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盟大陸語文課程改革的新趨勢I(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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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研

六 面向未來:增強課程的現代意識、胡強信息技銜的華夏舟

學習工具的革命，必然引起教學模式的變革。 20世短的年代以後，隨著多媒體投

稿、網絡技爵的日益普及發展 3 以「學j君主中心的數學設計理論建漸發廳了競來。~教學

設訐理論為實現憩權主義的學習環境接供了最理想的練件。它強調以學生為中心，要求

學生由外部制澈的鼓動接受者和知撓的灌輸物件轉變海信息加工的主體及知識意義的主

動丟棄構者;也要求敬師要告知識的傳授者與灌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聽構意義的幫助者與

促進者。

值管信息技備在語文教學中的應用目前的不很普囑， m授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20 

世紀語文教學模式的最大突敵，說是証生了電臘輯錯語文教學，普拉多媒體教學、續絡

教學等。而且形勢的發展站來童醫清楚地聽示，信息技衛在教學中的增位正逐漸由「配角J

轉變ffiH主角j 習成為研有課程和教學的基本元素。誼故作為指導課程改革的綱領，段文

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強講 f大力推遲主信息設備在教學過程中的普遍應用言

能進信息技館與學科課程的整合J '這將噴示中閣大陸的語文教學將越來蜓，多地樓還和發

聽信息技續教學今積極料由和開發信息、lt諜程資源 c 提有利的方關者，信息科技能提供

友好介商和形象直觀的互鸝式學習環境，有軒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起和進行對語與合作

學習。再峙，也能提供體文聲像並萃的多種感官綜合刺激，存利於含5設，情境和獲取與保

持大量知識。 信息科技還能按超文本，趣聽結的方式，組織管理學科如織和各種教學語

。自前;在互聯網上按這種方式組織建構的知識庫、信息庫浩如煙海，成海i世界上最大

的倍息資蹄。是不僅有科於學生主動發現、主動探究 9 患有科於學生發展想象和聯盟，

1 2001年6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第一語言言的教與勝一中學祿文課程設計與教學寶俊國際研討會」

上，本文{辛苦苦作為主講嘉賓拌了發薇。 本文是發言的原稿 9 發表持作?適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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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舊知識之間的聯繁。問此書信息科技對學生認知結構的影成與發展，即能聽學生

臨去三筒，前旦時學知識的意義建構是非常有科的。這是其他的教學蝶體或其地信息環境無法

tt臨的。只要掌握得賞、合度會我們完全可以揚長避矩，發揮倍息科技的優勢。尤其是

語文教學，若能讓學生通過，南膛，提不闊的氣道獲取知織多不但培養龍們主動學習的精

持及終使學習的技能 f 也讓{童們通議內化、整合和主體建構?將信息轉吐為知識， fl::知

識為智慧，就智慧為聽行，那接高語文教學的質量和效授就不再是」句壞話。

t 學生:加鹽學習的主體地位，倡導研究性學習

《基礎教育讓程改革鸝吾吾(試仔冷關有一個很苦突破性的課題，這就是倡導綜合實踐

活動。官主要包含努動技擷、信息技窮、研究位學習、社會實驗和社區服務等多方面的

內容。我們知道， r語文學彈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廷相等卜自此諒合實踐活動對於語文學

習眾議似乎更為蠟窟。海是因為，第一手綜合實踐活動是跨學科的。它強調諜報的綜合

性 3 而語文本身就是綜合，除很強的一門學抖。第二，綜合實踐活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實

踐的場所，問此數驛不再是如識的化身，是一點與我軒的語文學習有相通的地方。韶文

本身也是當麓，性很強的學科，從本質上講，學生的語文能力不是鑫教師講出來的，商是

學生過聽聽說讀寫的;苦難 T 聽過言語實踐學會的。第三 9 結合實接活動強觀賞賤主體梅

地位，強調發揮主體的作用 3 璋典語文學習強調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他們

自能讀書，起能作文的能力相一致。思此，根據《墓聽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時的上連

精神亨語文章芳課程的實施，勢企豆、加強綜合實接活動會尤其是其中的研究性學習。曾有學

者在評論綜合實踐活動時指咐:遺囑活動有科於悟性化的教學，有利按時毒害軒的教學，

看利於學生學會合作 3 有利法劍新思維的培養。我們也熱切地期待語文新課程晶質施將

平靜來i這些可害的磁化。

也外，主育課程的設計突破了學科中心的視野多以學生揖發展為本，充分考慮學生語

言發展和身心發展的階段特點，聯繫他們島生活實際和社會實際，確定各學段時標，選

擇教學策略。例如:

1.對小喂!亞非段提出了讓字典寫字分闊的要求，多諒少寓。

2. 對詞語的理解，主要在生活中、在運用中建步加深多不死前硬背詞語解釋。

3. 強調閱讀是學生的種性化行為，不應試教師的講解分斬東代替學生的閱讀寶路;

要注意培養學生廣泛的閱讀興蘊含擴大闊論面，增加閱讀罷，攤位少做題，多韻

9 讀好書，聶繫本的番。

4. 薛抵寫作起始階設的難度，減少對學生寫作的束縛?少1tjî蠶命聽作文多多寫生活

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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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視日常生活中能口語交際。

6. 提倡室主合性學習，打戰課堂內外、學科內外、是學校內外的界限。

7. 藍藍用學生感興麓的方式和現代教育投備組織教學。

29 

8. 閱讀詩{繁重棍閱輸量和關議能力，寫作語纜、口語交際評續發出過視，接撞在學

生承搶有實體意義的交際任務中進行評價，等等。

所有謊些措胞，笑出了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地位，有攝按他們獨立閱龍、自主閱

、探脅性閱讓海劉造性閱讀和吾土寫作、自由表達、有創意的表達 2 有利於提高教學

質量。

八 教輯:角色定位與教學方式將發生重大轉變

新課程對語文教師的角能定位鞍教學方式將產投袁大影響。

1. 教師角龍:皂「傳授聖j悔?研究型J轉變

以住我們關家實行單一的課程政策，那只有中央課程，所以在學科嗔域畏期以來蠻

行的是「一繽→本J 0 教師曾標投接，棧…的教輯、鏡-----的控告度、用冉一種教學方法實建教

多強調「齊步走， I一刀切」。這種教學對教師的角在定位很明確 9 「傳授型J ' 
教師的基本職能是「照本宣科J 0 昀事實 t ，學生的個性是有聲異的。蘊樣的教學，不利

直至器材遍教，至少對一部分學生是f寄自是鐘履J '更說不上發展學生的多種興融、愛好手告

，以及皆在但攏每一種學生的發展。今後關家將實行三級課程剖，郎中央課程、地

方課程和學校諜報，而且即使是中文課程，按照它的標準所爛的教結社是多元的。囡

此，學軒頭域長期以來實行的 f 叫綱一本卜將走向「一綱多本j和「多綱乏善本j 。那時，教

誨，品須根攘本鐘盔、本學校、本班級學生的實際學與與發校本課程?攝寫學校教持。掛

以會教師先f俾授j就不行了多他必項建支持研究， 1也的角怠定位也應由「傳授主MJ轉變為「研

究型J 0 嘴說教材加j宮，教師要建恩來的只是教材{吏用者的角棍，轉變為不僅是教材使用

者參還是教材評價者和教科開發者、攝寫者的角色。;需在過去，教輯躍著幫只是學科專家

的事。 i雨且，說:更高的廢達百來看，教師不僅是教材文化的幫犧者多也是整個諜報文化的

簡罷者和學校文化的錯造者。教師弟果不實行由 f傳授型J 向「研究彈j 的角色轉變 3 那蜜

的就無法承擔新課程設策下的鈍，命。

2. 數學方式:自 f講授型J 向「師生互軍車製J轉變

…枝輯繁多一塊黑蝦，我講輯:聽，時間相傳多是在國語文教育話掌聲己久的主要教學

。這轎教學方式笠少有關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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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它無說是學習是主體的活動攝程。馬史研;為知，語文教學中:這器以來就存在著葬

常嚴重室的講讀中心的傾向，尤其是範文講禮。有人分析我們語文教學質量低下的麗的，

講了三線理由;一是缺乏議舉生參與言語贅賤的生動活潑的交碟情境，午1是缺夕讓學生

承攝有意義的言語交鏢任務，三是缺少握供在具體前吉語繳槍中間展吉吾吾實朧的機會。

這是很有見底的。有如前述 p 學生的語文能直不是靠教師講出來的，雨是避過活動，在

聽說讀寫的吉語寶路中培養出來的。可是以往我們幫憤於老歸講，學生聽，高忽略了青

少年兒童的語言特點和他們特有的生活體驗和情感世界，以及喜歡在還數中、在活動

的特點 3 囡!lt學生無法作海聽、說、騙、寫的主體進行在諸實踐活動，致使他們把

語文學習看成令人生厭的苦差。

9 它與當代信息投術突飛猛進的發展現實相去甚遠。當今世界上的發建關家和

撞置?它們的課程和教標都是基~信息技術的課程和教禮。歷史的發裝已經表明，人類

社會每一故工具的革命，都會引起學習方式和數學方式的革命多提問對社會的發展產牽挂

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次[攜妻j強調大力推進信息技術在教舉攝程中的普鱷應用 3 不懂對

教輯學習和掌握信息技街，也對傳說的了講授型J的教學方式提出了嚴重的挽戰。「語文學

舊的外延與生活的好聽相等」。今後的吉普文教學，學生獲得知識的海道和途徑是十分廣泛

的，他們可i品通過多種黨體、網絡加以聽取舍課堂裡的書本知識或許不是主要的，那時

教歸如果還是不知單多媒體，不懂網絡多不會操作電鸝 3 蝕的信息沒;有學生來得多、來

得快 3 那他如何指導學生?他聽能講甚麼?

哥哥克服上述弊端，今後的語文教學方式必支援發生變革，要把教學過程變成師生交

往、共i再發展的互動聽程。這是一離不再發轄的、必然的趨勢。

九 教材編制 5:全讓心理學基礎，程序性知議將得到加強

教材是課程內容的主要載體。…般來說，有甚麼樣的諜報設覺就會有接聽樣的課程

長容。平瓶語文獨立設科時，語文兮為[文字輝、流;和[中關文學J 閥門課程。 1922年-1949

T 則小學海聽語，中學海關文。薪中關成立後，中、小學鏡一設豎語文課程。 1956年

分科實驗，中學語文改主主漢語與文學。 1958年稜又恢復為譯文一斜。從課程內容再育 9

土述中小學語文諜報主要由閱讀與寫作兩大概楓組成，話缺少聽說的內容。兩鼠，即使

lZL寫作觀之?其內容與閱讀也大相報瓏，比倒嚴靈失調。這樣的課程結構顯然是蠅不合

理的。

語文課程內容究竟如何安排?這是自語文的性質和譯文教育的目標決定的。根據前

蟻，篇文應該是說能力培養為主的實踐型課程。課程內容結構應包括聽、巍、讀、寫臨

項 o fÍl於聽與說是一個事情品爾(單方﹒繭，它們態是結合在一定主餘，由此語文課稅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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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議與寫(包括小學龍年級的識字)三大教塊組成。為強化口諧的交際功能，克服教

學中聽、說分聾的弊病，新課程嚼著客大綱中的聽、說合佛為口語交勢。過蝶，作為課程

!有容的主要載體多龍文教材的彌寫也應荒草成口語交際、閱讀與寫作主儸系列。

提以往語文教材攝寫的主理論基礎來辛苦，主要有三襯: 角-

是文章學(或寫作學)。 、文學分科教輯，語言于恩典文藝學是其理論基礎;離其他文

還型的語文教材的續寫，文章學(或寫作學)則是其理論蕃碟。掛文不是知識到課程 3 認

此以語音，學為理論基礎的漢語教材，實踐蠶明就不成詩(這並不意昧著語言學理論不科

。文藝學、文章學在過去語文教材的編寫中發揮過敢要作胃， fFt光有這些王理論器礎是

無法滿足新哎，組語文教材的攝寫的，必須加以拓寬。比如口語交際(聽說)教材，既可以

有書本教材，也可以在電子教材 3 原耘的書本教材的編寫理論就朱嘉浩龍鐘應編寫駕于教

材的需要安?多媒體製作的建構主義互理論也許更趨合唱于教材的製詐。因此，人街正在嘗

試用心聽學 3 尤其是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探討語文教材的編寫。接蓊諜報的精神和當鵲語

文教科攝寫的實際者多主要的鱷勢有怯下三種:

一、?是認知心理學的角度看，知議可以分為兩類:釀述，性知識和程序，世如議。前者

也稱摘控體知識或記憶性知議 3 它具有靜態的設質 2 主要用來問答事物「是甚踐上 f磊甚

蜜j 手111怎麼樣J 0 護者也叫步驟恃強l議或過程，~豈知議，它具有動態性質，主要用來解決

ffi故甚麼」和「怎廳敏j 的聞聽。程序，性知識對技能的思成;具有是向作用多吾吾襲來的語文教

材只安詳體磁性知識?幾乎不安排程序，性知識雪致使機生第成語文是與臂的技能和習慣只

能在暗中、再三自覺的t摸索和試誤。的此，編寫軒教材必須由棟建性知識為主轉變磊程序

性知識為主，為學生掌握科學的、高效的吉訶技能發揮走向作用。

、長期以來，我霞的語文教材是按f蛇敘文一說a)]文一議論文J 大文體多爾段循

環設計的。它主乏有明顯的不是:一是把寄語能力懂懂定位於書諾諾言，忽視了口

;二是用「表達方式J 挖一局部概念代替了「運用吉普當能力」這個幣體欖念，以偏概全;

三是沒有能意「文體j與 f語體」的協朋與韓繁。耐人的古語技能從不會到會 5 能生疏到熟

練，以至養成良好的古語習慣雪是需要經過言語訓練和實踐的多 16'須按照古語技龍的司支

持!體狀，由張認高盤步擺擺。酹以攝寫新教紛fg{意f:ÌI文體循環變為能級聽進，即按能力

分紋，還厲躍進的思想?安排教學內容。

三、我們目前的韶文數材攝寫是與範文講讀的教學方式報臨配的多而範文請讀的具

體表現患式常常~f滿堂灌j 或 f潘金，問J '因此學生無法作為聽、謹、誼、寫的主體進行

古語寶路活動。語文教學要實現禮讓讀中心向吉語實踐的轉變，這實質上是教育觀念的

一iX深刻變革。它使學完豆豆i旦有可能成品語文學習過程的主體， -dH安諸文教學的目的、

任務實現本體回歸。巨型白接籠罩 T 間為任何一種能力只能在實錢活動中形成和發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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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道理?學生的宙語能力也必須在他們自己的古諸實踐中才能略成和發展。攝寫好的

拉特 2 無疑是解決造一問題的主要讓種之晶。為處 s 譯文數材在繼禮範文的同時多還應

該十分強調設許語文實踐語言語，給學生擬議數;愛足、質量高、或系劑的叢叢實踐活動的

清境，為他們磁攝合作和對話，正確理解和犧ffl誼闊的語言文字劉還是條件。

十 課租拼個:重視知識與能力、情感興態度以及價偕臘的綜合評價

作為一丹說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篩，過就是如何進行評價。如果一門課程最接

沒有一館科學的詩價方法，課程管理誼會落訣。新課程聽按苦讀的思想寄三點值得頭

注:一是許蟹的鼠的不僅是起了證頭是否達鶴教學鼠標，更重要的是海于改善教學過

程，從面更有效的最擔學生的發展;斗是不僅對學生的認知， i(rjEl對懼感、態度和積重

觀進行結合許價;正是注意將教師的評攪和學役的自我評價和相互評{賢相結合。其中，

第一點是對傳統評價思想的歌侖，體現了改革的理念。第二點是彌補了原有的評價只注

重認知，而不及其餘的內容上的不足;從方法上禍，也是根據語文科的特點，加強了

「質j 的評價，如「成提記錄的方式上「語文學彈的檔案資料」等今這是以說的評價中既沒

有的。第三點知是強調了學生與教師再是許鑽主蟬，起i強了學生作為評價主體的地位，

這與學生是學會主體的觀，輯是一致的。換句話說多如果不能確立學生在語文學習攝程中

的詩讀主體擋住，聽他輯進無法真正或主主學習的主體。此外，薪課程建十分強調要結合

連串多種評價方式，考試只是評價的方式之一 3 站對攝制譯文教學中片面強化考試的甄

別和選拔功能無疑也有積廠作用。

這裡，我們只從如何有利於促進課程改革和教是與改革攝一角度，

考試的走勢，聽聽是按解決考甚鹿和怎麼考的

F今後語文

萬單垃說，語文報應該考學生兩輯方甜的東部;心是能力， ~p運用語文文字完成交

釁話務的籠力;工是素養今部學生能語言文龍還是養。還用語言文字完成交蹲在務能能

力堅說是研謂聽說讀寫的能力。麗的能力、殼的能力絕對應該屬於語文能力的報轉 3 應

該納入語文考試的範瞬;即使大規模考試{宛如高考間為組考方面的困難不能考，那作為

教學手段的平時的考試卻一定要考。聽說與讀寫論樣，關嘴也在對語吉文字的現解。所

謂理解，一是把握諾J患重點，二是理清語意層仗。考法可以在目前廣花使用的方法中篩

選出一些好的方法;另外變灘該劇進新的方法，比如縮寫雪你讀，懂了沒有安聽聽了沒

，把握住重點了沒霉，續改經講了沒有安著你的續寫親一清二楚了。問時，

舉生的寫作水平拌了檢讓IJ '一舉頭得。這是司董很妻子的語文考試方法。

太購單多其實對語文考試來說書龍單易行的，往往卻是最好的。

語古文化，說起來非常總灘，大致說來，就是指以智商文字為載體的精神續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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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表現為兩種類別 9 一是文學，二是典籍。所謂語言文化素養，就是文學方面的修養和

典籍方面的修養。語吉文化素養方面的考試，就是文學方面的修養和典籍方面的修養的

檢測。問題又在於人的文學方面的修養和典籍方面的修養是內隱的，不像人的語言交際

能力，是外化的，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外在的表現來評價學生的這種交際能力。語吉文化

素養存在於人的內部，它並不必然地要求表現於外。那麼這一部分怎麼考呢?可以設置

兩個尺度，即一是廣度，一是深度。就是看學生在多大的範圍內接觸到文學作品和典籍

作品，看學生在多大程度上內化了這些文學作品和典籍作品的精神內容，成為自己的價

值追求和人格內涵。考試辦法可以直接採用寫讀書報告、作品評論等形式。這樣既考了

學生的閱讀又考了學生的寫作，並且在閱讀和寫作中檢測了學生的語吉文化素養。總

之，語文考試應該從考甚麼和怎麼考兩個方面都返樸歸真。不管考甚麼和怎樣考，其最

終成果都必須由學生用語吉文字表達出來。這樣，語文考試的「指揮棒」功能也許能有效

地保證促進教學的發展，考試也才有可能從課程改革、教學改革的阻力變成助力和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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