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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核心素养：儿童问学课堂的意蕴

潘文彬

摘要：“核心素养”是学生成为他自己、变成他自己的最为关键的内涵特质，是儿童终身持续

发展的 DNA。它是经由后天教育而习得的。这就意味着课程教学要以核心素养为圆心来展开。儿

童问学课堂是指向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的，学生永远站在课堂的中央。 问学课堂，以“问”为特

征，以“学”为核心，以“活动”为载体，是启迪心智、怡然有趣、自然有法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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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

界的今天与明天》报告中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

使人成为他自己，变成他自己。 ”那么，教育究竟

能把“他”变成一个怎样的他自己？ 如何使“他”成

为他自己？ 这是需要我们思考和破解的问题。 英

国教育理论家怀特海也曾说过：“学生是有血有

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

我发展之路。 ”[1]那么，教育到底该如何激发和引

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 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是

何种样态呢？ 这也是需要我们探索和 实践的问

题。 其实，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关于教育的本

源性的问题，是关于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是引

领我们探寻教育真谛的问题。 我们知道，课堂是

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在新常态下，我们以促

进儿童的发展为本位， 聚焦课堂教学的改革，优

化儿童学习的生态，努力探索能够促进学生核心

素养发展的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和实践策略。

一、核心素养：儿童发展的 DNA

2014 年 3 月，《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

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了“核心

素养”这个全新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学生应

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

国 情 怀，更 加 注 重 自 主 发 展、合 作 参 与、创 新 实

践。 ”聚焦“核心素养”就成了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 这种基于我国国情的

“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指导，以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提升育人质

量为愿景，以培育健全人格且具有社会胜任力的

合格公民为旨归，构筑一种回归本真、轻负高效、

均衡发展的教育生态。 这种“核心素养”的养成，

绝不是狭隘的传授知识与训练技能，更不是仅仅

为了考试分数和升学效率，而是应当立足于国计

民生，着眼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指向于国民素质

的提升，具体回答素质教育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核心素养是学生成为他自

己、变成他自己的最为关键的内涵特质，是儿童

终身持续发展的 DNA。
核心素养是 在新课程所 倡导的三维 目标 的

基础上提出来的， 是对三维目标的发展和深化。

它具有中国特色，直指素质教育的真实鹄的———
立德树人， 也是素质教育的重新出发 和深度发

展。 那么，何谓“核心素养”呢？ 对于核心素养的表

述，世界各国虽然用词不一样，如经合组织用“胜

任力”，美国用“21 世纪技能”，日本用“基础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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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是究其本质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回答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让他顺利地在 21 世纪生

存、生活与发展”的问题。 恒吉宏典等日本学者把

核心素养界定为：“学生在学校教育的学习场所

习得的、以人类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为基轴而编

制的教育内容，与生存于生活世界的学习者在学

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作为关键能力的内核。 ”[2]华东

师范大学崔允漷教授在研究世界各 国及相关国

际组织关于核心素养的定义的基础上，把“核心

素养”作了这样的界定：个体在知识经济、信息化

时代面对复杂的、 不确定性的现实生活情境时，

运用所学的知识、观念、思想、方法，解决真实的

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 [3]

如此看来，“核心素养”是一个意蕴丰赡的概

念，它绝不是指死记硬背多少知识，也不是指拥

有多高的解题技巧，也不是指会做某一件生活小

事，而是个体在未来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时所表现

出来的真实问题解决能力与必备品格，而这种关

键能力与必备品格恰恰又是借助学校教 育来培

育和发展的。 “核心素养”更是一个高度整合的概

念，它既不是单一的知识、能力、态度，更不是单

一的行动，而是知识、能力、态度的整合与情境间

的因应互动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有研究者

指出：素养＝（知识＋能力）态 度。 可见，情感、态度、价

值观对于核心素养的养成是极为重要的，它是以

乘方来连接着知识与能力的———如果态度好，是

正数， 知识与能力就会产生相乘倍数的增效，素

养生成自然就会又好又快；相反，倘若态度差，是

负数，知识与能力便会产生缩减的效果，素养自

然就难以生成。

二、课程教学：以核心素养为圆心展开

既然“核心素养”是经过后天教育而习得的，
那它一定是可以教、可以学、可以测的，问题的关

键是指向核心素养生成的课堂教学该 “教什么”

“学什么”“测什么”以及“怎么教”“怎么学”“怎么

测”。 如此来省思教育，审思课程，反思课堂，自然

就会改变教学的行走姿态，使得学校教育由以知

识传授为本位的应试教育走向以核心素养发 展

为追寻的素质教育，而实现这一美丽转身首先就

得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圆心来建 构促进

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系，切实地尊重教育规律

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的

课程和适合的课堂。

既然核心素养是可培养、可塑造、可维持的，

是通过学校教育而习得的。 那么，它与学科课程

教学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在

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每门学科的课程都肩负着

立德树人的使命与担当。 从这个层面来看，核心

素养就起着统领、 辐射学科课程的教学作用，体

现学科课程教学的育人价值，使之自觉为人的终

身持续发展服务，变“教学”为“教育”，致力培养

具有奠基作用的品格和能力。 其实，各科课程也

都有其独当之任， 都有其必须要达成的目标，都

有其学科本身的核心素养。 从这个角度来看，核

心素养的养成，还得依赖学科课程独特育人功能

的发挥、学科特质的彰显和课程魅力的发掘。 只

有这样， 才能撑起富有学科课程活力的 这支长

篙，渡着学生向着学习的更深处漫溯，进而抵达

核心素养的彼岸。 如此来看，核心素养的养成既

是基于学科的，又是超越学科的。 正因如此，我们

不仅要科学地把握各学科都具有的共同的、一般

的核心素养，还要研究和把握学科本身的核心素

养。 如此，就能软化学科的壁垒，在彰显学科特质

和魅力的同时，走向综合，走向开放，以最大限度

地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
既然素质教 育的课程目 标是定位在 核心素

养的养成上， 而核心素养又是与学生在 21 世纪

最应该具备的最核心的知识、能力和态度密切相

关的。 那么，学校的课程理念、教师的教学行为、
学生的学习方式将会有着怎样的变化和要求，才

能顺乎这样的育人目标呢？

首先， 要理解和把握课程的意蕴。 19 世纪，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是课程的经典问题；20 世

纪，“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是课程的经典问题；而

21 世纪，“什么知识最有力量”便成了课程的经典

问题。 核心素养的养成当然是离不 开知识的学

习，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让学生学习那种富有生

长力的种子知识， 因为这样的知识才最具力量，
这样的知识才能生成核心素养。 所以，我们在开

发和建设课程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如何遴选那些

最有力量的种子知识，更要思考如何让知识转化

为能力，变化为智慧，积淀为素养。
第二，要改进和优化教学的方法。 指向核心

素养的课堂教学，教师在课堂上的关注点应该从

传统的关注知识点的落实转向关注核 心素养的

养成上来，要从只关注教师“教了什么”转向关注

学 生“学 了 什 么”以 及“学 会 了 什 么”，变“教”为

“学”。 在教学方式上，要立足学生学力的培养，强

化学生的“学”，淡化教师的“教”，多采用启发式、

讨论式、探究式、参与式的教学，努力为学生营造

丰富多彩的课堂学习生活， 让学生积极主 动地

学，富有创造地学，乐此不疲地学。 其间，教师要

善于启发引导， 对学生的学习能够给予适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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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点拨，切实做到“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

弗达”，使学生在“和易以思”的状态中愉快学习，
历练能力，砥砺智慧，形成素养。

其三，要研究和转变学习的方式。 学生是学

习的主人。 著名学者许国璋教授说过这样的话：

“古往今来，众多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教育家等无不都是靠自主学习、深入思考、不断

实践，才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试想谁

能教莎士比亚成为莎士比亚？ 谁能教爱因斯坦发

现解释宇宙的根本原理？ 谁能教鲁迅先生刻画出

阿 Q 的形象？ 主动学习和深入思考是我们前进的

动力。 ”心理学家罗杰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没有

人能教会任何人任何东西。 ”所以，发展核心素

养，得靠学生自己的主动学习和深入思考。 离开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深入思考，核心素养就会失去

了依傍，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就意味着

我们要研究学生身心发展和学习的规律，爱护学

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

探究、大胆创新，充分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进

取精神，培育学生的学习情感和习惯，关注学生

个性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 引导学 生通过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学会发现学习、合作

学习、自主学习。
基于这样的认识， 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我

们提出了指向核心素养的“儿童问学课堂”的教

学主张，以此来拉动和推进学校课堂教学改革。

三、问学课堂：儿童站在正中央

如果说，发展核心素养是 回答“培养什 么样

的人”的问题，那么，“问学课堂”则是基于校本的

回答“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我们知道，好问是儿童的天性。 “问”，是对疑

的一种集中与概括， 即由疑而引发的一种求知、

求解的愿望与要求，故而，“问”，是打开知识殿堂

的“金钥匙”，是通向成功之门的“铺路石”。

“问 学”，顾 名 思 义，就 是 由“问”而“学”，因

“问”而“学”，先“问”后“学”，循“问”而“学”，这种

以“问”为发端的学习正是合乎儿童天性、顺应儿

童发展的一种学习方式。

“问学课堂”就是以儿童“游戏、模仿、好奇、
成 功、赞 扬、创 造”的 天 性 作 为 课 堂 教 学 的 出 发

点，构建新的课堂教学生态系统，使教学从儿童

的 立 场 出 发，关 注 儿 童 生 态，守 护、激 扬 儿 童 天

性，面对儿童的“问学”，教师不打断、不指责、不

呵斥、不敷衍，激发和引导儿童的发展，帮助儿童

完善自己的成长过程，促进每一个儿童最优发展

为根本旨归的课堂教学。 问学课堂，是学生第一

的课堂，而不是教师第一的课堂；是学生“问”的

课堂，而不只是教师“讲”的课堂；是学生“学”的

课堂，而不只是教师“教”的课堂。 因此，问学课

堂，儿童永远站在课堂的中央。 [4]

1.问学课堂：以“问”为特征，开启儿童的心智

问学课堂，以“问”为基本特征。 “问”是“学”
的发端。 学生敢“问”会“问”了，个人的思考开始

了，“学”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问学课堂，是问题驱

动的课堂———问题，串起了课堂的精彩；问题，激

活了儿童思维；问题，牵引着学生向“青草更深处

漫溯”。 问学，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提问，而是一

种思维品质，是一种质疑问难，是一种探索实践，

是一种求知过程，是儿童在问题的驱动下，自主

学习，主动探究，围绕学习内容，主动地问，大胆

地问，多方求教，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在 自 主、合 作、探 究 的 过 程 中 学 会 学 习，快 乐 成

长。 问学课堂，学生拥有“问”的权利和自由，教师

绝不能因怕学生不会“问”抑或“问”不好，而因噎

废食，越俎代庖，不让学生“问”；也不能只流于形

式，而让学生毫无章法，漫无目的地“问”，更不能

只满足于解释和应答学生的“问”，而是要善于启

发和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问源”“问流”“问

法”，提 升 “问 ”的 品 质 ，习 得 “问 ”的 方 法 ，生 成

“问”的智慧。

“源”，即知识的源头。 有诗云：“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 每门课程都有其自身

的目标体系、内容系统、学习要求和学习途径。 学

习过程中，学生要学会“问 源”———刨根 问底，探

寻知识源头，掌握根本的方法。 [5]也就是要学会对

学习内容进行分析和思考：所学知识的核心点是

什么？ 是怎么形成的？ 重点是什么？ 难点在哪里？
对于所学习的知识，自己具有什么样的优势？ 最

大的困惑是什么？ 如此这般，让学生去探寻知识

的源头，开启学习的航程。 “问源”对于教师来说，

就是把握语文课程的本质和儿童心理的特点，循

本溯源，追寻教学的源头，找准教学的起点，发展

学生的核心素养。

“流”，即学习的过程。 所谓的“问流”，对于学

生来说，就是亲历学习的过程，自主实践，勾连新

旧知识的内在联系，形成自动化的不断“滚雪球”
的效应或者形成清晰的“知识链” [6]，也就是要不

断地去思考和追问：对于所学习的内容，准备提

出什么样的问题？ 想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探究解

决？ 哪些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解决的？ 哪

些是需要寻求老师和伙伴帮助的？ 这样一来，学

习的历程就会因充满思辨而情趣盎然，因灵动扎

实而步步留痕。 “问流”对于教师来说，就是要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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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激 发学习动

机，唤醒并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成长。
“法”，即学习的方法。 “方法比知识更重要”，

问学课堂之“问法”，就是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不断反思、 叩问自己———我是怎么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从中习得了哪些方法，获取了怎样的

经验和智慧，等等。 我们知道，不同的学科、不同

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学习方法，所以，在“问法”的

过程中，教师尤其注意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那些

共性的、关键的问题的解决策略、途径，以帮助学

生不断总结经验， 获得汲取新知识的学习能力。
当然，不同学生也有不同的学习方法，所以，教师

要关注学生的差异性，倡导“问法”的丰富性，以

帮助学生形成各具个性的学习经验和智慧。

普列汉诺夫说得好：“有教 养的头脑的 第一

标志就是善于提出问题。 ”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是儿童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 而培养这一素

养则需要儿童在“问源”“问流”“问法”的实践中，

不断学习，不断历练，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也要

求教师眼中有儿童，心中有课程，手中有方法，尊

重科学，倾注智慧，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努力实现

“教”是为了达到“不教”的理想境界。

2.问学课堂：以“学”为核心，砥砺儿童的能力

汉 语 中，“学”和“习”是 两 个 颇 有 意 思 的 汉

字。 学， 上半部分像双手构木为屋形， 下面是

“子”，可见，孩童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是一种动手

操作实践。 习，本意是鸟儿反复练飞。 可见，学习

本是儿童自己的事情， 是儿童自己动手实践、反

复练习、获得本领的过程。 问学课堂，就是以学生

自己的“学”为核心，彰显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

站在课堂的中央，成为学习的主人；问学课堂，以

现实的、有趣的、探索的情境来展开学习过程，突

出学生学习的实践性，让学习真实发生；问学课

堂，以学生自己的生活为基础，打通课堂与生活

的联系，让学习也成为学生的日常生活，成为一

种生活的享受。
为了让学习真正发生，以充分展开学生的学

习过程，看得见学生思维的拔节，我们将问学课

堂 中 学 生 的“学”细 化 为 五 个 实 施 要 素：自 主 探

学，分享互学，优化练学，总结理学、多元评学。 这

五个要素彼此之间， 不是简单的线性串联模式，

而是可以根据不同学科，不同教学内容，有所侧

重，有所取舍。 [7]在一堂课上，这五个要素也是可

以根据需要交叉运用的。 其目的只有一个，适合

并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 优化学生的学习过程，

砥砺学生的学习智慧，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的核

心素养形成和发展。

问学课堂的“学”是学生兴致盎然、享受快乐

的“学”。 学习本该是一件快乐的事，尽管有时学

习的过程是枯燥的，甚至是艰辛的，但是乐在其

中。 所以，问学课堂第一要务，就是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培育学生学习的情感。 “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好之”，这“乐之”，皆

为一种情感。 儿童这种情感是需要在课堂教学的

过程中， 在亲历实践的过程中日益培育起来的，

是容不得一点懈怠和伤害的。 问学课堂的“学”给

予学生的是一种灵动的实践， 一种快乐的体验，

一种幸福的生活，一种温暖的生长。
问学课堂的“学”是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的“学”。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思维都是由惊奇和

问题开始的。 ”问学课堂是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作为一种习惯来养成的，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善

问、会问、乐问。 “世事洞明皆学问”，问题的来源

是多元的：来源于书本，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与

人的交往，来源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只要拥有

善于思考的头脑，处处留心，都可以发现并提出

有价值的问题。 而这，正是学生的一种素养。 然

而，儿童毕竟是儿童，让他们自己去发现、提出一

些富有思维含量的真问题确实是不容易的，这就

需要教师要教给学生一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

策略和方法，让学生在学习质疑问难中，不断增

强问题的意识，提升质疑问难的质量和水平。

问学课堂的“学”是学生总结方法、生长智慧

的 “学”。 问学课堂尤为关注解决问题的思维过

程，以及分析、解决的思维方式，启发并引导学生

在学习的历程中不断反刍，不断思考，厘清概念，

明晰思路，体验过程，领悟方法。 这样，学生在分

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就不只是知识了，

还历练了能力，习得了方法，增长了智慧。

3.问学课堂：以“活动”为载体，放飞儿童的天

性

问学课堂关注儿童当下的课堂生活，重视直

接经验的获得， 变静听式学习为参与式学习，变

单一性的活动为多样化的活动，让儿童在丰富多

彩的实践中，在高涨的情绪中，通过体验、探究、

发现、表达、操作等经历，过上一种多姿多彩的课

堂生活。 问学课堂中的活动立足儿童，着眼课程，
以活动为载体，以丰富学生和谐的学习生活和促

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为目标。 因而，这样的活

动至少具有以下一些属性。

（1）游戏性。 儿童是天生的游戏者。 问学课堂

中的活动是富有儿童情趣的， 是学生乐此不疲、

快乐体验的一种活动，而不是浮于浅表、嘻嘻哈

哈的一种活动。 这样的活动是在游戏 精神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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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Accomplishment and Children's Learning by Asking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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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is the key intrinsic idiosyncrasy for students to be themselves
and turn into themselves, and it is also the DNA of their lifelo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s
acquired through education, indicating that curriculum teaching should be implemented by centering on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The classroom teaching through children's asking questions should form and
develop their core accomplishment, and students should always be the center of classroom teaching,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sking questions, learning as its core, and activities as its vehicle so that
classroom teaching could be enlightening, interesting and metho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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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将课堂学习的内容巧妙地转化为一种儿童游

戏的活动， 把课堂变成儿童自由游戏的场景，让

学生在自由游戏的过程中，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探索性。 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探索未知的

过程。 问学课堂中的活动是一种不断尝试和发现

的探索性活动。 因而，在设计、组织活动时，要精

心选择富有探究价值的问题来提升活 动的思维

含量，用问题拨动学生的心弦，引发学生心灵共

振， 让学生在不断尝试和大胆探索的进程中，解

决问题，发展思维，追求创新，提升素养。 怀特海

说过这 样的话：“应 该引导孩子 们的思维———学

生们应该觉得他们是在真正地进行学习，而不只

是在表演智力的小步舞蹈。 ”问学课堂中的活动

是具有思维张力的，是学生积极思考、探索真知

的一种活动，而不是肢体乱动、思想游走的一种

活动。 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既有一种“踏破铁鞋

无觅处”的困惑，也有一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

豁然；既有一种思维的压迫感，也有一种自由的

愉悦感；既有一种个体智慧的闪现，也有一种群

体力量的发挥。 因而，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才会

觉得他们是在真正地进行学习。

（3）合作性。 问学课堂中的活动是一种在话

题的驱动下的合作性活动， 是一种生生互动、师

生互动、组组互动的合作交流的活动，而不是单

兵作战的活动。 萧伯纳说得好:“倘若你有一个苹

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

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 但是，倘若你

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

这些思想，那么，我们每人将有两种思想。 ”所以，

这种合作性活动就是营造一种分组研讨、相互切

磋、相互争鸣、共同商榷的情境，让学生在生生、

师生、组组互动的过程中，交流思想，分享发现，

启迪智慧，获得发展。
（4）开放性。 生活有多广阔，课堂的天地就应

当有多广阔。 问学课堂中的活动是一种向四面八

方打开的开放性活动。 这种活动是基于儿童的现

实生活，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调，是向着学生的生

活打开的。 这是其一。 其二，这种活动是指向儿童

真实的学习情境的， 是让儿童在活动 中亲历实

践，自由学习，自由生长，是向着学生的学习打开

的。 第三，这种活动是尊崇儿童的天性、放飞儿童

的心灵、培育儿童的悟性、滋养儿童的灵性的，是

向着学生的心灵打开的。

问学课堂是一种启迪心 智、怡然有趣、自然

有法的课堂； 问学课堂是一种基于儿童生长、基

于培育素养、基于培养合格公民的课堂；问学课

堂是一种追求教学的真质量、 追求教育的 真效

益、追求儿童的真发展的课堂。

探索指向核心素养发展的问学课堂，我们还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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