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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项目式教学的三个
“关键点”
刘波

近日，笔者认真阅读了 《项目式教
学：为学生创造沉浸式学习体验》 一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教师如何开展
项目式教学有了清晰的认识。在阅读期刊
网上下载的相关文章时，笔者留意到，我
国的不少研究者都在引用美国巴克教育研
究院关于 PBL （项目化学习） 的一些观
点。而本书恰恰就是巴克教育研究院的成
果，可见教师跟着此书学习项目化教学，
是找到了寻求“真经”的源头。
PBL 在很多文献中被称为项目化学
习，本书中则称为项目式学习。PBL 对学
生而言是项目式学习，对教师而言就是项
目式教学了。因此，要推进学生的项目式
学习，教师必须要提高项目式教学的本
领。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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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项目式教学中，教师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
么，这是每一位进入项目式教学的教师必须要
厘清的问题。教师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首
先要对项目式学习有清晰的认识。本书认为，
项目式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通过
参与学术严谨的项目，学生会在收获深度知识
的同时掌握 21 世纪的成功素养：批判地思考、
分析信息的可靠性、与不同的伙伴协作、创造性
地解决问题。
要让学生做好 PBL，教师的角色必须重新
定位，教学方法必须要有很大的转变。书中提
到，在学生时代体验过 PBL 的教师寥寥无几。
这一点，我国的教师同样如此。因此，在传统环
境中教学，
主要依靠直接讲授、课本和测验的教
师，就面临着很严峻的现实挑战。因为在项目
式教学中，
教师不再是负责传授知识、无所不知
的专家，而是见多识广的指导教练、学习的引导
者，以及整个探究过程的向导。鼓励学生积极
地提问、保持好奇心和进行同伴学习，积极创设
鼓励每个学生发言的学习环境，是教师在项目
式教学中应有的担当。
PBL 教师在项目实施前和项目实施中的角
色是不一样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在项目实施
前，教师扮演的是设计师的角色，
要根据学生的
认知水平和课程标准要求，设计好项目及项目
的呈现方式。一旦进入实施过程，教师就应该
积极转变角色，化身为指导者，不能再事事亲力
亲为了。因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教师应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在具体的项目
实施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方案，以更好地
实现项目的目标。
有一点非常重要，
项目式学习关键在于深度
学习，是要实现预定的学习目标的。因此，教师
在设计项目式教学方案时，
必须与课标相对应。
这就是书中提到的：
让项目向有意义的学术目标
看齐，
确保 PBL 是学习的
“主菜”
而不是
“甜点”
。
教师如果对项目与课标的对应经过了深思熟虑，
就会更好地一步步帮助学生走向学习目标。教
师在 PBL 的选题上要注重现实情境下真实问题
的解决，在设计上要注重学生高阶思维的培养。
教师的设计要基于两类标准，
一类是学科的关键
能力（概念），另一类是指向跨学科的学习和思
维的培养，
即本书中提到的成功素养。

熟悉教学的操作流程

在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之
后，教师必须熟悉 PBL 的一整套
教学操作流程，提高项目式教学
的执教力。
尽管本书详细介绍了建立课
堂文化、设计与计划、与课标对
应、管理教学活动、评估学生的
学习、搭建学习支架、参与和指
导这七个帮助学生成功的项目式
教学实践，但从 PBL 的教学实践
流程来看，可以分为建立课堂文
化、设计与课标对应的方案、管
理教学活动、评估学生的学习这
四个实施的阶段。其中搭建学习
支架和参与、指导，是教师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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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学活动和评估学生的学习者
两个阶段需要参与的，是整个流
程中的组成部分。
在明确了项目式教学的整个
操作流程后，书中的具体介绍和
案例对于每个阶段教师要做好哪
些事，有清晰的介绍，这是教师
开展项目式教学的“拐杖”
。
本书强调了建立课堂文化的
重要性，并对信念和价值观、课
堂公约、学习环境、规程和惯例
这四个 PBL 特别重要的文化支柱
进行了具体的阐述。PBL 需要具
有安全感和创造力的积极的课堂
文化，以把 PBL 打造成一个有包

容性的学习共同体。
“无论先前学习经验如何、
语言流利与否、阅读水平怎
样，都可以在 PBL 中成功”，这
个 PBL 所 致 力 推 进 的 教 育 公 平
理 念 ， 有赖于教师在项目式教学
中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架。正是因
为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不同，教
师在提 供 学 习 支 架 时 是 不 能 大
一统的，而是根据学生的学习
需要提供。书中还特别指出，
学习支架的作用，就相当于小
孩子学骑自行车时候的辅助
轮，不是永久性的，该撤销的
时候要及时撤销。

注重学生的过程成长

对学生的项目式学习进行评
估，这是项目式教学的一个重要
流程，同时也是教师在项目式教
学中的一项基本功。
尽管学生做项目，最终得以
成果来验证自己的学习成效，但
是项目式学习中，最重要的不是
追求成果的完美，而是注重学生
在项目式学习过程中的成长。也
就是说，对项目式学习的评价，
是重过程而非结果。当然，注重
过程而非结果，也不是不要结
果，学生在项目式学习中形成的
成果，是评估学习成效的一个标
准。
项目式学习的评价，除了最
终根据学生的成果给予一定的分
数外，更需要发挥好过程性评价
的作用，让过程性评价产生激发
学生进一步学习热情的效应。因
此，教师要善于平衡形成性评价
和总结性评价，尤其是在形成性
评价的过程中，给学生多方面的
反馈，进一步激发他们继续深入

学习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在 PBL
中实现深度学习和产出高质量产
品。
在项目式教学的过程中，教
师一定要善于运用综合性的评价
方式来促进学生的成长。PBL 中
的评估关键在于让学生得以一步
步迈向精通，不是为了揪住错误
而打分，也并非依据能力水平给学
生排序，评估的重点应该直接放在
学生的成长上。因此，形成性评
价、促进学习的评价，需要在项目
中频繁出现。
对教师而言，形成性评价提供
了规划下一步教学行动的诊断和
信息。对学生来说，形成性评价提
供了支持他们学习的及时性反馈，
帮助他们产出能展现自身理解的
高质量成果。同时，教师要尽量为
学生提供来自不同方面的反馈，比
如同伴、观众、专家，让多方面的信
息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
在重视过程性评价的同时，教
师也要对学生的项目式学习给予

一个最终的评价。一个项目总有
结束的时候，教师要带着批判的眼
光去查看学习的证据，确定学生是
否达到项目最初设定的目标，去评
估哪些是学生可以通过这次学习
经历掌握或者能够去做的。
在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教师
要注重让学生形成对自己的学习
成果负责的态度，可以更好地培养
他们的责任心和自我管理能力。
书中还专门提到了要处理好
对团队评价和个人评价的关系，在
具体的评价上要以个体为主，不给
学生浑水摸鱼的机会，以更好地强
化学生的责任感和对团队的奉献
精神。
也正是因为项目式学习的评
价注重学生的过程成长，因此，
也不需要拿同一个标准去衡量学
生是否达到学习的标准，因为每
一个学生都可以在做项目的过程
中实现自我的成长。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
教科所教研员）

当读到苏州大学刘电芝教授撰写
的《中小学学科学习策略的诊断与培
育》一书时，我受到了震撼。刘教授立
足于我国中小学学校的土壤，
潜心研究
30 余年，通过不同学科、不同学段的教
学实验研究发现，
在较短时间内进行学
习策略的专门教学可大幅提高学生学
习成绩，
特别是中等生受益最为显著。
刘电芝教授 1987 年就以“小学数
学应用题解题思路训练提高小学生解
题能力实验研究”为题开展了硕士论
文研究，该研究显著提升了小学生解
题能力与数学兴趣，深受实验学校师
生的喜爱。此后，刘教授又醉心于学
习策略的教学实验与理论研究，一直
扎根于中小学，先后在重庆、成都、郑
州、安徽、贵州、云南等地 150 多所学
校，开展学习策略的实验研究与教学
实践，以理论指导教学，以教学反哺理
论。30 多年来，刘教授及其团队的策
略研究，从小学延伸到中学乃至大学，
从数学拓展到英语、语文、物理与化学
学科，从外显策略扩展到内隐策略，从
现状调查发展到实验培育，从行为研
究深入到脑机制探索。
这本书涵盖了作者近几年来在小
学语文、英语、数学与中学语文、英语、
数学、物理、化学 8 学科展开的策略诊
断调查与教学实验结果，既包含学习
策略的前沿研究，也包括策略教学的
提炼总结。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研
究，在理论上提出了“学习策略的多重
加工模型”，该模型具有很强的理论解
释力和说服力。该模型认为，儿童的
策略加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是
新策略不断产生、旧策略不断被代替
或消失、现有策略不断变化的新陈代
谢过程。新策略产生、旧策略消失、现
有策略变化的三种加工方式同时并
存。该模型富有创造性地描述和解释
了儿童已有策略的变化、新策略的获
得和旧策略消失的发展过程，堪称学
习策略研究领域的创见。
在实践应用领域，该书结合学科
教学的具体内容，展示了教师在课堂
教学上可直接使用的记忆策略、组织
策略与精加工策略，特别是新提出了
减轻外部与内部认知负荷的学习策
略、提高相关认知负荷的学习策略以
及结合具身认知的体感学习策略，拓
展了学习策略应用的视野与范畴。通

李
大圣

扎根中国的
﹃学习革命﹄

书里书外

星期三

过多学科的调查，总结提炼出不同学
科、不同学段学生学习策略的发展特
征，并针对不同学科学段的教师，提出
具体的教学建议。在整班策略教学的
基础上，在国内首次开展分层施教的
策略教学实验，结果发现：优等生最适
合自我探索的松散型教学模式，受益
最为显著，中等生与后进生则最适合
强调控的讲授式，为国内学习策略教
学乃至学科知识教学的因材施教提供
了参考。在长期学习策略的教学实验
基础上，总结出策略教学的五阶段（策
略激趣、策略剖析、策略运用、策略评
价、策略反思）、四条件（策略教学的具
体化、外显化、条件化与主体化）与五
要素（策略命名、说明怎样做、为什么
这样做、什么条件下这样做、反思这样
做的有效性），将策略教学具体化，保
障了策略教学的实效。
人的生存和发展，本质上是适应，
是滚动优化，也就是学会学习。学生
学习策略的诊断与培育，其目的就是
保障学生的学习权，就是保障学生在
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能够把握学
习的罗盘。学习力，是学生有尊严生
存的根本前提。所以，这本书对所有
教师和家长，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
用心阅读并学以致用。
（作者系重庆市江北区教师进修
学院院长）

但确实可以主动去找寻异性；植物没
有神经系统，但确实有接受刺激的反
射弧，能够很快地做出反应；当食叶
昆虫噬咬叶片后，植物能分泌一种物
质招引昆虫的天敌来保护自己；植物
能设计出复杂的传粉路线，让昆虫为
它携带花粉；植物有利用环境的能
力，能与动物协同进化……在这本趣
味盎然、图文并茂的科普著作里，作
者结合植物分类学、生态学、环境生
物学、行为学等学科去理解植物的生
存之道，以丰富的实例，结合精美绝
伦的微距摄影图片，令人信服地揭示
了植物在演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与根茎
《植物的“智慧”
》
叶、花朵、果实与种子等相关的种种
马炜梁 寿海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智慧”，证实并丰富了达尔文的自然
被子植物来到地球一亿多年，它
选择学说。
们在适应多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生成
本书是“放下身段做科普”的示
了多种多样的“智慧”，以至于演化
范之作。学科融通的大视野、丰富多
出具有二十多万种、一万多个属、四
样的案例、通俗晓畅的语言以及精美
百多个科的丰富多彩的大群。著名植
绝伦的图片，有助于博物爱好者乃至
物学家马炜梁教授近四十年来一直在
植物学专业人士深度认知生命的奥
寻求植物的生存“智慧 ”，他认为 ： 秘，并真切感受植物学家的眼光与情
植物虽然站在原地不动，不能位移，
怀、问题意识与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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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莫泊桑是法国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
义作家，其创作尤以短篇小说见长，有
“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他的作品如
《羊脂球》
《项链》
《我的叔叔于勒》等都
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篇。莫泊桑
的短篇小说具有鲜明的特质：构思精
巧、情节跌宕，善用简练精确的语言勾
勒故事背景、刻画人物，极富艺术感染
力，读来引人入胜。他写战争、
写乡土、
写爱情，有着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洞
悉，用讽刺和幽默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
丑恶，同时又对笔下的小人物流露出同
情与怜悯，勾画出 19 世纪法国社会生
活的“浮世绘”。读莫泊桑的小说，相信
会有助于你进一步认识文学之美，学会
观察生活和身边的世界。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许钧）

272. 契诃夫短篇小说
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擅长用
简洁朴实的语言和含蓄客观的语调，
讲述纷繁的人生世相，凭借精巧的细
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
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展现重要的社会
现象。那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荒谬
世界中的苦难与不幸（《万卡》
《渴睡》
《苦恼》），小市民的庸俗愚昧与奴性
（《变色龙》
《一个文官的死》
《胖子与瘦
子》
），沙俄警察制度和官僚等级制度的
野蛮（《胖子与瘦子》
《普里希别叶夫中
士》
《套中人》
），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命运
（《没意思的故事》
《第六病室》）……作
者对此时而满怀同情与悲悯，时而是淡

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这些作品经
历了多年的时间检验，依然具有震撼人
心的艺术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梁坤）

273. 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 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
中篇小说。作品描写古巴老渔夫圣地
亚哥独自驾一条小船，捕获到一条比船
身还长的大马林鱼，并被拖至深海。经
过三天两夜的等待与周旋，老人将其制
服并开始返航。大鱼的血腥味引来了
大群凶恶的鲨鱼。老人与鲨鱼顽强搏
斗，用尽小船上简陋的工具击退了它
们，但回到岸边时马林鱼只剩下了一副
巨大的骨架。老人沉沉睡去，梦见了狮
子。圣地亚哥虽败犹荣，是一位悲剧英
雄，就像他本人所说的：
“人不是为失败
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
被打败。”作品以质朴、
凝练的语言风格
和白描、
象征等艺术手法刻画了圣地亚
哥宽厚、智慧、刚毅而饱经沧桑的人物
形象，使其成为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和不
屈不挠的人类精神的伟大化身。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杨莉馨）

274. 齐民要术
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
的农学名著之一。第一次全面记述了
6 世纪及以前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生
产中已经掌握的关于谷物、蔬菜、果
树、蚕桑、经济林木、染料、药材的
栽种和培育，家畜的饲养、选育与疾
病防治方法，家禽和鱼类的饲育，酿
造、烹饪、化妆品的制作，漆器、家

具、书画的保护，以及如何利用农、
林、牧、副、渔产品交易换钱获利的
技术和方法。还记录了一些非原产于
黄河流域的有经济价值的植物，黄河
流域所产的一些本身经济价值不大但
可以救荒的野生植物，以及一些神话
与传说中的植物。该书凸显的中国农
业精耕细作传统、独特的农副产品加
工技艺与农业生态思想，对现代农业
生产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方晓阳）

275. 天道与人文
采撷或节选作者诸书之中的科学
论文和科普作品 43 篇，缀连成书，分
“天道与人文”“古今气候变迁考”“顺
应天时”“改造自然”4 章。多采用中
国古籍中的天文、
气象、
物候、
节令等妙
闻趣事，由此引出问题，然后依据文献，
条分缕析，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去除虚
幻，追究本原，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观
点，并由此形成充满文史趣味的科学论
文或科普作品。其中集毕生精力完成
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研究论文，具
有史学和科学的双重价值，是文史功底
和科学方法结合的典范。本书叙事清
晰，源流分明，深入浅出，广征博引，妙
语连珠，趣味横生，可令读者在徜徉于
科学与人文之间，遨游于古今中外之
际，汲取多学科知识，领略大师的研究
方法与思维特点。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方晓阳）

276. 科学史十论
提倡科学史与现代科学对接，揭
示科学史与一般历史的关系，分析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阐释 《中

庸》《大学》 和 《孟子》 三部儒学经典
中的科学方法，用阴阳、五行和气三
大范畴理解中国传统思维模式，论述
气的思想对中国早期天文学的影响，
探讨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
位，解析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
能，从超新星遗迹、
太阳活动周期和地
球自转变慢等方面阐述东亚古代天文
记录在当代天文学中的应用，介绍竺可
桢和钱临照两位科学家对中国科学史
事业的贡献。论及科学史的功能、
基本
理念、研究方法，反映作者发掘古代科
学史料开展当代科学研究的成就和思
路，是融合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
人
文与科学的通识教育读物。
（《民主与科学》 杂志主编、教
授 张培富）

277. 数学文化小丛书
国内 20 多位数学家编写的数学文
化普及丛书。分三辑共 30 个话题。其
中，经典数学内容包括勾股定理、圆
锥曲线、圆周率、自然对数、连分
数、同余式等。现代数学内容论及对
称与群、费马大定理、非欧几何、分
形、编码学、堆球、统计学等。现实
问题中的数学应用涉及太阳系、万有
引力、航天、多面体、水立方等。数
学思维方法则部分包括对无穷、纳什
均衡、类比等的认识。数学家故事讲
述笛卡尔、高斯、欧拉、陈省身等人
的生平和贡献。数学文化拓展部分，
讲述古希腊数学、历法依据、数学之
美、数学与音乐主题。揭示数学的本
质，阐明数学家对数学发展的贡献，
说明数学成就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文明
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国家教材委委员，东北师范大学
原校长、教授 史宁中）

278. 时空之舞：中学生能
懂的相对论
讲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通俗读
物。介绍了狭义相对论的建立过程、
主要内容和有趣结论，讨论了动钟变
慢、动尺收缩、质能关系、双生子佯
谬等议题，介绍了描述弯曲时空的广
义相对论，特别是近年来有突破性进
展的黑洞和引力波研究。亮点是用中
学生能够看懂的初等数学介绍相对论
一些重要公式的推导，对于希望深入
了解相对论的青年读者有一定参考价
值。作者用自己设计的方法推导了质
能关系，用狭义相对论和等效原理相
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引力红移效应，避
开广义相对论中难懂的黎曼几何，得
到了与广义相对论相同的结果。对于
培养年轻人的科研创新能力有极好的
启发和示范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 赵峥）

279. 呦呦有蒿：屠呦呦与
青蒿素
屠呦呦是第一位在中国科学研究
机构取得成就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
家。本书介绍了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抗
疟的过程。作者通过分析中英文出版
物、
调研档案、
访谈当事者，获取了大量
一手材料，梳理了中国抗疟研究规划

（“523”任务） 的制订背景、组织和
执行机制，描述了她编撰 《疟疾单密
验方集》 及确证青蒿这种植物具抗疟
效用的过程，展示了提取和命名青蒿
抗疟有效单体成分、测定其化学结构
的重要细节，描述了青蒿素的发现过
程与中国式科学共同体的关系，分析
了重要会议、组织人员和协作机制在
其中的作用。有助于读者了解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中国科学的组织形式，体
悟科学研究的艰辛，认识用现代科学
方法发掘传统科学文化资源的价值。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任定成）

280.5G+：
5G如何改变社会
介绍 5G 及其对未来社会经济生活
影响的普及读物。介绍移动通信从 1G
到 5G 发展的前世今生、全球在争夺
5G 制高点的努力和中国提升话语权的
布局，分析 5G 的系统架构及技术基础、
打造高品质网络和一体化新型服务能
力的途径、构建 5G 开放型生态体系以
及超越连接改变社会的办法，探索打造
生活新体验、助力行业打造新动能、开
启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介绍相关国际组
织、部分国内行业企业在推动 5G 发展
和应用方面的努力。是中国移动提出
的“5G+”发展计划的解读，大部分内容
探讨 5G 改变社会的具体内容和途径，
是青年读者全面了解 5G 对未来社会生
活影响的参考书。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张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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