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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进 去 讲 出 来 ”是 徐 州 市
2014 年开始在全市范围推行的一
项课改工程。“学进去讲出来”是以
学生自主学习作为主要学习方式，
以合作学习作为主要教学组织形
式，以“学进去”“讲出来”作为学生
学习方式的导向和学习目标达成
的基本要求的课堂教学方式。“学
进去讲出来”主要是通过教师指导
下的全程自主学习，以自主学、合
作学、质疑学、“讲出来”“教别人”
的学习方式，边学边讲。“学进去”
重在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强调的是
达成“学进去”的结果；“讲出来”是
指用所学的知识帮助同伴解疑释
难、解决问题，强调的是在“讲出
来”“教别人”的过程中，达成复习
效果，强化所学知识，发展自身综
合素质。从教学过程看，“学进去”
是“讲出来”的基础，“讲出来”是

“学进去”的动机和结果。

“学进去讲出来”的三个
层面

“学进去讲出来”学习教学主
张，从字面上理解，至少有三层意
思:

一是揭示了“讲出来”的学习
心理需求。发生学习的前提是激
发潜在的学习动机，好奇、兴趣、愉
悦等心理需求都能够激发学习动
机。“讲出来”是由学习的社会性决
定的，是“对话”式学习交际行为，

“讲出来”可以产生分享、自尊、归

属、成就、愉悦等心理感受。“讲出
来”是学习目的，也是学习动机，为
了“讲出来”就要“学进去”，“讲出
来”是对“学进去”的召唤。顺应了
学习者“讲出来”的心理需求，也就
激发了学习者“学进去”的学习动
机。“学进去讲出来”揭示了“学奠
基讲，讲召唤学”的“学—讲”学习
激励机制。

二是推介了“讲出来”的学习
测量方法。“学—讲”主张（即“学进
去讲出来”的主张）强调的是“学”
进去，而不是“教”进去。“学进去”，
这个“进去”的目标，不是知识进入
人脑，而是“人”进入知识领域。
不是把知识装进学生脑子中，而
是学习者思想进入知识领域，主
动展开探索、加工，形成结构化
的“人工物”，和自己原有的知识
结构发生联结。“学进去”操作上
是学习者通过感官与学习对象相
互作用的过程，目标指向在头脑
中建立新的联结，产生较为稳固
的心理行为变化。

测量学习是否达成目标的方
法手段很多，“讲出来”是简洁有效
的学习成效检测手段。“学进去讲
出来”学习教学主张揭示了学习的
目标追求，学习的目标就是“学进
去讲出来”。与此相反，教学实践
中存在不少学不进去、讲不出来的
现象。检测学没学进去，就看讲不
讲得出来。讲不出来，就没有学进
去，就没有学好。教学也就没有达
成目标，就不能“翻过这一页”。

更为重要的是，“讲出来”是对
学生学习思维发展的“测量”。学
习过程中学生所思所想，思维发展
路径很难观测，认知心理学把这一
现象称为学习的“黑箱”。“讲出
来”让思维可见，把学习内容讲
出来，把学习心得讲出来，把为
什么这么想讲出来，呈现学习思
维过程，打开了认知的“黑箱”。

“讲出来”使课堂上呈现了不同学
生群体思维的“等高线”，也画出
了沿着课堂时间轴上学生思维发
展的“波浪线”，使矫正、发展学
生思维，提升思维水平成为可能。

三 是 构 建 了 “ 讲 出 来 ” 的
“学—讲”学法。“讲出来”是达
成“学进去”目的的有效学习方
法，这个认识被“学进去讲出
来”的学习主张唤醒。作为学习
者都有这样的经验，能“讲出
来”的，就是学会了的；学得越
深，讲得越透。这也是常识。

“学进去讲出来”作为学习方
法，权且称为“学—讲”学法。

学习者的思想进入知识领域
探索，认识了知识的来龙去脉和
本质属性，找到了外部知识和内部
已有知识的契合点、联结点，形成
内外部知识结构稳固的相互嵌
入。这个思想的探索过程、心理联
结后的“人工物”，就是之所以能

“讲出来”的依据和表达对象。
“学—讲”分三个层次或阶段

完成。第一层次是文本复述。依
据文本反复复述，视觉、听觉、

言语的刺激，使神经系统建立新
的联结关系，达成初步学习目
的。第二层次是回忆表述。依据
关键词、主要线索，通过联想、回忆
的心理操作，加工文本输入信息，
回忆、再现文本语言，做到“讲出
来”。第三层次是自主叙述。就是
用自己的语言，自主地叙述，较为
完整、准确地表述文本信息，“自我
的言语”形成过程，就是外部信
息内化为内部认知结果的过程，
标志着学习内化的“人工物”诞
生。概括地讲，“讲出来”按讲的深
度分“三讲”：一讲，文本复述；二
讲，回忆表述；三讲，自主叙述。文
本复述、回忆表述、自主叙述三个
层次、阶段的“讲出来”的讲法，构
成“学—讲”学法。“讲出来”使“思
维可见”，也就使“学法可教”。

“学进去讲出来”阐释的
学习本质

“学进去讲出来”是一种学习
教学主张，一种学习教学观，是
对学习机制、路径、方法、本质
和学习终极关怀的简明概括。在
实践层面，则是指向一类学习教
学方式。

“学进去讲出来”的学习教学
主张，目的在“学进去”，方法在“讲
出来”，机制在“学”和“讲”的联结。

“学进去讲出来”至少可以在
学习原理的五个基本问题方面加
以阐释。

“学进去讲出来”把“学”和
“讲”联结在一起，建构了“学—讲”
学习机制。“学”和“讲”相互召唤，
相互促进，“学”奠基“讲”，“讲”促
进“学”，激发学习动机。

“学进去讲出来”从“学”得进
去到“讲”得出来，概括由“学”到

“讲”的学程。学习从信息输入到
信息输出的信息加工过程中，信息
加工越深，学习输出的成效越大。
起于“学”，终于“讲”，“学—讲”从
认知原理阐明学习路径。

“学进去讲出来”目的在“学”，
方法在“讲”，用“学”和“讲”定义学
习。“学好”要讲出，“讲好”即学透，

“讲出来”为了学习，“讲出来”是最
好的学习，揭示了学习方法。

“学进去讲出来”其“学”的本
质是发展思维，“讲”的作用在外显
思维，使思维可见、可教。“学—讲”
的逻辑是“学”而思，思而“讲”，“学
—讲”中训练、发展思维，指向学习
本质。

“学进去讲出来”因“学”得进
去、“讲”得出来而体验到学习生活
中的成功、愉悦感受，彰显了学习
生活的价值意义。“学—讲”的理念
和学习教学方式，使学习生动，课
堂灵动，人际互助。“学—讲”的学
习教学实践，使学习者会“学”而
悦，乐“讲”而“学”，发展身心、润泽
生命，引发学习升华，成就了学生
自主、自信、自律的人格。

（作者系江苏省徐州市教育局
副局长）

怎样理解“学进去讲出来”
李运生

⦾前沿论道

近日，记者在山东潍坊外国
语学校采访时，看到一幅生动的
有关品格教育、以德树人的形象
罗盘图，这幅罗盘图悬挂在各校
区的显著位置，成为参观学习者
驻足拍照的景观。

“这幅罗盘图诠释的是学校
开展的根基品格教育内涵和架
构，每月对应一个品格主题，每
周强化一个行为习惯，目标清
晰 ， 层 次 分 明 ， 十 分 便 于 操
作。”潍坊外国语学校校长胡东
文介绍说。

“九化”路径，让德育
实现“三贴近”

4 月 1 日下午，潍坊外国语
学校三年级二班教室里，学生们
正在分组进行“火灾逃生”比
赛。只见，每个小组面前一个瓶
子，瓶内是绑着细线的若干个小
球，小球的大小跟瓶口差不多。
每个小组成员手拎一条绑着小球
的细线，假定瓶子就是火灾现
场，每个小球代表一个同学。每
个“人”只能从“瓶口”逃出来
才能活下来。比赛规则是：最先
将小球全部取出的小组为优胜小
组。当手持秒表的老师喊出：

“开始！”同学们热情高涨，积极
动脑筋想办法。虽然多数小组求
胜 （生） 心切，导致多次失误，
但通过失误和讨论，同学们都认
识到：当遇到危险时，冷静思
考，沉着应对，按秩序依次通过
狭口 （瓶口），才能节约时间，
赢得胜利。

这是该校“品格教育”第一
章“有序”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一
个现场片段。整堂课中，教师没
有灌输，没有说教，而是指导学
生做游戏。学生神情专注，兴趣
盎然。特别是在讨论环节中，同
学们争相发言，各抒己见，气氛
极其活跃。

据介绍，该校将根基品格教
育“课程化”。他们根据 8 年实
践探索总结编写的校本教材“品
格教育”，共包含“有序”“友
善”“诚信”等12个品格，每个
品格包含“品格认知—品格辨析
—品格实践—名句荐读—故事链
接”五大板块。由于内容与学生
年龄特点、生活实际密切相关，
所以品格教育课成为学生们的最
爱。2010 年 4 月，学校为潍坊
市小学教学工作会议提供了两节
品格课，一节是用双语形式执教
的“坚韧”，另一节是用音乐剧
形式执教的“接纳”，令现场观
摩的嘉宾耳目一新，他们无不感
叹地说：“品格课原来还可以这
样上啊。”

这是该校实施品格教育的
“九化”之一——“课程化”。除
此之外，还有“学科化”“活动
化”“家庭化”“榜样化”“行为
化”“年级化”“信息化”和“激
励化”。通过这“九化”，学校德
育工作贴近了学生，贴近了实
际，贴近了生活。

两大工程，让品格传递
品格

“德育难，德育难，校长真
抓就不难。”校长胡东文深有体
会地说，“真抓就是把德育当作
科学来研究，当作事业来对待，
当作生命来珍爱。”在该校，“德
育为先”已成为一系列实实在在
的具体行动，“校长引领工程”
和“教师示范工程”便是明证。

在学校会议室，记者见证了

一支颇具规模的德育研究团队。
这支团队由校长挂帅，分管校
长、学管主任、教务主任、科研
主任等百余人组成，核心成员10
余人。他们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和
学术沙龙，研究和解决学校在实
施根基品格教育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胡校长还率先垂范，为教
师做实事献爱心，按他的话说就
是“以爱心点燃爱心，以品格传
递品格”，营造出一种有声有色
工作、有滋有味生活、有情有义
交流的良好氛围，集中反映出

“校长引领工程”的重要作用。
在学校荣誉展室，记者看到

来自各地各学校的感谢信和锦
旗。

这些感谢信和锦旗都是表彰
该校师生拾金不昧、乐于助人、
无私奉献优秀品格的。“这是我
校实施‘教师示范工程’带来的
效应。根基品格教育需要榜样的
力量。”副校长张文然介绍说。

在该校，记者听到一个故
事。潍坊市某公司业务员叶先生
在某加油站附近不慎丢失了一个
装有 10 万元现金的手提包。拾
到手提包的宋老师在寒风中等待
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将物品归还
失主。叶先生诚恳地拿出一万元
作为酬谢，宋老师却以“我是一
名教师，这是我应该做的”婉
拒。后来，叶先生经过多方打
听，知道了宋老师所在学校地
址，由所在单位特意定制了一面
锦旗寄给校长，以表达对宋老师
和学校的感谢敬佩之情。

一套机制，让良好品格
升华为时尚文化

“ 少 年 若 天 性 ， 习 惯 成 自
然”。学生品格的养成需要经历
一个一以贯之的过程。目前，在
根基品格教育中，该校已经形成
一整套长效机制。校长助理王秀
德将之概括为发现激励机制、沟
通巩固机制和评选奖励机制。

发现激励机制，旨在发现学
生闪光点，放大学生优秀品格，
方法是随时追踪，以激励促成
长。学校要求值班教师和学生干
部对“校园最美现象”随时抓
拍，发到教师群中，学管处每天
总结表扬，每周做成传递正能量
的宣传片在班会课上播放。

沟通巩固机制就是积极做好
家校沟通，帮助学生巩固并养成
良好的品格。每个班级博客及时
更新动态，每个月为家长发放

“品格家校通”，内容包括最近开
展的主要活动，需要家长了解的
近期工作，家长须知晓的相关规
定和给家长朋友的建议等。特别
是“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学品格”

“爸爸妈妈见证我成长活动”以
及“家长撰写品格赞赏卡”，尤
其受家长和学生的青睐。

评选奖励机制，激励学生更
优秀。学校配合每月品格教育的
主题，开展“品格班级”评选活
动，每月评比一次，颁发“品格
班级”流动红旗；每个班开展争
当“品格明星”“品格榜样”评
选活动，形成了比、学、赶、
帮、超的浓厚氛围。

在该校，学习标杆、超越自
我、争做品格少年，已经升华为
时尚文化。前不久，学校 《让每
个孩子成为大写的人——“立足
品格教育，创新立德树人”研究
报告》 荣获潍坊市政府成果一等
奖，学校被评为“山东省德育工
作先进单位”。

克服道德教育中的“大而空”，让学校德育焕发生机，
山东潍坊外国语学校经过8年实践探索闯出新路——

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本报记者 张兴华

⦾特色课程

青岛崂山区晓望小学地处崂山脚下，周边盛产著名的“崂山茶”，许多家长都是茶农。学校结合地
域优势编写“走进崂山茶乡”乡土教材，聘请学生家长担任茶艺教师，每周开设一节茶艺教育课。学生
通过唱茶歌、跳茶舞、学习茶艺茶道，传承、传播中国茶文化，从而培养文明礼貌、热爱生活、精行修
德的好品质。图为五年级学生向同伴展示“绿茶”茶艺。 本报记者 孙军 摄影报道

“文革”期间，我这个“老三
届”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到
家乡，在广阔的天地里干了三年
农活。有一天，生产队长见我表
现好，让我当“挣工分的教师”，只
供饭，不给钱。

那时，我与妻子在同一个学
校。她是公办教师，我是民办教
师，她教数学，我教语文。每天，
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时间长了，妻子见有的同事
返城了，有的同事被推荐上了大
学，很是羡慕，但是对我来说，这
无异于天方夜谭。

1977 年，大约在冬季，整整
停了 10 年的高考恢复了。身怀
六甲的妻子极为高兴，跟我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快报
名！”我为难了，我在校教语文，
虚龄 31 岁，天天背语录，数学全
忘记，我能行吗？妻子拍拍胸脯
说：“别忘了，还有我呢。”就这
样，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到公
社报了名，花了5角钱，便领了一
张准考证。

备考时，妻子给我恶补了 10
天数学。我们白天上班，晚上补
习。她挺着大肚子，坐在炕头，在
昏暗的灯光下，一边嚼着饼干，一
边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从定理、
定义，到公式、法则，娓娓道来，有
时还手把手地教我计算。渴了，
我给她倒杯水；累了，我给她揉揉
背；困了，我们就和衣而睡。

1977 年 12 月 10 日，周六。
这天早晨特别冷，冷得彻底而凌
厉。风在吹，雪在下，快临产的妻
子站在陪考的队伍中，目送我走
进考场。

当年，黑龙江语文试卷有两
道作文题，一是《每当我唱起〈东
方红〉》，二是《在红旗下》，任选其
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

题，行文特别顺利，字里行间，抒
发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爱。
答数学选择题时，妻子仿佛就坐
在我身边，会的全做了，蒙的全对
了，她辅导的那些内容几乎都有，
真神了。

考试结束，天已经黑了。我
三步并作两步跑出考场，找到了
妻子。她头系花围巾，身着棉大
衣，脚蹬大头鞋，站在人群中，冻
得瑟瑟发抖。我握住她僵硬的双
手，眼睛湿润了。

过了两个多月，录取通知书来
了，我考上了地区的一所师范专
科学校。按我的分数，完全可以
进省外的名牌大学，就是因为已
婚和大龄问题，我才被录到了本
地的师专。妻子说：“师专好，离家
近，还有助学金，咱们可以多攒些
钱，将来给孩子上大学用。”

开学了，临走的那天，妻子替
我精心准备了行装。北国的三
月，寒流的长鞭子又甩了出来，
抽得人脸上红红的，疼疼的。妻
子拖着羸弱的身子，在荒郊野外
送了一程又一程，叮嘱了一番又
一番，那上路的情景，好不令人伤
感。

师专毕业后，我在县城里
当了小学语文教研员，妻子也
调到城里教书。后来，我评上
了特级教师，获得了“曾宪梓
教育基金奖”，被省委省政府命
名为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国
务 院 政 府 特 殊 津 贴 。 回 想 起
来，所有这些都是妻子含辛茹
苦 ， 于 艰 难 竭 蹶 之 中 助 我 上
学、供我读书的结果。

（作者系哈尔滨市双城区教
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

妻子助我上大学
白金声

本报讯（记者 张贵勇）“职
业指导、心理指导、学业指导等日
益成为高中教育的重要内容。美
国、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建立了相
对成熟的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我
国也要迎头赶上，但前提是处理
好其与教学教务、德育部门、课程
中心以及与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
关系，加快指导教师队伍的职业
化、专业化建设，尤其是对学生发
展指导制度予以清晰构建，做好
人员配比与培训。”4月14日至15
日，全国学生发展指导高端论坛

暨海淀区学生发展指导研讨会在
京举行。会上，北京市海淀区教
科院院长吴颖惠介绍了海淀区高
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的建设思路
和核心要点。

据了解，此次会议以“建立学
生发展指导中心，聚焦学生核心
素养提升”为主题，通过理念分
享、经验介绍、课程观摩、活动展
示等形式，聚焦海淀区及各地的
先进经验，关注教学渗透、活动融
合、师资建设等话题，推动学生发
展指导制度的有效构建。目前，

海淀区已经探索出“以导师制、顾
问制为代表的学生发展指导模
式，基于学生发展指导的课程体
系建设模式，建立学生发展指导
实体中心的综合指导模式”三种
模式。来自海淀区的北京市第二
十中学、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北京
市八一学校分别从不同视角分享
了实践经验。

此次会议由北京市海淀区教
委与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专业
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青少年生
涯教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全国学生发展指导高端论坛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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