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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学校创建研究型高中的办学目标，学校在明晰研究型课堂教学的内涵及形
态要素基础上，积极开展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学校研究型课堂的四环节
教学模式：创设问题情境，生成问题；引导研究，解决问题；交流评价，分享成果；学以致用，巩固
深化。 并指出在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要注重把握如下关键问题：慎重选择课堂
教学研究内容；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研究问题；及时总结研究结论；抓住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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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七宝中学自 １９９８ 年在全国率先开展
研究性学习实践探索以来，在坚持注重学生全面
发展、注重培育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上，在育人实
践中充分发挥“ 研究” 的育人功能与价值，致力于
营造浓厚的研究氛围，培养“ 具有浓厚人文情怀
和强烈社会使命感的，有较高研究素养，能够用科
学方法论探索世界、创造生活的未来卓越人才” 。
在借鉴国外学术性高中办学模式与经验的基
础上，结合国家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学校的育人
目标及多年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办学实践，学校于
２０１５ 年正式提出创建“ 研究型高中” 的办学目标，
并把创建“ 研究型高中” 作为学校“ 十三五” 办学
规划的重要任务与使命。 这里所提出的“ 研究型
高中” ，是以拔尖创新后备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
把研究的理念根植于学校的教育教学全过程中，
注重运用各种研究活动提高学生的研究素养、创
新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以研究推动教师、学生和
学校的发展的一种高中形态。
一、研究型课堂教学的内涵及形态要素
关于研究型课堂教学，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

认识与理解。
作为一种教学思想，研究型课堂教学是在布
鲁纳“ 发现学习理论” 和皮亚杰“ 认知发展学说”
的基础上构建的，其认为教育者应激励、引导和帮
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研
究过程 中 获 得 知 识， 培 养 创 新 能 力， 发 展 自 身
个性。［１］
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研究型课堂教学要求教
师“ 研究性的教” 与学生“ 研究性的学” 相结合，从
创设问题情境开始，通过观察、实验、分析、归纳、
猜想、论证等方式进行学习。 从教学内容的选择、
研究问题的确定、教学过程的设计与实施，到研究
结论的得出与论证，知识的发生过程都是在教师
指导下，由学生自己探索研究完成。 整个教学过
程重过程、重应用、重体验、重全员参与，具有主体
性、合作性、研究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的特点。［２］
在参考国内外文献资料和不同专家观点的基
础上，笔者认为，“ 研究型课堂教学” 是指学生在
教师的指导下，以问题为载体，以个体研究或集体
研究为主要学习形式，从而获得知识、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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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学习体验的一种课堂教学形态，这种教学形
态主要包含以下六个要素：
１ 教学内容以问题形式呈现
教师对教学内容有深刻而全面的理解，根据
教学重点、难点和关键，设计出一系列问题，将教
学内容转化为若干个品质良好的问题。 品质良好
的问题应该具有如下特点：
（１） 挑战性。 问题要围绕教学重点和难点设
计，有一定的思维量，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有挑战
性，学生有思考和研究的积极性。
（２） 明确性。 问题表述明晰，学生容易明白
问题要义，且研究结果要能够清楚地表述出来。
（３） 目标性。 问题紧紧围绕教学目标，而不
是游离到教学目标之外。
（４） 发散性。 解决问题思路有不同的方向或
问题的结论有多种可能性，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
的灵活性和发散性，能启发学生提出新的问题。
（５） 递进性。 根据知识的形成过程和认知规
律设计系列问题，由易到难，逐步深入，呈现良好
的递进性和系列性。
２ 问 题 解 决 以 学 生 自 主 探 究 和 合 作 探 究
为主
问题解决的主体是学生。 学生有充分的自主
活动时间，能在理解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思考、阅
读、实验、练习、讨论等方式得出结论。 在问题解
决过程中，教师是学习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其职责
是呈现问题、引导探究、调控进程、解决疑难、组织
交流等。
３ 研究结论有充分的交流和多元的评价

问题解决后，教师能及时组织交流，让学生充
分表达本人（ 或本小组） 的研究过程和结果，有较
大的发言权。 对交流的研究成果要及时评价，评
价要做到几个结合：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相结合，
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对个人的评价
和对小组的评价相结合，激励性评价和督促性评
价相结合。 通过评价，教师能分享成果、 归纳方
法、完善结论、开拓思路。
４ 课程资源和教学手段整合精当
基于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教师能合理
选择各类教学资源，并实现组合优化，形成具有系
统性、逻辑性的课堂教学内容。 能根据教学需要，
将传统的教学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并确
保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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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课堂氛围民主宽松而又井然有序
课堂氛围民主、宽松、友好，学生以从容的心
态开展学习，充分思考，充分讨论，敢于质疑，勇于
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出现“ 头脑风暴” 。 课堂氛
围宽松而不散漫，学习过程井然有序，学习进程稳
步推进，具有相对完整的教学结构，能构成一个
“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得出结论、交流评价” 的微
研究过程。
６ 教学目标高度达成
学生经历了研究过程，获得了良好的学习体
验，问题意识、创新素养得到发展，课堂教学的三
维目标达成度高。 要素 １、２、３ 主要体现在课堂教
学的进程上，反映研究型课堂的展开形式；要素
４、５、６ 则体现在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中，反映研究
型课堂的教学效益。
二、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的内涵及变式
１ 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含义
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 是教学目标、 教学内
容、教学结构、教学方式方法、教学评价等要素有
机整合而形成的教学结构或范型。 一般来说，一
个教学模式通常会突出其中的某一个要素，如有
的教学模式突出学生自主性学习，有的教学模式
突出研究性学习，有的教学模式突出创造性学习
等。 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突出的是研究与问题解
决和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２ 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的一般流程
课堂教学模式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
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
架，其实施与运作流程是否科学决定着教学质量
的高低。 因此，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运作流程的
建构，非常重要。 在基于不同学科研究型课堂教
学实践的基础上，学校形成了研究型课堂四环节
教学模式：
（１） 创设问题情境，生成问题
问题情境的设置类似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
所提及的 “ 脚手架” 的作 用， 为 新 旧 知 识 架 设 桥
梁，从问题入手，到确定研究问题；从用所学知识
解决问题入手，到引导学生主动探索、解决问题，
发现新知识，问题情境成为联系问题和课题、联系
新旧知识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好的问题情境设置
能把学生引入一种心理上欲罢不能的境界，使其
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从而进入积极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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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环节的实施，就是把要研究的问题融入实
际情境（ 做实验、放影像、举实例等） 之中，从而做
到问题源于实践，以此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
（２） 引导研究，解决问题
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
的主体地位要和谐统一。 教师是学习的引导者和
组织者，其职责是引导探究、调控进程、解决疑难、
收集和应用生成性资源等。 学生是问题解决的主
体，有充分的自主活动时间。
此环节要求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教师所教的内容与呈现的问
题，在学生个人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索的基础上，可
以通过小组分享与讨论，使学生在小组合作中相
互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进一步增强合作意
识，提高表达能力和交往能力。
（３） 交流评价，分享成果
问题解决后，教师要及时组织交流，让学生充
分表达本人（ 或本小组） 的研究过程和结果。 且
对于研究的结果或结论，教师需要及时评价与指
导。 研究型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学生
的深度学习与思考，促进学生研究与创新能力的
提升，因此，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应遵循多元化

“ 生物体内营养物质的转变” 是沪教版高中
《 生命科学》 第一册第四章第四节教学内容。 本
课中存在“ 要求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
要求。 学生如果能够通过研究式学习方式、创造
性地解决“ 生物体内营养物质的转变” ，就会更加
合理地进行膳食搭配。 因此，围绕本课的教学目
标、教学重点以及教学难点，教师设计并实施了这
样的教学过程：
在这节生物课中，教师把 “ 生物体内营养物
质的转变” 这一问题转变为一个研究微课题，通
过创设情境、设计研究问题、明确研究任务，鼓励
学生以小组合作研究的方式，在教师的指导下研
究并解决问题，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展示交流，完
成了一个研究的基本过程。 “ 情境创设、核心问
题确定、微研究任务设计、合作学习、方案指导、合
作研究、交流反馈” 成为研究型课堂教学四环节
模式在生物学科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教学
变式。
文科由于和理科特点不同，研究型课堂教学
四环节模式在文科的变式更加多样化。 如高中语
文研究型课堂教学基本模式的一种流程是：研读
质疑—研究释疑—思辨解惑—评价延伸。

取向的，要多注重学生思维品质特别是高阶思维
品质，多注重学生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４） 学以致用，巩固深化
要把获得的新知识纳入已有的知识结构，就
要用新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完成认识的第二个
飞跃。 教师要能设计出有针对性、 情境性、 渐进
性、开放性的问题，帮助学生运用多种方式方法解

【 语文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
在教“ 胡同文化” 一课时，教师首先放了一段
音乐———“ 故乡是北京” ，歌有北京味，图是北京
图。 音乐结束后让学生以个体思考或小组讨论的
形式，结合音乐和图像谈谈对北京的印象，当学生
谈到北京是历史名城帝王之都、现代化大都市时，
教师就可以顺着学生的回答顺势转到北京的胡

决问题，并通过在不同情境中的演练，将所研究的
问题进行拓展与延伸，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
目的，从而使知识得到巩固强化和迁移。
３ 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的变式
笔者认为，研究型课堂的教学实践要形成一
定的模式，但不能模式化。 由于不同的学科、知识
类型和教学对象年龄层次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
研究型课堂的教学模式流程也不应一成不变，而
应该根据不同学科和实际教学需求而发生一定的
变化。 模式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变式。 具体而言，
变式是模式基本结构的灵活变通而多元组合的教
学样式，不同的学科课堂研究型教学可以有不同
的变，如下所示：
【 生物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

同，导入课文。 随后，在课文赏析讲解的过程中，
教师以问题串的形式设计一系列有关胡同文化特
点的问题：①“ 胡同” 的含义；②北京胡同的特点；
③长期生活在这样方正而又安静的胡同里的北京
居民，形成了怎样的生活习惯？ ④这种生活习惯
所形成的文化具有怎样的特点？ ⑤你能给胡同文
化下一个定义吗？ ⑥你觉得胡同文化真的就是这
样的吗？ ⑦作者对这种封闭的、以“ 忍” 为精义的
胡同文化持什么样的态度和情感呢？ 同时教师还
把上海的弄堂文化拿来做对比，通过让学生独立
思考和小组交流，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想法。 最后，
教师通过设置问题“ 北京的胡同正在衰败，北京
的胡同文化明天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运用你
的知识，发挥你的想象，谈谈你的看法” ，对学生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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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问题研究的迁移训练。
“ 情境导入、问题串、 思考、 合作研究、 交流、
迁移训练” 这一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的变式与原
有的四环节流程模式有很大不同，这与语文学科
特点和教学需求有紧密的关联。 因此，具体到不
同的语文教学内容，教师在开展研究型教学的时
候会采取不同的研究型课堂教学变式。
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形成教与学活动中各要
素之间稳定的关系和活动进程结构形式。 模式一
旦形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就趋于稳定，模式的进程
结构也趋于稳定，模式才具备可行性。 但是，稳定
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相对的。 前面我们论及的
研究型课堂的四环节教学模式比较适合于数学及
自然科学的基础型课程，以及人文学科中的主题
性、思辨性问题教学。 由于不同学科的知识具有
不同的特点，因此，研究型课堂的教学模式也会产
生不同的变式，这些变式满足了不同学科的研究
型课堂教学的实际需求。
辩证地讲，凡是“ 模式” ，都具有潜在的被僵
化的倾向。 在课堂改革过程中，构建的任何一种
教学范式都具有局限性，适合任何学科、任何课
型、任何学生的教学模式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
有。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课堂教学模式也要经
历一个完善的过程，一成不变的模式是没有生命
力的。 所以教师在构建和使用教学模式时，保持
理性是非常重要的，知道其针对性的同时，更要知
道其局限性。 不能盲目地、全面地强力推广和固
化某一教学模式，否则可能走向初衷的反面。
三、研究型课堂教学模式实施中要把握的关键问题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均有其针对性，也都有自
己的优缺点，因此，在具体开展研究型课堂教学实
践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把握以下问题：
１ 慎重选择课堂教学研究内容
课堂研究不同于其他科研领域，它受时间、地
点、对象等条件的限制，因此“ 课堂上研究哪些问
题，达到什么目标” ，教师必须做到胸有成竹。 一
般说来，研究的内容须精要，难易适中，以便于当
堂完成。 因为每个知识点都进行研究式的学习，
不仅不现实，也不必要。 这就要求教师课前要精
心备课，仔细选题，加以设计，对现有的知识进行
排摸，对简单知识可以简化教学，甚至让学生自
学。 把学生容易产生问题的，能够体现学科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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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的有价值的问题，进行研究式的学习。 例如，
“ 阅读课本归纳与梳理知识” 就不是地理学科的
核心能力，不应该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而诸
如“ 阅读地理图表的归纳” 则体现了地理学科的
特点，可以加强。 另外，同一类方法或能力的培
育，可以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知识点来学习，并不
是所有具备上述方法或能力的知识点都要进行研
究式的学习。
２ 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研究问题
对于有研究价值的教学内容，要精心地编排
学材，组织材料，设计情境性的问题，有梯度地进
行预设，让学生在情境中不由自主地探究，而不是
让学生面对空泛的问题去抽象地“ 研究” 。 教师
应该根据教学要求对课堂教学的内容进行适当的
加工处理，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按照学生的认知规
律，把教材上静态的书面知识，转化为学生能够亲
自参加的活生生的问题，并加以研究。 例如，地理
教学中与其问“ 如何解决上海的交通问题” ，不如
罗列上海近年来机动车数量的一些变化、城市道
路变化以及拥堵变化的数据，让学生思考：上海治
堵，是控车还是造路？ 为什么上海要积极发展公
共交通？ 如果准备放手让学生自由研究，教师一
定要考虑到学生的选题动向及研究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做好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此才能做到
临阵不乱，应对自如，从而取得课堂教学的最佳
效果。
３ 及时总结研究结论
好的研究型课堂，离不开教师的画龙点睛之
笔，否则容易流于形式，缺乏实效。 既然上研究
课，就不要在课时上过于拘泥。 笔者认为，一是要
让学生在设定的素材和问题中充分地研究与思
考。 二是要让学生与学生之间对问题进行充分的
讨论与辩驳，学生与教师之间进行质疑与反思。
只有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才可能让学生在自由
民主的环境中感受学习的快乐。 三是教师要进行
充分的评价和总结，让学生感受到研究的成果与
收获。 教师的总结不仅仅是知识上的，也应该包
含技能甚至情感方面的因素。 例如，在地理教学
中利用巴西进行气候类型的复习时，教师不仅总
结了“ 利用气温折线和降水量柱状图判读气候类
型” 的基本方法和策略，也让学生体验到了旅游
与地理密不可分的关系，让学生感受到了地理的
生活化与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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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抓住教学的重点难点
研究型课堂教学与传统教学的一个显著区别
在于，教学过程经常会以课题、案例或来源于理论
界或实践中的问题作为教学的重心。 在这些课题
或问题的选择方面，教师要注重其迁移性、生长性
和应用性。 讲授内容要少而精，给学生留有足够
的学习时间和思维空间进行自学研究；对重点、难
点讲深讲透，引导学生多角度、深层次地理解基本
原理；而对事实性知识点，则可以少讲或不讲。 因
此，研究型课堂教学实践中，要抓住学科教学中的
重点 和 难 点 来 突 破， 尤 其 要 对 那 些 自 认 为 非 常
“ 经典” 的教学内容进行变革，例如：尝试用研究
的方法来学习关键的一些定义、原理或者是学生
不太容易掌握的重点知识内容，这样的突破才能
彰显研究的意义，而不是避重就轻，把一些细枝末
节的内容作为研究的点缀。
５ 注重创设课堂研究的氛围
研究型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创设研究的
氛围，要变课堂为研究的“ 场” 。 课堂要成为研究
活动的“ 场” ，教师首先要给学生提供研究的空间
和氛围，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尊重
学生的主体地位，创造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用
自己的教育教学智慧为学生创设一个积极昂扬的
研究场所，让学生在这个“ 场” 中围绕教学目标自
由活动，充分探究，张扬自己的个性，发掘自己的
潜能，锻造自己的研究能力和综合素质。

２０１５ 年将“ 研究型高中” 创建的重点聚焦在“ 研究
型课堂” 的研究和构建上以来，通过专家引领、系
列化校本培训和教师的积极参与，研究型课堂教
学变革深入推进，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效。 无论
是从日常的校内教学视导反馈情况来看，还是从
学校、区乃至市级层面的教学研讨和教学展示来
看，研究型课堂教学的理念已经深入教师心中，教
师的学习 意 识、 研 究 意 识 大 大 增 强， 课 堂 中 “ 研
究” 的比例日趋提升，研究的氛围日益浓厚。 此
外，以教研组为单位的日常听评课和研究型课堂
教学研究及展示，强化了“ 以研究为先导，在研究
中创新” 的共同价值观，促进了教研组层面的研
究型学习共同体的形成，增强了学校的研究氛围，
助推了研究型高中的内涵建设。
但同时亦应看到，虽然研究型课堂教学实践
有助于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式，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综合素质，但由于
授课时间的限制以及探究过程较耗时等因素，研
究型课堂教学实践在现实中还面临着一定的困
难。 但我们相信，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
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会与时俱进，研究型课堂教
学的实践探索会成为教师的职业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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