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DB 32020年12月3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夏应霞 美编 李静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lilun@163.com 话题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3 栋 2 单元（共 7 层楼，每层

2 户人家），住户正在商议加装电梯

问题。经调查得知，安装一部电梯

大概费用 40 万元左右，政府补贴

19 万元，剩下的 21 万元由该单元

住户分摊。加装电梯费用分摊方案

应该如何制订？”前不久，东光实验

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们收到了附近某

小区业主委员会的求助，业主们希

望根据电梯费用、政府补贴、楼层等

因素，孩子们用所学的数学知识给

出费用分摊方案，方案要体现公平、

公正原则。

“孩子们接到任务后，乐此不疲

地去实地调查。他们按照业委会的

要求，首先讨论出了两个原则：一楼

不给钱；楼层越多，钱越多。”张希老

师是这一项目的指导教师，她说：

“这个项目聚焦的问题是‘如何优化

加装电梯费用分摊的算法才能使其

更合理？’孩子们会用平均分、倍数、

分数及其具体算法来分配各层楼住

户应该承担的费用比例。他们不但

要用运筹的思想建立数据模型，更

重要地要成为问题解决者和社会公

平的维护者。”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正是生活中

常见的事件，且社会关注度高。四

川师范大学副教授薛巧巧对活动给

予高度评价：“有些孩子对数学存在

畏难情绪，到了高段更为明显。这

一项目将课堂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

活联系起来，教师教得有效，学生学

得开心，不仅巩固了课堂知识，还发

展了思维能力。”

“加装电梯”主要与数学学科相

关，属于学科内项目。在东光实小，

项目更多地表现为跨学科项目和超

学科项目。这三种类型“项目学习

课程群”丰富了东光实小师生的教

学样态。

学生 学习很“好玩”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是每个孩

子难忘的回忆。科学组老师给居家

学习的孩子布置了作业——用身边

的材料，制作出自己所认为的“新冠

病毒”，制作肺部模型，用飞沫传播的

实验了解戴口罩的重要性。孩子们

用西红柿、橙子、胡萝卜制作了各种

样式的病毒模型……“很喜欢这个项

目，让我轻松地了解了这场疫情。”四

年级二班的罗勋颖表达了感受。

聚焦大概念的项目式学习中的

项目从何而来？校长杨莉说：“项目

的开发遵循‘多渠道’和‘开放性’原

则。立足学科，依托教材；儿童为

本，满足需求；走进社区，联结生

活。项目可以来源于学科问题、儿

童兴趣、社会现象，并且打破书本、

学科和学校的局限，开辟更广阔的

项目式学习空间。”

比如：数学教材中的《滴水实

验》，让学生探究一个没有拧紧的水

龙头一年会浪费多少水？“这对学生

来说，就是一个具有综合性、实践性、

开放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基础上，

我们加入了实验探究、海报制作、水

资源现状调查、节水宣传等内容，将

一个学科问题丰富成为了一个项

目。”副校长姜雪燕说。

学校将孩子普遍感兴趣的问

题，通过提炼、简化、设计，转换为可

供探究的项目。比如项目《汉字·灯

谜》，因为大多数孩子非常喜欢猜谜

语，加上元宵节时社区、商场都有猜

灯谜的游戏，于是，教师将“生活中

的猜灯谜”的游戏转换成为一个项

目——做花灯，让孩子亲历“识灯谜

——编字谜——做灯谜——猜灯

谜”的过程，从生活走向课堂，从课

堂回归生活，在“玩”中学习。

教师 与学生共成长
项目式学习并不是一个新的概

念，而是来源于教育家杜威的“体验

式学习”，其核心思想是“在做中学”

和“学用合一”。项目式学习中的项

目“是一个共同构建和磋商的行动

计划”，是“以主题和任务为中心的

教学方式，是所有参与者共同磋商

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一些明显的

变化在教师身上发生。

杨蓝，从教十几年的语文教师，

也是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3 年

前，她和孩子们进行“一站一成都”

项目研究。他们围绕“天府文化”，

为成都地铁站设计各具特色的站台

文化墙。杨蓝和孩子们走出校门，

分组收集信息，实地调研，设计出认

为最能代表成都特色的地铁站模

型。让杨蓝惊讶的是，孩子们用几

块泡沫板拼接，用画笔勾勒出非常

漂亮的图画，创意连连，所有的作品

绽放出美和思想的火花。

“项目式学习给我和孩子们都

带来了巨大的收获！”杨蓝说，项目

式学习让教师成为校本课程的开发

者，孩子们也表现出在课堂教学中

难以发现的特长。“一个平时学业成

绩并不好的孩子解决了大家都难以

解决的问题，其他同学从此对他刮

目相看，他也找到了自信。”这批学

生已经升入初中，他们告诉杨蓝：项

目式学习是小学“最难忘的时光”。

有了“一站一成都”之后，“一景

一成都”“一物一成都”等围绕“天府

文化”一系列项目式学习在不同的

年级开展起来。教师引领孩子聚焦

“文化”，深入理解、认同并传承学校

文化、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去理解

和包容世界优秀文化，进行创意表

达。“教师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关注学

生的成长，而不是只局限于自己的

学科成绩，对学生的评价趋于多

元。”杨蓝说。

“本来，我们这个课题叫‘聚焦

学生核心素养的双轨道课程建设研

究’，经过几年探索聚焦于‘项目式

学习’。”杨莉笑着说，目前学校开发

了近 30项课程，教师研究力显著增

强，影响力极大提升。2016年至今，

学校科研团队论文发表的数量已达

10余篇，获得国家级论文奖项有 50
余个；有 5 名教师被评为锦江区特

级教师。

项目式学习在中小学的兴起绝

非空穴来风。作为一种新的学习样

态，项目式学习既是培育学生核心

素养的重要方式，又是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现实途径。过去，学生之

所以有知识但缺乏能力，有知识但

缺乏品格，其中一个原因是学生的

学习缺乏深度。换句话说，学生核

心素养的发展需要学生展开更为强

健和更有深度的学习。如果说问题

解决学习是深度学习的基本模式，

那么，项目式学习则是深度学习的

一种操作方式。另一原因是，今天

强调学生更为充分的全面发展，包

括多方面的发展、整体性的发展和

多样化的发展。什么样的学习方式

才能达成“多方面、整体性、多样化”

的目标？项目式学习无疑是一个重

要的实践选择。

无论是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缺

失，还是学生全面发展的不足，其重

要根源乃是两相分离的学习模式：

一是知识与事物的分离。学生直接

与知识的外壳和形式发生关系，获

得了大量缺乏实际内容的空洞知识

和惰性观念。二是知识与知识的分

离。学生专注于零散的知识点学

习，难以沟通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内

在联系，获得了大量缺乏整合而更

具迁移力的碎片化知识。三是知识

与行动的分离。由于学生的知识学

习与知识运用被强制性地拆分成两

个过程，学生的深层动机、切身体

验、高阶思维、深度理解和实践创新

都会遇到困难。四是知识与自我的

分离。知识与自我难以发生关联而

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学生展开的

只是由内而外的知识建构过程，其

结果是仅仅在工具和功利的意义上

去获得和运用知识。反观项目式学

习，则在很大程度上较为有效地弥

合了知识与事物、知识与知识、知识

与行动以及知识与自我的分离，从

而成为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和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分

则伤，合则利”。项目式学习的精髓

在于“合”！

概括地讲，“项目式学习”就是

借助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实际问题，

引导学生在探究中完成一件有意义

的事情并最终形成实际作品的问题

解决学习模式。这里有三个关键

词：一是“实际问题”。项目式学习

需要学生解决的问题一定是源于

生产生活实际的问题，因而学生需

要完成的事情也是真实的事情。

二是“有意义”。项目式学习需要

学生解决的问题和完成的事情不

仅具有特定的教育意义，而且往往

还是具有“一次性”的问题或事情，

因而具有挑战性，需要学生通过探

究才能解决和完成。例如，学生早

晨需要完成刷牙的事情，但刷牙这

件事情是重复要做的事情，不具有

“一次性”，因而也没有多少挑战性

和探究的必要。三是“作品”。项

目式学习不满足于获得答案和结

论，需要最终形成实际的作品，包

括报告、方案、模型、图样或产品

等。

从基本特征来看，项目式学习

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实践性。实

践性是项目式学习的首要特征。项

目式学习强调实践参与和行动中

学，强调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

程中去完成真实的事情，因而又常

常具有真实性与挑战性。（2）探究

性。项目式学习不是要求学生简单

地完成一件事情，而是需要在问题

的深度思考和探究中去完成一件事

情。（3）综合性。项目式学习需要学

生运用各种相关的知识、技能、经

验、品格等素养成分，需要学生运用

多种学习方式和问题解决方法，而

且最终实现的是学生各种素养的整

体生成与发展。（4）创生性。项目式

学习在过程中往往贯穿着学生的个

性化理解和高阶思维的介入，最终

形成的作品也具有高度的个性化特

征和创造性。

项目式学习设计无疑给教师带

来了极大的挑战，涉及教师多方面

的素养。但从整体上看，教师需要

突破的两个重点是“项目”设计和项

目式学习的过程设计。显然，项目

式学习设计的质量高低首先取决于

“项目”本身的设计状况。通俗地

讲，一个完整的“项目”包括三个要

件：“事情”（Thing）、“问题”（Prob-

lem）和“作品”（Works）。高质量的

“项目”设计出来后，项目式学习设

计的重点便是学习过程的设计。项

目式学习过程的设计尤其需要注意

三点：1.问题的界定与分析。在明

确事项和任务之后，教学必须引导

学生发现和界定隐藏于背后的核心

问题（本质性问题），并围绕这个核

心问题展开深度的分析与思考。否

则，有深度的项目式学习就会变成

简单的行为操作。2.创意的提出和

论证。无论哪种项目式学习，都鼓

励学生的个性化理解和独创性见

解，因而需要引导学生从不同视角

提出自己的创意，并对创意的合目

的性、合规律性和合规范性进行论

证。否则，就会失去培育学生创造

性 思 维 和 审 辩 式 思 维 的 宝 贵 机

会。3.成果的展现和鉴赏。项目式

学习绝对不只是单传的作品发布

和推销，其重心应该放在引导学生

围绕作品展开欣赏、评论、质疑、批

判和反思整合等更有深度的互动

之上。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在项目式教学的框架内，学生是基

于一个个有意义的项目主题，在真实主

题学习的任务驱动情境下，对获取知识

进行科学规划，并通过合作、探究、讨论

等方式，最终完成一个有意义、有价值

的项目任务，最终形成项目研究成果，

并向公众展示成果，接受同伴的评价和

学习者的反思。通过项目式教学，可以

引导学生在做项目的具体过程中充分

动手、动脑、交流与合作，从而达到培养

关键能力的目的。

要真正实现项目式学科教学，教师

必须深入理解其核心要素。通过近年

来在小学英语学科教学中的研究和实

践，笔者认为，项目式教学要培养学生

的“四种能力”：

一是基于学生“最近发展区”的任

务驱动，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师设

计的任务不是教师自我感觉的题目，而

是基于学情研究即生本的基础上，设计

出需要学生持续探究才能解决的问

题。在解决问题时，教师也不是简单教

给方法，而是让学生自我判断到底采取

哪一种方式才是最佳策略。这一过程

中，问题的设置要具有挑战性，同时也

要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激活学生的

“脑细胞”，让他们大开脑洞，保证项目

的顺利完成。

二是基于生活“现实情境”的真实

活动，培养合作沟通能力。“教学做合

一”，学生的学习不是简单地掌握英语

的语法知识，更不是简单地会写英语单

词或者说一些口语，而是要创设生活情

境，让课本知识走进生活，走向现实生

活中面临的具体问题。这一过程学生

只有通过项目组的组建、充分讨论，发

挥小组各成员的“角色”力量，才能解决

一个个真实的问题。

三是基于“不断反复”解决问题的

交互实践，培养知识运用能力。一个人

最难的是看到自己的“不完美”，项目式

教学通过引导学生在不断反思、合作、

修订，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学生

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在不断“试错”中

发现一个又一个新问题，在不断“回头

看”中修正、优化实施方案，甚至有时候

还会“推倒重来”……这一过程有利于

培养学生不断运用已有的经验和知识，

将知识转换为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是基于“客观评判”完成过程的

自我反思，培养自主创新能力。项目式

教学使学习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问题

的方案设计、具体实施、最佳结论的得

出、研究成果的评判，均让学生站在学

习的正中央，由学生自己完成，因而具

有自主性和创新性，其项目的完成过程

本身就是创新能力发展的过程。

如何通过项目式教学的学科切入，

培养学生上述“四种能力”？可以通过

以下步骤开展实践：

一是科学设计项目，创设情景。从

知识和语言能力的角度，我设计了语

法、翻译、报刊阅读、游戏学习、角色互

动、制作英语海报等项目，让学生自主

进行选择。二是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

项目的内容设计，自由组合成不同的项

目完成小组，确定组长人选及小组成员

的角色分配，明确分工，各负其责。三

是每个小组根据选定项目主题，制订实

施项目的计划，确定需要研究或解决的

具体问题。四是小组成员收集有助于

回答或解决主要问题的信息资料，进行

探究协作和问题的解决。五是各小组

讨论确定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开始

实施项目，并选择一种或多种方式呈现

小组的研究成果。六是各项目小组将

学习成果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展示，并接

受其他项目组的修改建议，进行进一步

的改进，让每一个项目组成员对完成项

目过程进行反思。七是开展多维评价

和形成性评价，通过教师评、同伴评、小

组自评和家长评，让项目组发现完成这

一项目过程到底养成了哪些思维品质

和学习能力。这一过程中，教师亦可通

过这一完整的“链条”发现自己在项目

式教学切入上还存在哪些不足，为以后

教学改进提供参考。

（作者系巴中市巴州区兴文镇中心
小学校教师）

“项目”撬动教与学
——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的“项目学习课程群”探索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编前

随着教育改革进入
“深水区”，教学手段不断
“翻新”，以聚焦学生核心
素养，培养学生批判性思
维、任务驱动的项目式学
习走入大众视野。

项目式学习 (Proj-
ect-based learning, 简
称 PBL), 是让学生通过
对真实的、复杂的问题进
行探究，并从中获得知识
和技能。大量实践表明，
学生在项目式学习中表
现出高度的主动性和学
习热情，教师由被动传
授者转变为学生兴趣激
发者、资源提供者、建构
支持者。但是，由于学
习内容跨学科，学习方
式是小组协作式的活
动，学习成果的呈现形
式多样，项目式学习给
学校带来了理念和行为
上的调整和变革。

如何因地制宜进行
项目式学习？从2011年
起，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组建了横跨 10 个学科、
纵跨1-6年级、“家校社”
三方联动的研究团队,构
建了学科内、跨学科、超
学科的项目学习课程群，
不仅仅完成了一批批“项
目”，更重要的是通过“项
目”，师生“动”了起来，教
学“活”了起来。

项目式学习的实践意蕴
■ 李松林

项目式教学
的学科切入

■ 朱丽

“中国结之城”项目组的孩子们在拉票（图片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