲的关系

苏霍姆林斯基说:“所谓和谐教育,就是如

何把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配合起来 ,使两者得到

平衡 :一种职能就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 ,另一

种职能就是人的自我表现 ,自 己的内在本质表

现 ,自 己的世界观、观
`点

、信念、意志力、性格

在积极的劳动中和创造中以及在集体成员的相互

关系中的表现和显示。
”匚7△ 从心理学角度讲 ,这

两种职能就是指人的求知欲和表现欲。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不一样 ,建立在先学基础

上的课堂教学有其特有的运行动力 ,它的动力来

自学生对课堂的期待 ,学生通过先学带着各种各

样的问题 ,也带着对课本、对教师的挑战来到课

堂,使课堂充满求知欲 (问 题意识)和表现欲

(展示意识),这种求知欲特别是表现欲是传统课

堂教学所缺少的。求知的欢乐和自我实现的愿望

是推进课堂教学发展的永恒内在动力。课堂教学

也不断满足、强化学生的求知欲和表现欲。正是

有了求知欲和表现欲 ,课堂才充满了活力 ,呈现

出了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在先学后教的课堂

中,我们看不到传统
“
闷课

”
的现象 :课堂气氛

沉闷,学生昏昏欲睡,课堂无欢声笑语 ,无思想

交锋 ,思维呆滞。闷课的结果是摧毁学生的学习

兴趣 ,扼杀学生的学习热情 ,抑制学生思维的发

展 ,在这样的课堂上 ,学生虽然获得了知识 ,发

展了智力 ,却丧失了灵气和悟性。

但是 ,就课堂教学的本性和任务而言,求知

欲及其满足是第一位的。就我们所观察而言 ,在

先学后教课堂里 ,学生的表现欲即展示欲是强烈

的,展示活动往往成了课堂的中心,相 比之下 ,

求知欲却显得不足,围绕学生先学过程中提出和

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这本应成为课

堂教学的重中之重的工作 ,在不少课堂却被弱化

了。学生先学之后提出和存在的问题是如何一个

一
个被解决的,学生从不懂到懂、从浅到深、从

不会到会、从不能到能、从错误的到正确的、从
“
共识

”
到

“
见识

”
、从

“
常识

”
到

“
专业

”
、从

“
经验

”
到

“
科学

”
的转化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

这应该成为课堂教学的主线。否则 ,课堂教学的

效果、效率将无法得到保证。

(二)要解决好学生
“
独立”

阅读和
“
依赖

”

阅读的关系

阅读教科书 (教材)是学生先学 (预习)的

核心任务,学生怎么读是其中的关键。我们的观

点是 ,阅读的方法是需要教师的示范和指导,阅

读的活动则应是学生独立进行的。教师的示范和

引导既可以在课堂上现场进行,也可以通过编写

导读 (导学)提纲来进行。在我们的实验研究里 ,

教师的示范和指导一般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

阶段,教读阶段。这是实验的导人阶段,是由传

统教学转向自主教学的起始阶段。它的特点是 :

教师教读 ,学生仿读。教师教学生逐字、逐句地

阅读 ,把课本读通、读懂。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是让学生学会阋读 ,形成阅读习惯。第二阶段 ,

引读阶段。在这一阶段,教师的作用由讲转为引 ,

教师着力于引导,而不是直接讲解。这一阶段的

着眼点是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三阶段 ,自 读阶段。这一阶段是
“
从扶到放

”

“
从教到学

”
的落脚-氪 ,学生可以基本上独立地进

行学习了。它的标志是学生已经具各一定的阅读

能力 ,已经能够进行独立阅读了,而且更重要的

是学生已经学会自己质疑问难,学会 自己提问题。

这个阶段的学习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

我们认为在先学后教的课堂里 ,阅读能力的

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学生的

先学不仅要完成和解决各自的处于现有发展区的

内容和任务 ,并提出处于最近发展区的问题 ,同

时还要逐步地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 ,我们认

为,应尽量让学生在先学时进行
“
裸读

”,即学

生直接面向教科书文本进行阋读 ,可以借助工具

书 (字典)但不要依赖教参或教辅 ,遗憾的是 ,

现在学生手头都有不少教辅 (这一现象在全国有

普遍性),学生在先学时直接查看教辅 ,走 了捷

径 ,一下子把书都看懂了。这是以教辅代替教师

对学生进行讲授和灌输,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

第一 ,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思考能

力。学生读书只是向课本和教辅查找答案 ,没有

思考的读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 ,读书代替思

考 ,导致读书和思考都浅尝辄止。第二,容易造

成
“
假知

”,使教学失去针对性。教科书+教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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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学生只要认真看

看和查找就可径直地获得知识 ,把学生在独立阅

读和崽考中所必然要碰到和解决的各种必要的疑

问、障碍和困难隐蔽起来,这样的教学就失去了

针对性,找不到它的着力点:学生在课堂的展示

也因此带有
“
泡沫

”
和

“
虚假

”
成分。有效的教

学一定要建立在学生真实的认知起点上,学生展

示的内容也应该是基于学生自我的独立思考和个

性化见解。

(三)要解浃好学生个体独立学习与小组合

作学习的关系

学生个体独立学习和小组合作学习是落实和

体现以学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体系的两种基本教学

组织形式。从学习的职能来说,个体学习解决基

础的问题,合作学习解决提高的问题。这也是对

合作学习内容的要求。没有个体学习做基础的合

作学习犹如空中楼阁,没有经过个体独立思考而

展开的交流讨论如无源之水。对合作学习的认知

功能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合作学习旨在解

决个体无法解决的疑难,通过小组讨论 ,互相启

发,达到优势互补,共同解疑,个体通过独立学

习能解决的问题就不必在小组里讨论。离开学生

个体的独立学习和深人思考,相互间的交流和讨

论就不可能有深度,不可能有真正的互动和启

示,对小组内的不同观点也根本无法提出真正意

义上的赞同或反对,也无法做到吸取有效的成分

修芷、充实自我观点,这是无效的合作学习,它

不但不能相互促进?反而在无形中剥夺了学生独

立思考、自主学习的机会。总之,个体学习是基

础,没有高质量的个体学习,就没有高质量的合

作学习;合作学习是提升,高质量的合作学习使

个体学习的困惑得以消解、问题得以解决。在某

种意义上,课堂教学就是个体学习与合作学习相

互促进的螺旋上升过程。在以展示为核心环节的

先学后教课堂中,学生小组的合作特别是同伴的

交流和互动、互助、互查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这确实是先学后教的亮点和成功的秘密武

器。但是,在实践中,先学后教的课掌的确存在

学生因急于展示和互动而忽略了个人对文本的独

立的深度的解读的现象,这样的合作有形式雨无

实质。我们认为,任何课堂都需要学生个体独立

的静悄悄的阅读和思考,这种阅读和思考越充

分、越有深度,小组的交流和互动才会越有质

量、越有效果。

(四 )要解决好学生 自主学习与教师指导教

学的关系

在先学后教的课堂里,教室变成了学室,课

簧鑫霾鞣魁查晕鼋
冢葱筵箩搴童鼋窖晷鏊曷l蟊蟊:簏
有发展区的问题和书本的浅层问题,雨最近发展

区的问题和书本的深层问题却有赖教师的指导教

学。指导教学要求教师的教要在学生的发展上下

功夫,要在文本的理解深度上下功夫,要在学生

的思维创造性△下功夫,要在教学和知识的生成

性上下功夫。提高性教学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教

学,它会使学生在理解、掌握知识的同时,开放

知识、质疑知识、批判知识、探究知识、反思知

识、创新知识,从而获得智慧的力量。提高性教

学是实现知识性课堂转向智慧性课堂的关键。当

然,这种基于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模式不仅对教

师的教学提出了质的规定性,而且对教师的专业

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教师本身就是一部

活生生的教科书,一部非常生动、丰富、深刻的

教科书,一个具有巨大教育力量的榜样。教师应

努力达到
“
扬弃

”
教材、 “

超越
”

教材的境界 ,

教材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善于弹离的跳板而

已,他能够给学生的远比教材多得多。另一方面

要求教师成为真正的心理学家,对学生的心理了

如指掌,能够真正做到想学生所想,想学生所

疑,想学生所难,想学生所错 ,想学生所忘,想

学生所乐,从雨以高度娴熟的教育智慧和机智
?

灵活自如地带领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用 自

己的思路引导学生的思路,用 白己的知识丰富学

生的知识,用 自己的智慧启迪学生的智慧,用 自

己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情感,用 自己的意志调节学

生的意志,用 自己的个性影响学生的个性,用 自

己的心灵呼应学生的心灵,用 自己的灵魂铸造学

生的灵魂,用 自己的人格塑造学生的人格,实现

真正的以人教人 l

先学后教是教学领域的一场具有实质性的变

革,是我国具有草根性质的教育创新,是我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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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土长的教育学。先学后教的实质就是把学习的

主动权还给学生 ,这是学习方式重建和课堂教学

重建的
“
支点

”
。赋予学习者学习的权力和责任 ,

让学习者成为其学习活动的真正主体和主人 ,转

变以往外在性、被动性、依赖性的学习状态 ,把

学习变成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生

成、张扬、发展、提升的过程。这是学习观的根

本变革。学习不是一种异己的、外在的、
“
无动

力
”

的活动 ,而是一种发 自内在的精神解放运

动 ,即学习是基于个体的杈力责任、兴趣爱好和

理想追求 ,学习是独立思考、质疑探究、自主建

构和批判创新的活动 ,学习是相互沟通、积极对

话、相互欣赏、共同提高的过程。先学后教的核

心就是学习观和学习方式的变革。

正是学习观和学习方式的变革 ,引发了课堂

教学的革命性变化和实质性进步。学习成了课堂

的中心 ,学生成了课堂的主角,课堂成了基于学

生的学习、展示学生的学习、交流学生的学习、

深化学生的学习的真正的学堂。在这样的课堂上 ,

教师的教也找到了它最准确的定位:促进学,即

提示学、指导学、组织学、提高学、欣赏学。

总之 ,先学后教已被实践证明是一条既能减

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又能提高教学质量的教改之

路。这项富有成效的教改实验 ,是我国中小学教

师的伟大创举 ,它既包括各地、各校因地制宜、

因校制宜的个性化、个别化的经验措施 ,又包括

反映素质教育方向和体现时代精神的具有普适性

和普遍推广意义的本质规律 。本文正是对先学后

教的本质规律的内涵的
`总

结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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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1ationship bet、 veen teaching and1earning is the most essential ono in the theory of

teaching,The sⅡ ft from teachin⒏ befor⒍ lear血ng to loar血 ngˉ be± oreteaching is not the simple a曲 ustment

to the order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concerns 、vith various aspects in teaching, such as teaching

thought,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pattern.Thus, learnin⒏ before teaching triggers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 and fundamental progress in classroom teaching。  The essence of learnin⒏ beforeˉ teaching is

returning the right and responsibⅡ ity of 1earning to students. Its pre∏Ⅱse is to teach students ho、v to

learn, especia11y ho、v to read and think。  The key of learningˉ beforeˉteaching lies in the construcu。n of

newˉ systen1and mode1of c1assrooFn teaching that demonstrates learning as its base, center and backbone。

Learningˉ before-teaching is the education innovation、 vhich has roots in nature, and、vhich is the local

pedagogy in China,

Key words: learnin⒏ befor⒍teaChing, teaching based on1earning, less teaching and mor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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