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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科核心素养

———兼论信息时代的学科教育

张　华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学科核心素养系以学科理解或思维为核心的学科高级能力与人性能力，是信息时代学科
教育的基本目标。它在本质上是学科知识观的根本转型：由事实本位走向理解取向。选择少而重要的

学科核心观念，让它们彼此间建立有机联系，使课程结构由“学科事实覆盖型”转化为“学科观念理解

型”，让学科核心观念植根于真实问题情境，学生由此可以跨越不同年龄或年级持续探究并发展学科理

解，这是信息时代学科教育的第一要义。让学生通过亲身参与学科实践而学习学科，亲身经历学科知

识的诞生过程，由此既理解学科性质，又发展学科实践力，这是信息时代学科教育的第二要义。这种新

型学科教育的重要特征是实现了学科世界与生活世界、学科实践与生活实践的双向融合。我国学科教

育改革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摒弃“间接经验论”与“双基论”，走向“直接经验论”与“核心素养观”。

　　关键词：学科核心素养；学科核心观念；学科实践；学科教育；理解本位知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高中阶段的教育发展战略研究”（ＡＨＡ１２０００４）。

　　

一、时代呼唤

我国２００１年新课程改革确立了“为了每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为了每个教师的专业成长”的价值
追求，这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即由“工具主义”的应试教育观转向“人本主义”的素

质教育观（张华，２００１）。这是课程改革第一阶段的根本任务。如今，在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阶段，为
了体现信息时代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与新需求，我国富有原创性地研制了各门学科课程的“学科

核心素养”，由此迈出构建信息时代课程体系的重要步伐。

由“三维目标”走向“核心素养”主要不是词汇的改变，而是对课程改革乃至整个教育改革本质理

解的深化：既要改变教育价值观，又要改变教育知识观。“学科核心素养”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教育知

识观的根本转变：让各门学科课程由结果走向过程，让学生从掌握学科事实转向发展学科理解。每一

个学生富有个性特点并体现学科特性的学科理解或思维，才是“学科核心素养”的本质。惟有转变知识

观，才能让教学过程真正成为知识创造过程，才能让学生既告别灌输学习、又告别虚假探究，才能使个

性解放和教育民主的课程价值得到实现。因此，如果说课程改革第一阶段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价值论

转向”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即深化课程改革阶段，则是我国基础教育的“知识论转向”阶段。

“学科核心素养”这一概念诞生于２０世纪初的工业化时期，也即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迅猛发展的
时期。但它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变成一种时代精神，却是在人类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即如今日新
月异的信息时代。“学科核心素养”是“２１世纪素养”的有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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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是急剧变革的时代。信息时代之教育是“未来中心教育”（ｆｕｔｕｒｅ－ａｃｃｅｎ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Ｈｏｗａｒｄ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０００，ｐ．２６０）指出：“人类明日之需要，以及我们今日对智
能、脑和师生文化之理解，均呼唤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教育。这种未来中心教育，所需要的不只是掌握最

重要的学科形式，更是灵活运用这些学科形式解决新问题、创造新思想的能力。”确实，教育不能把学生

留在当下，更不能送回过去，而要带领他们开创未来。只有当教育将学科知识转化为学生解决新问题、

创造新思想的能力即“学科核心素养”的时候，它才能将学生带向未来。

信息文明即创新文明。一切都在快速变化，快速产生并快速过时、消亡。机械、重复和简单的职业

正被编程计算机或人工智能承担。人在哪里？人是什么？每一个人必须是拥有高级思维能力的创新

者，必须愿意并能够欣赏、追求和创造真善美，为此，必须至少成为一个学科领域或专业领域的专家

（ｅｘｐｅｒｔ）。种种研究表明，一个人要掌握一门学科（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至少需要花费十年，而且还要终身磨
炼。这是人在未来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加德纳因此把“学科智能”列入面向未来的“五种智

能”之首（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００８）。在信息文明时代，拥有学科智能既是一个人从事创新性职业的必要条件，也
是其参与日益复杂而多元的社会生活的条件，还是一个人达到自我实现的条件。“倘若一个人不能至

少稔熟一门学科，那他注定要任别人摆布。”（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００８，ｐ．３）在当前及过去，只是极少数人所担当
的角色、所具有的身份———“学科专家”，在不远的将来，则是每一个人的角色与身份。因此，“学科核心

素养”是一种“大众素养”，“学科智能”是每一个人应具备的智能。

这是今日倡导“学科核心素养”的时代背景与要求。

二、本质内涵

所谓“学科核心素养”（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即适应信息文明要求和未来社会挑战，运用
学科核心观念、通过学科实践，以解决复杂问题的学科高级能力与人性能力。该能力以学科理解或思

维为核心，受内部动机所驱使，贯穿人的毕生而发展。这里的“学科”（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既包括学术性学科，
如数学、科学、历史、艺术、等等，又包括主要专业（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如教育学、医学、商学、法学、管理学，等
等。“学科核心素养”的对应范畴是以“读写算”（３Ｒ）为核心、适应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需要的“文化
读写能力”（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它不否认以“读写算”为代表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熟练，但却在根本
上超越它们。信息时代也是“搜索引擎时代”。当几乎所有教科书知识均可通过搜索引擎瞬间呈现眼

前的时候，我们还有必要以奖励做诱因、以惩罚做威胁，让学生十二年如一日内化知识吗？诚如杜威所

言，心灵主要是一个动词，以思维为职能，而非装知识的容器（Ｄｅｗｅｙ，１９３４，ｐ．２７４）。
在教育理论界，第一次明确提出“学科素养”的人很可能是怀特海（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怀特

海说：“对观念结构的欣赏是文化智能的重要方面，这只能在学科学习（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ｙ）的影响下得以生
长。……惟有学科学习能够对普遍观念的准确结构予以欣赏，对结构化的关系予以欣赏，对观念服务

于理解生活予以欣赏。如此学科化的智能应当既更抽象，又更具体。它经由对抽象思想的理解和具体

事实的分析得以锻炼”（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１２）。怀特海在这里明确提出了“文化智能”（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ｍｉｎｄ）和“学科智能”（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ｄｍｉｎｄ）的概念，并指出其特征和培养方式：与未学科化的心灵相比，
“学科智能”的特点是“既更抽象，又更具体”；通过学科学习，发展对观念结构的理解、欣赏与应用能

力，是发展学科智能的基本途径。

美国杰出心理学家、教育改革家布鲁纳（ＪｅｒｏｍｅＳ．Ｂｒｕｎｅｒ）未使用“学科智能”这一术语，但他却提
出了“学科心理”（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概念，其内涵与“学科智能”非常接近。布鲁纳写
道：“‘学科’是高度文明社会的一项发明。可以认为，它们是对特定现象的思维方式。”（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６，
ｐ．１５４）学科思维方式是“学科心理”之本质。他进一步写道：“对一门学科而言，没有什么比其思维方
式更核心的了。对学科教学而言，没有什么比尽可能早地提供机会，让儿童学习其思维方式更重要的

了。这些思维方式包括：学科连接的形式，与学科相伴而生的态度、希望、玩笑与挫折。”（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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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１５５）即是说，一门学科的理智形式和相应态度，构成其思维方式之核心，亦是其“素养”之核心。
第一次对“学科素养”做出系统论证的人，很可能是加德纳，标志是他于１９９９年出版的《学科智能》

（Ｔｈ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ｄＭｉｎｄ）一书（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０００）。作为布鲁纳的高足，加德纳深受布鲁纳“学科心理”思想
的影响。他亦将学科思维方式视为“学科智能”的本质。他认为当今世界，每一个儿童应享有的理想的

基础教育是：超越学科事实与标准化测验，走向学科理解，培养能够欣赏和创造真善美的信息时代的新

人。

学科核心素养本质上是学科知识观的转型。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的本质是什么？人们几乎未加

思索地认定是学科事实或真理，由概念、定理、公式、信息或权威经典等所构成。这些学科事实由少数

学科专家所发现，经年累月所形成。由于它们经无数次检验是“正确的”，故是客观的、脱离情境的、普

世有效的、标准化的。只有学科事实才有资格进入教科书，而一经载入教科书，就恒常而稳定，可以普

遍使用、代代相传。在日常语言中，“教科书般的”变成了习惯用语，形容正确而标准的语言或行为。学

科事实由于是不同的个人或群体所提出、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不同历史时期逐步积累，故往往具

有离散性、具体性和原子化等特性，彼此间缺乏有机联系。这种观点可称为“事实本位的学科知识观”。

在哲学上，这种知识观被称为“写真主义认识论”（ｔｈｅ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ｏｆｖｅｒｉｔｉｓｍ），认为知识是人对世界的
照相般准确无误的描摹，它由彼此分离的片段或颗粒所构成，其准确性或真理性是各自独立获得保证

的。在我国哲学语境，这种知识观被称为“反映论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事实或真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

的正确反映。用已故美国哲学家罗蒂（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ｒｔｙ）的术语说，这是一种“镜式认识论”，人脑或人心
不过是反映大自然的“镜子”而已（Ｒｏｒｔｙ，１９８０）。在教育上，这种知识观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掌握
学科事实的人，就是具有熟练“读写能力”（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的人，课程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双基”———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课程开发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囊括、覆盖更多学科事

实，并让学生熟练掌握。

“学科核心素养”尽管不否认学科事实与信息，但却超越学科事实、走向学科理解，倡导“理解本位

的学科知识观”。知识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并创造世界的过程与结果。人们创造学科体系只是为了更好

地理解并创造世界。学科在理解中、由于理解并为了理解。所谓学科理解，即是运用学科思维解决真

实问题、认识并创造世界的过程。学科思维是人面临真实的学科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时能够“以学科

专家的方式去思考”。学科思维的对应范畴是“常规思维”，即不能恰当运用学科知识、仅从日常经验出

发去思考。学科理解既有年龄阶段的差异，又有个体差异。学科理解持续人的终生而发展。学科理解

的价值追求或信念是每一个人都是创造者、问题解决者、自由思想者，人性的光辉就是思想的光辉，尊

重一个人就是尊重其思想自由。是谓“理解本位的学科知识观”。

认识论专家、教育哲学家埃尔金（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Ｚ．Ｅｌｇｉｎ）教授指出，如果知识是“事实”，意见（ａｎｏｐｉｎ
ｉｏｎ）因其不真实而不是知识，那么“即便最好的科学理论都不真实”。“虽然科学可能产生一些得到证
实或可信赖的真实信念，但这是其副产品。好科学所提供的大多数内容都不是知识。”“我认为无论写

真主义对解释世俗知识是否貌似有理，但它对科学显然不适当。”（Ｅｌｇｉｎ，２００６，ｐｐ．１９９－２１５）科学的主
要认知手段，如“范畴化”（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即确定研究范围）、“特征化”（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即突出关键特
征）、取样（ｓａｍｐｌｅ）、实验、“范例化”（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以范例来证明）、模型化、思想实验（ｔｈｏｕｇｈｔ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虚构”（ｆｉｃｔｉｏｎｓ），如此等等，它们不仅是科学用以探究世界的方法，而且就是科学本身。“科学
寻求并常常提供对一定现象的统一的、整体的、证据本位的理解。……指向于获得真理的写真主义忽

略了作为科学有机构成的许多要素。”（Ｅｌｇｉｎ，２００６，ｐｐ．１９９－２１５）科学的本质是理解，其他学科（如艺
术）亦如此，所区别者，是理解的目标、内容和方式不同。科学与艺术之间亦存在内在联系且相互促进。

“思想实验即科学虚构；文学和绘画虚构，即美学思想实验。”（Ｅｌｇｉｎ，１９９１，ｐｐ．１９６－２０８）哲学认识论的
根本任务需要转型：从知识到理解。

走向理解是知识学或认识论的新进展。科学乃至整个学科世界开始突破真理的牢笼，不再试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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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永逸地追求能够准确反映世界的、永远正确的、写真主义的“客观真理”或知识事实，而是永无止境地

寻求对世界的日益深入、丰富而多元的理解。学习不再是获得固定而正确的知识事实，而是学会理解。

从事学科理解不再是少数学科专家的专利，它在横向上拓展到普罗大众———所有人，纵向上则延伸到

从儿童到老年的人的毕生发展。这种理解本位的知识观为发展学科核心素养奠定了知识论基础。

加德纳在理解本位的知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理解教育”（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的愿景。种
种研究表明，许多人，即使是“名牌大学”毕业，拥有了丰富的学科知识，但却牢固坚守错误概念、错误信

念、甚至迷信“超能量”，不能发展学科思维。加德纳认为，发生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无

论教师、学生、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公民，均未理解学科事实与学科的区别。大多数学校或培训项目

的大多数学生都在学习学科事实。……他们认为他们的学习任务是投入记忆大量事实、公式和图表”

（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００８，ｐ．２７）。加德纳对“学科事实”（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与“学科或学术”（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的区分呼应
了埃尔金“理解本位的知识论”。“学科表征了极为不同的现象。一门学科构成了关于世界的独特思维

方式。”（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００８，ｐ．２７）学科本质上是理解世界的独特思维方式。不同学科相区别的核心是其思
维方式的不同。但不同学科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它们相互影响、动态互动、交叉融合，共同指向对世

界的丰富而多元的理解。在加德纳看来，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学科思维。“学生应

对可控数量的范例
獉獉獉獉獉獉獉

探究到足够深度，他们由此可以理解一个人以科学家、几何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

的方式去思维与行动。”（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００８，ｐ．１１８．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发展学科思维的基本方法是对少量
的、典型的学科范例展开深度探究。面面俱到地记忆大量学科事实、事无巨细地训练大量学科技能，反

而有损学科思维的发展。在加德纳看来，学科思维构成“学科智能”的核心内容、主要内容。

由此观之，转变知识观是发展学科核心素养的锁钥。学科知识本质上不是学科事实，而是学科理

解；不是遮蔽世界，而是揭示世界；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深越好；不是培养具有“常规思维”“维持性思

维”的奴性人格或熟练技工，而是培养具有学科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自由人格和创造者。

三、学科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观念

运用学科观念，解决真实问题，促进学科理解，发展学科素养。这是信息时代学科教育的基本特

征。基于学科核心观念，重建课程内容，是发展核心素养的内在要求。

所谓“学科观念”（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ｉｄｅａｓ），即特定学科事实或主题所体现的可迁移的学科理解或思想，
是以学科专家为主体所创造的理解和探究世界的心智结构或图式。“学科核心观念”（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ｃｏｒｅ
ｉｄｅａｓ）即特定学科中最基础、最根本的观念。学科观念可以表述为体现学科特点或本质的概念或范畴，
如物质科学的核心观念可概括为：物质及其相互作用，运动与静止，能量，波及其在信息传输中的应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２，ｐ．３）；社会科（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的核心观念可概括为：迁移，人口，空间关
系，地貌，资源，等等；体育的核心观念可概括为：耐力，灵活性，强健，策略，坚持性，团队协作，等等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４，ｐ．４１）。学科观念也可表述为由几个概念或范畴所形成的命题，例如，“生态系统中的
有机体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国家可通过协商解决国际冲突”，等等（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４，ｐ．３４）。学科观
念既可以是单学科的，又可以是跨学科的。例如，美国《Ｋ－１２科学教育框架》提出了七个“跨学科概
念”：模式，原因与结果，规模、比例与数量，系统与系统模型，能量与物质，结构与功能，稳定与变化，这

些概念横跨、渗透于所有科学学科之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２）。而国际文凭组织（ＩＢ）所提出
的概念框架———形式、功能、原因、变化、联系、观点、责任、反思，则横跨科学、人文和社会研究领域的所

有学科之中。学科观念既可以成为主导国际、国家、地方和学校课程设计的整体性概念框架，又可成为

引领教师日常教学的具体框架，让教师走向“观念为本的教学”。

学科事实是结果，是具体、零散、固定的；学科观念是过程，是抽象、联系、变化的。学科事实难以迁

移和应用；学科观念可迁移、可应用，能够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情境。学科事实的本质是“符合”———主

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符合”与反映；学科观念的本质是理解———人对世界永无止境的探寻与创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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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掌握学科观念，就拥有观察、理解世界的新视角———学科视角，就能够摆脱日常生活经验的牢笼，

不断创造新世界、追求新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怀特海说学科化的智能（心灵）既更抽象，又更具体。惟

其抽象，才能创造新的具体。美国课程理论家多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Ｄｏｌｌ，Ｊｒ．，２０１２．ｐ．１１７）说道：“事实本身
真得一无所有。惟有当它与其他事实建立关系的时候，当它情境化的时候，它才能获得其‘事实性’

（ｆａｃｔｎｅｓｓ）。”能够把一个学科事实与其他学科事实以及生活世界联系起来的东西，正是学科观念。
另一方面，学科事实与学科观念之间又存在内在且复杂的联系。学科事实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

学科专家基于特定学科观念发现、发明和创造出来的。学科观念作为心智结构或图式，总是通过特定

学科事实或主题而体现。一个学科观念可体现在多种学科事实中，并能创造新的学科事实。而一个典

型学科事实又可能体现多种学科观念。

学科观念本身并非学科素养，而是发展学科素养的前提条件。学科观念是一个领域的学科专家及

相关人员对特定问题或现象达成共识的集体理解。这些理解相对稳定且具有高度解释力和应用性，对

学科发展有深远影响。例如，达尔文所确立的“进化”观念不仅影响生物学和整个科学世界的发展，而

且深深影响社会科学的进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确立的“境界”观念为理解唐诗宋词乃至整个

中国文学提供了新视角。但是，类似“进化”、“境界”等观念本身并非学科素养。当人掌握学科观念，

并用之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普遍的学科观念才能转化为每一个体的学科素养。学科观念不是固定

事实，它蕴含理智探究和问题解决的丰富可能性，故对其理解，可伴随人的年龄、心理发展和社会经验

增长，持续深化。人通过持续探究学科观念，其理解力就会不断成长。这种“理解力”就是人的学科素

养。

将学科观念转化为学科素养的必要条件是学科观念的个人化。让学科观念既与人的不同年龄阶

段的阶段特征相结合，又与每一个体的独特个性相结合，使之与个体经验相连接，帮助学生学会运用学

科视角理解和探究生活问题，不断发展学科理解力和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这个过程即是学科观念的

个人化。布鲁纳曾提出“知识的个人化”（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并深刻指出：“知识的个人化
并非简单让知识与人的熟悉之物相联系。相反，它是一个人将熟悉之物变成更一般事物的一个例子，

并因此发展对一般事物的意识。”（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６，ｐ．１６１）这里的“一般事物”即是人的日常生活、日用常
行中所蕴含的学科视角、学科观念。如果说杜威更关注学科知识的生活意义，那么布鲁纳以及怀特海，

则更关注日常生活的学科价值。将两种意义相结合，学生不断发展生活创造力与学科理解力，便是今

日学科教育的价值追求。

第一次意识到“学科核心观念”问题并作出深刻阐述的人是怀特海。怀特海认为，一切教育的中心

问题是让知识保持鲜活，避免知识的惰性化。由于人的心灵是活的有机体，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不要让

它充斥“惰性知识”。所谓“惰性知识”（ｉｎｅｒ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就是由零散的学科事实所构成、适应外部考试
之需要、不能在生活中应用和解决问题的知识。这类知识是僵死的、惰性的、无用的、无生命的、贫瘠

的，是心灵的“僵尸”或“朽木”。怀特海深刻指出：“仅仅拥有许多信息的人是上帝创造的地球上最无

用和令人厌烦的人。”（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１）“充满惰性观念的教育不仅无用，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非
常有害。”（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ｐ．１－２）由于２０世纪初的英国教育还比较保守，强调整齐划一的外部考
试，极大伤害了学生的创造智慧。怀特海对此忧心忡忡：“我认为主要为了考察单个学生的外部考试制

度不会产生任何教育效果，仅造成教育浪费。”（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１３）当学校的课程与教学仅仅围绕
外部考试所要求的学科事实或“知识点”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邪恶与肮脏的，因为它破坏了学生的心

灵和创造智慧。“在教育中，一如在其他地方，充满迎春花的宽广道路通向肮脏之地。这条邪恶道路由

教科书和一系列演讲所构成，它们实际上只是使学生对随后的外部考试可能问到的问题烂熟于心。”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ｐ．４－５）晚年的怀特海依然对“惰性知识”和外部考试制度深深忧虑。他在接受访
问时说：“我对创造智慧被冻结在‘太好的教学’中充满恐惧。这种‘太好的教学’就是灌输固定观念。”

（Ｐｒｉｃｅ，１９５４，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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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让教育摆脱“惰性知识”或“死知识”的梦魇？怀特海提出了两条教学格言：第一，不要教太多

学科；第二，无论教什么，要教就教得彻底（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２）。教太多学科，必然导致浅尝辄止、浮
光掠影，必然导致知识或信息的碎片化。正是学科间的割裂，扼杀了学校课程的生命力。出路何在？

根除学科割裂，建立学科联系。怀特海睿智指出：“教育只有一门学科，那就是完整表现的生活

（Ｌｉｆｅ）。”（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ｐ．６－７）生活是所有学科的共同基础与意义源泉。当学科与生活建立起内
在联系，那学生所学习的就只有一门学科———生活。学生如何摆脱日常生活经验的局限性，如何发展

学科智能或学科素养？超越琐碎的学科事实或信息，选择重要学科观念，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进行深度

探究，以学会运用“专业”视角理解生活事件或现象。生活原本蕴含“专业性”。“我确信，在教育中，只

要你排除了专业性（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ｍ），你便毁坏了生活。”（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１０）基于这种认识，怀特海在教
育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学科核心观念”的价值：“让引入儿童教育的主要观念少而重要，并使它们建立所

有可能的联系。”（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２）这些“少而重要”的主要观念即“学科核心观念”。对这些观念
要“使用，或检验，或建立新鲜联系”（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１）。这样获得的知识，即活的知识；这样实现
的发展，即智力发展。由于学生获得的观念或知识是活的，它们可以自我生成与创造，因此这些知识虽

少尤多。怀特海进一步写道：

教育必须传递对观念的亲切感受：观念的力量、观念的美、以及观念的结构，连同特定的知识

体系，该体系对蕴含它的生活存在特殊指向。（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９２９，ｐｐ．１１－１２）
既强调生活，又强调学科观念。关注生活的“专业性”，强调学科观念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是

怀特海对杜威的生活教育观的有益补充。这种思想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肇始于美国、波及全球的“学
科结构运动”中得到继承与发展。

布鲁纳是“学科结构运动”的主要理论奠基者与学术领导者。在“理智的黄金时代”，即科学、技术

和所有学科知识迅猛发展时代，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布鲁纳回答：“教育的目的是学科理解力（ｄｉｓｃｉ
ｐｌｉｎｅ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这也是教育过程”（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１，ｐ．７７）。“学科理解力”即运用学科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这是与“学科素养”或“学科智能”极为接近的概念。达成“学科理解力”的基本途径是“学

科探究”（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ｄｉｎｑｕｉｒｙ）。学科探究“处于教育的核心”（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１，ｐ．７７）。探究什么？探究知
识结构。所谓“知识结构”，即一个学科领域的“基础观念”（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ｓ），由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及相应的探究方法或态度所构成（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０，ｐｐ．１８－２０）。知识结构是“伟大的概念发明，它们使无
联系的观察事实的聚合产生秩序，使我们所学习的内容产生意义，使开辟经验的新领域成为可能

（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１，ｐ．７６）”。例如，物理学上的力、化学上的键、心理学上的动机、文学上的风格（ｓｔｙｌｅ）、等
等，均是学科结构，它们是学科的灵魂与核心。

学科结构源自人对世界日益深入的理解，它们将文化知识组织起来，建立联系，赋予意义。布鲁纳

有时又将知识结构称为“伟大组织观念”（ｇｒｅａ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ｉｄｅａｓ）。“一部文化史即伟大组织观念的发展
史。……伟大组织观念的力量不只是它们能使我们理解并常常预测或改变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还表现

于这一事实，即观念为经验提供工具。”（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１，ｐ．７６）正是学科结构，让学科知识拥有内在价值
和自身统一性，与日常社会生活区别开来、拥有相对独立性，尽管不能据此否认学科与生活的内在联

系。例如交换律这一观念让代数成为可能，它无法直接取自社会生活，因为每间房子１４人、有２间房
子，与每间房子２人、有１４间房子，二者在社会意义上根本不同。学科结构也对人的日常经验的理论
化、发展与提升提供智力工具，通过对学科结构的学习与掌握，人有了观察世界的学科视角，从而使理

解和创造新生活成为可能。正因为学科结构如此重要，布鲁纳主张将之在课程中尽早呈现、让儿童尽

早学习，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三任何”假设：“任何学科都能以某种诚实的形式教给任何年龄阶段的任何

儿童。”（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０，ｐｐ．ｘｉ）由于学科结构是灵活的“基础观念”而非固定学科事实，其本身具有可理
解性；学科结构既可转化为学生的年龄阶段特征，又可转化为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学生可以随着年龄

增长和个人境遇的变迁不断对学科结构发展个人理解，此过程持续终身，永无止境；学科结构的呈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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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生的学科探究能力和学科理解力亦可持续发展、螺旋式上升。布鲁纳由此发明了著名的“螺旋式

课程”（ｓｐｉｒａ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他也被学术界誉为“螺旋式课程之父”。“螺旋式课程观”不仅从学科结构与
学科理解力的角度对杜威“儿童与课程是一连续体”的观点做出了重新解释，而且为今日方兴未艾的

“学习进阶”（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研究开辟先河。
由此观之，布鲁纳不仅继承了怀特海基于过程哲学对学科核心观念做出的开创性解释，而且还基

于结构主义认识论和认知心理学将学科观念理解为知识结构，由此建构起从学科结构到学科探究、再

到学科理解力的完整理论体系，形成了指向学科理解力发展的教育目的与教育过程的统一。这为２１
世纪信息时代的学科观念和学科素养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怀特海和布鲁纳思想的基础上，美国教育改革家、原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赛泽（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Ｒ．
Ｓｉｚｅｒ）于１９８４年明确提出“少而精”（ｌｅｓｓｉｓｍｏｒｅ）的课程内容选择原则。他写道：“任何学科都应当是
学生迈向更多学科的燃料。学校一切课程的细节必须经受这一检验”（Ｓｉｚｅｒ，１９８４，ｐ．１１５）。他后来进
一步解释道，“课程设计应当被学生所需要的理智与想象能力和素养所决定”，“课程决策应当由学生彻

底掌握和应用知识的目标所引领，而非只是致力于覆盖更多学科内容”（Ｓｉｚｅｒ，１９９６，ｐ．１５５）。“少而精”
的课程即基于学科核心观念的课程。“少而精”原则随后成为美国重要教育改革项目“优质学校联盟”

（Ｔｈｅ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ｓ）的核心原则之一。进入２０世纪末，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
越意识到以学科事实为中心的课程与教学的局限性。由于知识和信息日新月异且呈爆炸性增长之势，

加之搜索引擎的发明与普遍使用，记忆或内化学科事实既无可能，又无必要。正如美国“观念为本课程

与教学”的重要倡导者埃里克森（Ｈ．ＬｙｎｎＥｒｉｃｋｓｏｎ）所言：“值此知识过载时代，学生需要一种心智图式
或模式以选择信息。”（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４，ｐ．５１）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倡导基于
学科核心观念组织课程与教学，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学科观念运动”。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先前的

“学科结构运动”在信息时代的复演与发展。

学科观念或跨学科观念众多，我们如何做出取舍、形成最有教育价值的核心观念？对此，怀特海提

出了“少而重要”的原则；布鲁纳提出了“对解决新问题有宽广应用性”的原则；（Ｂｒｕｎｅ，１９６０，ｐ．１８）赛
泽提出了“应用性”（ｕｓａｂｌｅ）与“生成性”（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原则，即“少而精”原则（Ｓｉｚｅｒ，１９８４，ｐｐ．１１３－
１１４）。凡此种种，均富有启发性。我们可以根据既有的研究与实践，形成确定学科核心观念的五条原
则。这些原则既适用于国家、地方或学校的课程开发，又适用于教师的日常教学实践。它们是：（１）结
构性：核心观念是构成一门或几门学科的最基础的、不可或缺的组织性、构成性观念；（２）解释性：核心
观念具有强解释力，可用于解决复杂问题、应对复杂情境；（３）适切性：核心观念既满足学生个人兴趣与
需要，又满足社会发展需要；（４）发展性：核心观念能够满足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５）生成性：核心观
念“少而精”，具有高生成性和应用性。

百年学科教育发展史以及全球课程改革未来趋势充分证明：让学校课程超越学科事实，走向学科

观念，是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之关键。

四、学科核心素养与学科实践

学科观念的本质是学科理解。人只有改变了世界才能理解世界，探究了学科才能理解学科。因

此，学科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呼唤着学科实践。

所谓“学科实践”（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即学科知识的发明、创造与应用的实践。它是一个学科领
域的专家从事学科探究的典型实践。尽管不同学科专家有鲜明的学术风格，但同一个学科领域的专家

的探究实践总具有共同性。学科实践是学科知识与技能的综合。美国《共同核心州标准》在总结既有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８种典型数学实践，这是学生要发展的重要数学素养。它们是：（１）提出有意义
的问题并坚持解决问题；（２）抽象与量化推理；（３）建构可行论证并评判（ｃｒｉｔｉｑｕｅ）他人的推理过程；（４）
数学建模；（５）有策略运用恰当工具；（６）关注精确性；（７）寻找并运用结构；（８）寻找并表达循环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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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的规律性。这些数学实践要与数学知识有机联系起来，贯穿于从幼儿园到高中的
学生的所有数学学习之中。我国刚刚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规定了三种语文实
践，即“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作为学生语文学习的基本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２０１７，第３页）。
将学科理解为“一组实践”（ａｓｅｔ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是学科教育的新进展。首先，学科知识与学科实践

相互依存、彼此融合，体用不二。倘剥离学科实践，学科知识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倘漠视学科

知识，学科实践就变成一类空洞、僵化和机械的操作程序。惟有将学科知识与学科实践变成有机整体，

才能形成完整的学科概念。“科学不只是反映对世界的当下理解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一组实践，用于建

立、拓展与优化该知识。知识与实践，这两个要素都是必要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２，ｐ．２６）
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均由知识和实践的融合所构成。

其次，学科实践具有复杂性，且随时代而变迁、发展。对任何一个学科领域而言，其学科实践绝不

只是一种或几种方法、过程或程序，也绝非超越历史和社会情境而固定不变。理解学科实践的复杂性

和发展性是今日学科领域和学科教育的重要特点。以科学教育为例，过去长期以来过度重视了实验探

究，却相对忽视了其他重要科学实践如“建模”、发展解释、评判与论证、交流信息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２，ｐ．４４）。因此，今日科学教育强调基于证据的评判与论证的重要性。其他学科领域的实
践也同样随时代而发展。

再次，学科实践既具有领域特殊性，又具有跨学科性和联系性。以学科专家为主体所形成的学术

或专业共同体有自己的信仰、文化、历史和方法论，因此学科实践具有领域特殊性。学科教育在一定程

度上属于“特色教育学”（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ｅｓ）。“特色教育学正因其弥漫性而变得重要。它们隐性地
界定了一个领域什么值得称为知识，事物如何被认识。它们界定了知识如何被分析、批判、接受或摒

弃。”（Ｓｈｕｌｍａｎ，２００５，ｐ．３０）但因为一切学科领域本质上都追求理解且源于生活，其研究内容与方法亦
可相互影响或借鉴，故不同学科实践之间又具有跨学科性与联系性。

第四，学科实践体现了学科专家的工作方式。学科实践即学科知识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和方式，它

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以学科专家为主体所创造，经过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

专业群体不断研究、反思而得以完善，又经过广泛的社会应用而得到检验与发展。如果说在农耕文明

和工业文明时代只有少数学科专家从事学科实践的话，在今日信息文明时代，创新精神、首创精神、创

业行为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和每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从事学科实践、发展学科智能是对每一个信息时

代公民的基本要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创新时代与知识社会要求人人从事学科实

践。

第五，学科实践可转化为学生的学科学习方式。所有学科实践，只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个性

特点加以创造性转化，即可成为学生的基本学科学习方式。任何年龄阶段的任何学生，均可通过亲自

从事学科实践而学习学科。倘学生被剥夺了亲自从事学科实践的机会，他们既不能理解学科性质，又

不能理解学科知识与观念，还不能产生学习学科的内在兴趣，更无法发展学科实践能力。美国《Ｋ－１２
科学教育框架》指出：“我们的期望是：学生将亲身投入实践，而不只是学习关于实践的二手资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２，ｐ．３０）让学生“实际做科学或工程，能够激发学生好奇心、发展其兴趣
并使其后续学习充满动力”。“任何教育，倘主要聚焦科学劳动的详尽产品即科学事实，而未去深入理

解这些事实是如何确立的或忽略科学在世界中的重要应用，则会歪曲科学并使工程的重要性边缘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１２，ｐ．４３）由此观之，让学生通过亲身从事学科实践而学习学科，已然成
为学科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学科实践是理解学科核心观念的内在要求。知识的本质是观念，观念的本质是实践。人并不是作

为旁观者通过静态地“反映”世界而认识世界的，恰恰相反，人是作为参与者通过对世界作出选择和改

变而认识世界的。一切认识对象都是行动或实践的结果，而不是预先存在的。改变世界是认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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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前提。理解本位的认识论必然蕴涵着“实践本位的认识论”。人并非盲目地改变世界，而是在观

念的指导下从事行动。观念既源于实践，又指导新的实践。观念即人从事实践或操作行动的计划、假

设或指导。“行动处于观念的核心。……它揭示出认知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它是不断前进地和稳妥可

靠地使自然存在具有明白意义的唯一的行动。”（杜威，２００４，第１６７页）实践或操作行动是对假设的验
证过程或观念的实现过程，也即人创造世界的过程。“用所从事的操作去界说观念的性质和用这些操

作所产生的后果
獉獉

去检验这些观念的有效性，……于是思维便显然有了创造的可能性。”（杜威，２００４，第
１１３页）

由此观之，一切学科知识或观念都是学科实践要验证的假设或指导学科实践的手段。一切学科实

践都是学科观念的创造与实现，并由此实现生活世界的创造与改变。离开学科观念，学科实践就是盲

目的；脱离学科实践，学科观念就是空洞与虚妄的。学科观念与学科实践的融合是学科知识的创造和

发展过程，也理应成为学科教育要坚守的基本原则。

学科实践是发展学科核心素养的必要条件。作为高级能力的学科核心素养有两个相互联系、内在

统一的核心构成，即学科理解力与学科实践力。惟有通过对学科观念的探究、使用、实践才能发展学科

理解力。那种先内化学科知识和训练学科技能、然后再去应用知识和技能的做法，则恰如将马车放在

马的前头一样本末倒置。学生只有亲自从事学科实践，才可能发展学科实践力。

回溯教育思想史，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这部名著中将教育过程植根于“反思性思维”，即学生真

实的探究或问题解决过程。他认为将获取知识、技能本身当作教育的目的，是错误的。惟有将知识、技

能作为探究或“反思性思维”的副产品，才不会损害学生的智慧。“只有通过智慧获得的技能，才是由智

慧自由支配的技能；惟有在思维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才是能够付诸逻辑应用的信息。”（Ｄｅｗｅｙ，
１９３３，ｐ．１６３）杜威在其知识论名著《确定性的寻求》中系统分析了知识与行动分离、理论与实践割裂的
哲学与社会根源，指出“智慧行动是人类在一切领域内唯一最后的方法”（杜威，２００４，ｐ．２５５），教育必须
通过智慧行动而发展学生智慧。他批评道：“在教育过程中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传授既定的结论

而不是发展智慧。……只要知识与实践继续这样分隔着，这种目标分裂和精力分散的情况就会持续下

去，而教育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杜威，２００４，第２５５－２５６页）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实践已然变成“知识
的实践”，知识与实践的分离已不复存在。教育理应建立在智慧实践、学科实践之上。

布鲁纳继承并发展了杜威让教育过程植根于思维或探究的思想。他在《教育过程》一书中确立了

一个“中心信条”：“任何地方的智慧活动都是同样的，无论在知识前沿，还是在三年级的教室里。”

（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０，ｐ．１４）这个信条显然让任何年龄阶段的任何儿童，与学科专家并列站在了一起。他进一
步写道：

一个科学家在其书桌前或实验室所做的事情，一个文学评论家在阅读一首诗时所做的事情，

与任何其他人在从事类似活动时所做的事情，拥有同样的秩序，如果其目的在达成理解（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的话。这其间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非种类上的。一个学习物理学的学童就是

獉獉
一个物

理学家，而且他学习物理时像物理学家一样去行动，要比做其他事情容易些。（Ｂｒｕｎｅｒ，１９６０，ｐ．
１４．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布鲁纳很可能是教育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为理解而教”、让学生像学科专家一样去思维和实

践的教育改革家。杜威是通过找到理论的实践根源、知识的行动根源而确立了实践或行动知识论，并

积极借鉴了科学实验的“智慧行动”本质，由此在知识论领域实现了民主与科学的统一。这是杜威的伟

大贡献。布鲁纳则是通过确立学校儿童和社会实践者（即不以学科研究为职业而从事社会某一行业的

人）与学科专家在思维、理解或探究性质上的共同性，由此实现前者向后者的回归，并使教育在民主的

基础上走向卓越。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双向融合———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的双向融合。在知识激增

且日益强调专家思维、专家知识的信息时代，布鲁纳的学科实践思想同样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辉，并可

成为杜威的“实践知识论”的有益补充。

３６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基本理论与基本问题

总之，知识＋实践＝素养。只有将学生的学科学习转化为学科实践，才有可能发展学生的学科素
养。

五、走向信息时代的学科教育

当前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所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标志着我国教育迈入新时代———

信息时代。构建信息时代的学科教育，发展每一个学生的学科高级能力和人性能力，培养信息时代的

“新人”，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长远任务。当前，学科教育改革至少需要做到下列方面。

第一，超越“间接经验论”，让学科教学建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与真实探究。我国学科教育界长期

秉持“间接经验论”，即认为学生以学习各门学科中的“间接经验”或“现成知识”为主，学生既不需要直

接探究学科，也不需要直接探究现实世界，而是通过掌握“现成知识”而间接地认识学科、认识世界。这

就使学生（以及教师）的经验依附在别人的间接经验之上，过寄生性的学习生活。由此导致的结果是，

学生不仅丧失了独立思维和判断能力，而且泯灭了自由人格。学生经年累月地接受着、训练着、掌握着

学科结论，但从未真正经历过这些结论的诞生过程，也就从未接触过真实的学科，从而无缘发展学科思

维与理解。重建学科教育的关键是摒弃在我国已延续了近７０年的“间接经验论”，让教学成为每一个
学生真实的学科探究；将所有固定学科结论转化为学科问题情境，让学生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亲身经

历学科知识的诞生过程；让每一个学生的学科学习变成像学科专家那样去思维和实践的过程。

第二，超越“双基论”，让学科教育指向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我国学科教育长期把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视为重要目标，并认为学生知识扎实、技能熟练是我国教育的“特点”与“优势”。伴随上海参加“国

际学生评价计划”（ＰＩＳＡ），学生成绩优异，又有人重提“掌握教学”并大力倡导。也有的学科领域、特别
是数学教育在坚守传统“双基”的基础上稍作扩展，增加所谓“基本思想”与“基本活动经验”，让“双基”

变为“四基”。凡此种种的观点与做法，与信息时代学科教育的目标和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双基论”

的问题不在于重视了知识技能，而在于误解并扭曲了知识本质。它把知识视为一堆等待掌握的学科事

实或“真理”，把技能看作一套等待熟练的规范体系，教学自然变成灌输与训练。学生由此获得的就是

“惰性知识”与“机械技能”，对核心素养的发展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仅仅补充点“基本思想”或“基本

活动经验”，而不根本改变“双基论”本身，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让学科教育摒弃“双基

论”，走向“核心素养观”。知识在创造中学习才能形成素养，技能在实践中使用才能化为能力。学生需

要在学科创造中长大，而不是长大了才去创造。学生通过学科创造而发展核心素养，是学科教育的根

本目的。

第三，超越固定知识体系，基于学科核心观念重构课程内容。我国学科教育长期秉持事实本位知

识论，认为学科的本质是学科事实或真理，学生掌握的事实越多，则发展越好。每一门学科都应致力于

让学生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掌握学科事实。为达此目的，就需要以学科事实为基础编制学科知识体

系。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结构性强的领域率先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而语文、艺术、体育等

结构性弱的人文学科则仿照数学、自然科学等编制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形成以学科事实为基础的

“学科逻辑”，并建立起每一门学科自己的历史传统，代代相传。这种“事实覆盖型知识体系”不能发展

学生的学科理解，或至多发展浅表而幼稚的理解，因为学生从未对学科进行过深度探究。摆脱困境的

根本出路是转变知识观：摒弃事实本位的学科观，走向理解取向的学科教育。对任何一门学科而言，均

需选择“少而重要”的观念即学科核心观念，作为学生探究学科与世界的基本智力工具，并使每一个观

念与其他观念建立尽可能多的联系，由此形成“观念为本的课程内容”；让每一个学科核心观念均与真

实问题情境相联系，形成各种探究主题，帮助学生在主题探究过程中运用学科核心观念，通过对主题的

深度探究而发展学生的学科思维与理解；对每一个学科核心观念及相应探究主题，要根据学生不同年

龄阶段的发展特点和需求进行纵向连续设计，每一个学生的学科思维与理解能够前后相继、螺旋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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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让学科课程实现学科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双向融合。指向核心素养的学科课程首先强调学科

的生活意义，让学科融入生活世界。学科即生活，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学生置身其中的真实生活

情境是学生探究、理解、运用学科核心观念的最好和最有意义的问题情境。因此，学科课程需要让每一

个学科核心观念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建立起真实、内在和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学科课程

还需要强调生活的学科意义，让生活融入学科世界。日常生活世界中各种最普通、最熟悉的事物、现

象、事件等等，只有上升到学科观念去理解、运用学科思维去探究，由此成为学科观念这种“一般事物”

的一个例子，它们才能变成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资源。只有当学生学会自由运用学科观念和

思维理解生活、解决生活问题，最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才能脱颖而出，摆脱平庸，实现创造。总之，学科

世界与生活世界、学科意义与生活意义的双向融合，是信息时代学科课程的基本特征。

第五，让学科教学建基于学科实践与生活实践的双向融合。指向核心素养的学科教学是实践取向

的教学。首先，一切社会职业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是学科知识产生和发展的永恒基础，学生的学科实

践必须融入火热的生活实践之中，以确立学科实践的价值基础和意义源泉。其次，由于信息时代每一

个人必须学会专家思维、拥有专家知识才能幸存，学生需要将生活实践融入学科实践，学会像学科专家

一样反思生活实践，真正将社会职业、社会生活以及个人决策转化为基于学科思维的智慧行动。

总之，信息时代的学科教育是崇尚学科理解、创造与实践的教育。每一个学科教师需要实现学科

研究者与学生研究者两种角色的统一。每一个学生则需要将学科学习转化为学科探究与创造，并由此

发展核心素养。一切知识、技能的熟练都是学科探究与创造过程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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