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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课堂实践都是技术与艺术的对立统

一体，当代日益凸显的反技术、去技术化课改

倾向无疑是对课堂教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公然

否定，是教育界膜拜课堂艺术的产物。什么

是技术？一般认为，它是“产品的制造方法，

采用的工艺或提供的服务或技能”［1］，是“指

导物质生产过程的科学或工艺知识”［2］。推

而广之，所谓课堂技术，就是教学实践者固

化、定型、再制某些优秀课改经验或流程，并

藉此扩大其应用范围的课堂思维、行动、观

念，是教师在课堂中为达成教学意图而采取

的现成技术性手段的总和。就其来源看，课

堂技术是观察者从流动、具体、鲜活的课堂实

践中理性地把握到的那些教师社群内易于共

享的稳定观念、课堂操作与教学工艺。当前，

借助模式套路、依托导学案、推广成形课改理

念、脑图辅助教学设计、借用成熟教学方案等

做法，都是高效课堂的技术性表现。有学者

指出，“教学行为方式是教学思维方式的外在

表现，是由教学的方法、形式、手段、技术等构

成的行为样式。”［3］可见，课堂技术是课堂教

学的常规构成，如若缺失了技术思想的支撑，

课堂教学活动几乎是寸步难行。而今，在高

效课堂建构中，“技术思维”备受非议，很值得

我们去反省。其实，课堂技术是与课堂艺术

并驾齐驱的课改“双轮”，厚此薄彼、贵“艺”

轻“术”，同样会让高效课堂实践误入歧途。

课堂艺术只是牵引高效课堂创建的一种理

想，绝大多数教师的教学长期停留在技术与

艺术参半的状态——课堂技艺水平上。高效

课堂建构是一次三级跳，即从课堂技术向课

堂技艺，再向课堂艺术的逐级攀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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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这一线路拾级而上，高效课堂改革才会

健康发展并不断成熟。

一、课堂技术：高效课堂改革的起点

高效课堂不仅不否认课堂技术，而且应

科学审视、充分利用“课堂技术”这一传统课

改手法，努力提高课堂的技术含量，让高效课

堂改革找到坚实的技术支撑点。高效课堂建

构的行动起点是课堂技术，它是达成课改意

图与目标的根本凭借，优质课只是对有效课

堂技术手段的组装与再造、变通与链接。借

助课堂技术“座架”（海德格尔语），对零散的

教学经验、灵感进行组织加工，对成功的课改

创举进行理念聚合，对流动的课堂智慧进行

形式固化，对优质的课堂形态进行结构化再

制，是高效课堂在技术视野中的必需行动。

（一）课堂技术是高浓度课改经验的精

华

在高效课堂实践中，教师直接从课堂经

验中提取出来的操作性技术常常以教学模

式、实施套路、课程方案等形式呈现出来，课

堂技术就是贮存高浓度课改经验的容器。高

效课堂创建是在大胆试误中展开、经验摸索

中深化的，课堂技术是对高效课堂经验进行

鉴别、归类、整合、显化的工具。在当前课改

中，许多学校渐渐认识到：降低课堂重心，放

手学生去学习、去思考，学生能做的事情尽量

交给学生去完成；提炼“核心知识组块”［4］，

开展“课堂瘦身”行动，打造简明课堂，倡导

“少教多学”等是高效课堂建构的“关键技

术”。这是一条屡经课改实践证明有效的教

学经验。将之用课改秘诀、技术要领的形式

确定下来，并借助课改话语的媒介传播给其

他教师，是高效课堂探索迈出步子、改出成

就、大面积收获的科学道路。课堂技术是高

效课堂先行者从茫茫课改“海洋”中选拾课改

经验精华、铺筑改革道路的一把利器！

（二）课堂技术是高精度课改理念的集

成

在高效课堂探索中，那些高精度的先进

课改理念同样需要借助课堂技术这一工具承

载与集成，否则，整个课改始终不会有理念积

累与理论成品的产出。海德格尔指出：“技术

不仅是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倘我们

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

适合于技术之本质向我们开启出来，此乃解

蔽之领域，亦即真理之领域。”［5］技术是自然

奥秘、课堂真理的解蔽之道，课堂技术是课堂

睿智的知识化呈现。最好的课改理念是在实

践中涌现出来的，弥散在优质课例中，一般教

师无法意会、无法言传，更别说将之提取出来

了。久而久之，这些教学至理会泯灭在琐屑

课改操作之中，难以发挥惠及整个课改的功

能。“在人类智慧发展的长河中，很多规范的

学术知识正是在详细解析日常生活中的非正

式知识中浮现出来的。”［6］优秀教育实践者

与教育专家很容易借助一定的理念框架、认

识眼光来框定这些零碎课改理念，将之综合

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课改理念，顺利实现高

效课堂理念与混沌课改实践间的分化。可以

说，课堂技术是课堂实践与课改观念的分离

器，是科学课改理念的压缩器与转换器——

它借助一系列技术性思维对优质课例进行解

拆，把先进课改理念从中析出，并将之转化为

普通教师的技术指南。课改的“理论含量”与

课堂的“技术含量”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意性，

它赋予课堂教学活动一定的技术性“座架”，

是增进高效课堂合理化水平的智力资源。

（三）课堂技术是高水准教学智慧的固

化

教学智慧是课堂艺术的基本元素，是课

堂实践锐意前行的开路先锋，是高效课堂创

举生成的源头。然而，教学智慧的最大缺陷

是个体性、情境性、缄默性与无形性，它无法

实现教师间的共享与流通，无法自证自身的

合理性与有效性。教学智慧的弱点正是课堂

技术的优势，将教学智慧技术化是促使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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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实践理性化、自觉化的切入点。“机智没

有规则，然而，也不是不能加以规范”［7］，对

机智的“规范”实际上就是将之固形化、符号

化为“技术”的操作。在课改中，借助于“在

……（条件下），如果……（情境），教师就……

（行动）”这种“产生式”（技能的构成单位）描

述，高明的实践者能迅速将课堂中散射的教

学智慧转变为简便易行的教学操作套路，转

变为教师社群中可通用的课堂技术，以此实

现固化高水准课改智慧、整体提高课堂效率

的追求。彼得斯指出：“教学不存在一种带有

‘教学’标记的具体活动，但不管怎么说，一个

共同的特征还是明显的，因为在所有活动的

背后，都存在着引起学习意图的问题。”［8］显

然，诱发学生学习意图的方式与智慧是多样

化的，其中那些已经为教师大众所共享的方

式与智慧就演变成了固态的课堂技术。从某

种意义上说，教学其实就是一门诱发学生学

习意图、提供助学服务的技术集成体。高效

课堂中的教育机智与临时创举都可以借助这

一途径转变成为形形色色的课堂技术，进而

达到解密课改、把握玄机、共享智慧、转变课

堂的实践目的。

（四）课堂技术是高尖端课堂形态的结

构化

如果说课堂艺术是课堂机智、课改行

动、创意策略的发生器，那么，课堂技术则是

这些经验、意念、策略的解码器，是破解典型

高效课堂内在诀窍的一把钥匙。在教学中，

高尖端课改经验与理念的具体集合体是课改

中形成的典范课例，对这些课堂实例的科学

剖解与灵活借鉴同样需要课堂技术的辅助。

在高尖端高效课堂范例中，一切课堂要素有

序衔接、高度连贯、浑然一体，一般教师很难

准确把握其主体架构与核心要素。借助技术

分析手段，将这一课堂构架转变成为有形、可

视、图式化的技术构架或教学图式，以此为其

他教师提供参照性的高效课堂设计框架，课

改先行者就能为一般教师指出一条通向高效

课堂的捷径或快行道。高效课堂的技术性结

构有多种表现，如教与学之间构成的时间结

构、互动结构、组织结构、空间结构、环节流程

等，它们都是高效课堂结构的细化。在某种

意义上，高效课堂就是教与学、讲与练的整合

和配方技术，多学少教、以学代教、先学后教、

不学不教等都属于高效课堂的技术要诀。借

助于理性分析思维，将高效课堂背后的隐秘

技术性结构呈现出来，给课改提供一幅直观

的改革地图，高效课堂可能顺利进入寻常教

师的课堂，助推一般教师课堂结构的建构与

优化，大面积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

课堂技术在形成中会将先进教学经验、

课改智慧、课堂结构从鲜活的课堂生境中“拔

根”，进而窒息其持续生长。这些被抽离出来

的课改经验、智慧、结构也不再是原生态的，

顶多是真实课改样态的“盗版”、“转述”、“复

制”而已。但我们清楚：没有这种“拔根”之

举，高效课堂实践可能会永远处于混沌、迷雾

状态，终难达到深入、自觉化的水平。“我对过

去的行动中的反映进行反映，可以间接型塑

我们后来的行动”。［9］课堂技术的实质是“以

现实之道，还治现实之身”［10］。每一次课堂

技术提取实践都是教师对课堂生活的一次技

术性反映，每一次反映都具有形塑教师未来

课堂实践的功能，尤其是那些深度的“课堂回

观”（舍勒），其对教师教学行为品质的提升贡

献更大。尽管课堂技术只是高效课堂改革持

续深入的一个桥梁、一个过渡、一种回观，但

这种技术实践无疑是导引未来课堂改革的关

键之举。

二、课堂技艺：向高效课堂飞跃中

课堂技术是短板与优势共存的复杂存在

物，尤其是那些被过度技术化的课堂实践，它

只会使高效课堂的探索南辕北辙。显然，完

全按照课堂技术来建构高效课堂，必定会演

变成为对好课堂的环节、结构、套路、外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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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粘贴行为，致使课堂教学异化为模仿名

校的“粉丝行动”，最终失去跻身高效课堂丛

林的资格。课堂技术只有在被利用、被改写、

被超越中才有生命，才能达到放大优势、克服

短板、助推高效课堂建构的目的。当前，许多

地区把先进高效课堂改革的模式、程式、格

式、范式视若神明，甚至大搞“高效课堂人人

过”运动，这就大大贬低了高效课堂的旨趣，

扼杀了课改的生命。高效课堂模式既为教师

“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让

我们领略了别样的风景心生羡慕而起身追

逐”，又时刻面临着“运作一段时间后，模式可

能因模式化而变得僵化”的危机。［11］这是课

堂技术两面性的生动表达。任何课堂技术都

有一定适用阈限与生命周期，对它的任何过

度使用、过分偏宠、刻意固化都可能导致课堂

技术的崩溃与失效。走向课堂技艺，补偿课

堂技术的缺陷，是呵护课堂技术生命的必由

之路。“成功的教学不应简化为一套一般规律

或者规定的行为模式，而应表现为为解决问

题或者发挥创造力提供充分条件”。［12］作为

一场课改，其生命力在于创造，在于基于高顶

尖课堂技术的进一步推进，在于个性化地理

解、表达、借鉴、迁移既定课堂技术。其实，课

堂技术的立足点是对课堂教学的涌现性、多

变性与生成性进行有效的控制，而其延续生

命的方式正是自我否定、融入实践、回归情

境、迈向艺术。但现实地讲，一般教师无法迅

速逾越“技术”的层面，达到完美、自由、至善

的教学境界，它的大半生可能会徘徊在技术

与艺术的中间状态——课堂技艺水平，因此，

迁移课堂技术、熔炼课堂技艺、超越技术型课

堂，是高效课堂创建的中间环节，是绝大多数

教师的高效课堂实践常态。所谓课堂技艺，

就是教师在熟练掌握大量现成课堂技术，如

课堂典范、课改理念、先进模式、课堂结构、课

堂程式等的基础上，个性化地理解、迁移、改

进这些范例、理念、模式、结构、程式，促使其

与自己的教学情境、经验结构、教学个性、教

学思维、教学哲学等相融合，努力构建具有自

身特色、更高效能、日趋合理的课堂形态的一

种专业品性或教学样态。换个角度看，课堂

技艺是在不确定的课堂情境中，教师基于自

己的专业积累与先进课堂技术思维来灵活生

成境遇化、合理化教学策略与反应方式的能

力。舍恩等人指出：“优秀的实践者并非比别

人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而是拥有更多的智

慧、天分、直觉或是技艺。”［13］课堂技术向教

师个性化课堂实践的多层次迁移就会催生出

一系列卓异课堂表现，即课堂技艺。因此，课

堂技艺是教师的丰富课堂技术与初级课堂艺

术的合金，课堂技术向课堂实践的多层次迁

移是教师课堂技艺生成的基本原理。

（一）课堂技术的多层次迁移

课堂技术是课堂实践中结晶、析取、提

炼出来的课堂处置诀窍或应对图式。应该

说，抽象的层次越高，其对具体教学实践情

境、教师个体的适用范围越广。一般而言，纯

理念层面的课堂技术几乎具有普适性——全

迁移性，而模式层面的课堂技术仅有有限的

迁移性，操作层面的课堂技术几乎不具有迁

移性，它只能直接被搬用到与之对应或相似

的教学情境中去。舍恩指出，“理论在两个相

关命题中耗损：考虑完全的复杂性和具体性，

以尽量可能简单的方式完成”［14］，这是理论

层面的课堂技术迁移写照。“实践者把这个情

景相似地看作那个情景，也可以把那个情景

当作这个情景相似地去做，”即“相似地看和

相似地做的整个过程”，这就是操作层面的课

堂技术迁移实质。［15］无论是哪个层面的课堂

技术，其情景化地迁移过程都需要一定的艺

术性，故都属于课堂技艺的范畴，纯粹、机械

搬用现场课堂技术是教学生手的做法。将技

术转化为技艺，将凝固的课堂理念、模式、套

路转变为个性化的课堂实践，是课堂技术释

放其内在能量，助推课堂改革的现实路径。

课堂技术的多层次迁移过程实际上是它与具

体教学实践相结合，就是其植根、嵌入、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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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生境，并在教学生境中发生“二次转生”

与继续生长的过程。

（二）课堂技艺：技术迈向艺术的过渡点

课堂技艺之所以处在技术向艺术飞升的

转换点或临界点上，其原因还在于它同时具

有了课堂技术的稳定性与课堂艺术的创生性

的双重特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课堂技艺的

最大特点是生长性，它是以课堂技术为基点，

逐步向课堂实践生长、转变的过渡状态。在

课堂实践中，课堂技艺的特殊功能体现在以

下方面。

1. 课堂技艺是公共理念与具体情境间的

互生

从课堂理念转变角度看，课堂技艺是公

共课堂理念与具体课堂情境的互生状态，是

二者在磨合、交融、互构中生成实用课堂技术

或课堂艺术雏形的转变状态，这是高效课堂

一般理念从“普适”走向“特适”的过程。在课

堂技艺生成中，理念是打破教师日常课堂生

活平衡态的手段。教师日常课堂生活平衡体

现在两个层次上：观念层面的平衡与实践层

面的平衡。前一种平衡体现为教师已有的观

念足以解释当下的课堂实践，后一种平衡体

现为教师已有的实践图式库存足以应付目前

的教学情境。在高效课堂建构中，随着新课

改理念向教师头脑中的植入，观念平衡态被

打破，由此引发教师的实践“震撼”或“不适

感”，促使他面对具体课堂情境开展探索性变

革。在新理念指引下，教师与具体课堂情境

间“磨合”展开，引发课堂理念与课堂情境的

双向互生：新理念改变了教师对课堂情境的

解读方式，课堂情境的复杂性过滤掉了课堂

理念中的理想成分，教师找到了因地制宜、量

体裁衣式的课堂行动策略——课堂技艺。

2. 课堂技艺是课堂模式与个人创造的耦

合

课堂技艺的过渡性还表现在它是既定课

堂模式与教师个人创造耦合的产物，是技术

向艺术转生的重要环节。高效课堂模式来自

成熟、成功的课堂改革实践，它是改革者固化

这类课堂的主体构架的产物。例如杜郎口中

学“三三六”模式，它是对该校课堂教学实践

的主体框架，即教学的三个关键链环——预

习、展示、反馈等进行概括与提炼的结果。经

过了这一技术化加工，教师清楚了这些课堂

模式之所以高效的原因，从中找到了直接借

鉴、学习、参照的对象。在课堂实践中，教师

的课堂技艺体现在：他只要把握了该课堂模

式的大致框架，就能结合自己的理解与创造，

顺利地将其中的优质经验与科学思路迁移到

新课堂情境中去。这是一个既定课堂模式框

架与个人课堂创造的合成过程，课堂技艺就

体现在教师灵活地接纳、借鉴、利用先进课堂

模式，使之服务于自身课堂教学改进的全程

中。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仅不被现成模式

所束缚，还获得了有限的改变模式、嵌入具体

教学内容的自由，故绝非纯粹的技术化过程，

其中蕴含了艺术创造的因子。

3. 课堂技艺是稳态课堂与变革课堂的交

合点

由技术主宰的课堂是在一定理念、规

则、结构、程式等的稳定作用下衍生出来的课

堂，它强调的是对既定课堂规则的坚守，致力

建构的是稳态课堂；课堂艺术追求的是创意、

机变、即兴、生成等课堂精神，其突出特征是

模糊性、多变性、涌现性，在其主宰下的课堂

是变革课堂。在课堂技艺中，教师将这两种

课堂形态现实地耦合在了一节课中：一方面，

教师在课堂实践中打破了课堂技术的线性思

维与封闭环路，并借助于自己的课堂哲学、课

堂理解、课堂经验、课堂风格等对这些课堂技

术进行了转译、重组与变通，此时，既定教学

模式、套路、思维想要让整个堂课在它所划定

的圈子与轨迹上运转几乎不可能，课堂的稳

定性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由于受课堂技术的

牵引，一般教师在课堂实践中的弹性空间与

自由度会受到一定制约，尤其是在教师还未

达到专业卓异水平时，他的课堂行为会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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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技术与艺术的中转区，一直处在课堂

艺术化境界的前夜。在课堂技艺的主宰下，

大多数教师的高效课堂实践长期处在稳态课

堂与变革课堂的交集上，处在技术与艺术并

用并存的阶段。

4. 课堂技艺是对课堂技术的突破与“二

度创生”

课堂技艺是教师在自身教育实践中运用

课堂技术的阶段，这就决定了它不再是存留

于教师头脑中的格式化套路与行动中的固态

模式，而是被迫向课堂实践的情势、实情、变

化与主体敞开，接受课堂实践的洗礼与改

写。课堂技术一进入课堂实践就被激活，顺

势注入了情境化、具体化的实践因子，由此导

致课堂技艺的生成。在高效课堂实践中，每

一点课堂技艺的形成都是教师创造性地运用

课堂技术的产物，都是教师对课堂技术的一

次“二度创生”、一次“解构—重构”实践。应

该说，课堂技术首次产生于原创者的课改实

践情境，成功课改实践的关键要领在被“去情

境化”后分离出了课堂技术；课堂技术被实践

者灵活征用、回归情境后产生了课堂技艺，实

现了课堂技术在教学生境中的“二度创生”。

在课堂技艺生成中，课堂技术的“框框格格”

被打破，进入了被创造性课堂实践修整、延

伸、再定义的阶段，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进入

了快速发展阶段。

可见，课堂技艺是技术向艺术飞跃的必

经环节，是课堂技术与课堂艺术共存、共生的

胶体状态。课堂技艺是生长中的课堂技术，

是迈向高效课堂艺术的预备阶段，是普通教

师的课堂教学常态。课堂技艺既是课堂技术

与课堂创造的冲突区，又是课堂变革真正发

生的链环。在过去，学者大谈课堂艺术的完

美与显赫，将课改的境界与现实混为一谈，从

而弱化了对课堂改革现实状态的充分关注，

其结果，许多课改实践始终不易在现实层面

上落地生根并产生出实实在在的改革效力。

高效课堂既非一味膜拜梦想，也非一味依附

现实，而应该接天连地，努力使课堂实践成为

课改理想与课堂现实的联通器。这就需要研

究者对高效课堂实践的现实状态——课堂技

艺以更多的关注与深究。

三、课堂艺术：高效课堂的理想境界

在高效课堂建构的线路图中，如何定位

“课堂艺术”是另一个值得考究的议题。所谓

课堂艺术，它是课堂教学的超越性品质与理

想化状态，其主要内涵是：整个课堂教学活动

以谐美为内在目标，以灵活多变、创意迭出、

个性突出、风格明显、自如自然为外显特点，

以即兴创作、机智应变、自由施展的方式展

开，由此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

完美教学境界。在艺术境界中，一切教学活

动都是“临场的天赋”［16］，即机智状态。课堂

艺术是高效课堂建构的理想图景，其基本构

成单元是课堂创举，其衔接方式是课堂情势，

其实现手段是教学智慧，其存在状态是扎根

课堂情境，依附教师个性而存在的教学自

由。艺术的灵魂是变化，是创新，是永不停息

地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在这一意义上，高效

课堂艺术没有规律可循，没有实例可供效仿，

似乎与技术无关，它更多代表着课堂创建的

巅峰状态，更多承担着为课改实践者编织改

革蓝图的使命。因此，课堂艺术处在高效课

堂金字塔的尖端，它始终以天才教师的授课

来代言，始终以完美的课堂表现来显身，并以

若即若离的方式牵引着整个高效课堂改革的

走向。

（一）课堂艺术是高度自主化、个性化、

柔性化的教学状态

作为一种教学状态，课堂艺术的三大关

键特征是：自主化、个性化与柔性化。从自主

化角度来看，高效课堂艺术是教师自由、自

主、自然的教学创造，所有课堂技术被高度内

隐化，他们完全不受显性课堂技术的规约。

实际上，教师自己已成高效课堂技术的定义

—— 127



者与发明者，完全可以根据现场教学情境这

一“召唤性结构”（伊瑟尔语）做出灵活而又恰

到好处的教学反应；从个性化角度来看，教师

的任何课堂反应都带有个人的色彩与风格，

都是教师成熟专业自我的自然流露，教师完

全可以利用临场智慧对外部教育环境做出恰

当反应，其课堂表现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多变

性与效能性；从柔性化角度来看，高效课堂艺

术不遵循硬性的规则与技术要求，无形之道、

课堂情势、真实课感是课堂艺术受到的无形

指引，教师在课堂情境中的每一个行为反应

都是机变却又恰到好处的。如果说基于一定

课堂技术授课是新手教师的教学状态，基于

课堂技艺来授课是一般优秀教师的教学状

态，那么，基于课堂艺术来授课则是精英教师

的教学状态。在艺术化高效课堂中，教师的

授课完全是“跟着感觉走”，他怎么上也都不

会触及课堂教学的“硬规则”。其实，这些“硬

规则”已经沉入他们的潜意识之中，已经与他

们的身体合二为一，成为教师应对课堂情境

的习惯反应。因此，“柔”就是高效课堂“去技

术化”的最高表现，具有水一样的柔性与韧

度，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快慢适度是高效课

堂艺术的存在状态。

（二）课堂艺术是教师自创高效课堂形

态的开始

在高效课堂艺术中，已难觅课堂技术的

痕迹，整个教学几乎不受外力操控，精英教师

能有力突破外在情境、条件的制约，对课堂实

践进行富有效能的自由创作。在他们身上，

“技术缺失”的内涵与一般教师截然不同。对

一般教师而言，课堂技术是教师进入课堂情

境、处置实践难题的跳板与凭借；否则，教师

就难以针对课堂情境与现实难题做出有效应

对，课堂技术是普通教师的智慧之源。对精

英教师而言，课堂技术的存在已经部分地成

为束缚他们身手的障碍，成为限制他们心灵

与行动的壁垒；或者说，真正有效的课堂技术

已潜入他们的潜意识层面，发生了隐身化的

转变，成为他们应对课堂情境的无形之道；或

者说，教师时刻准备着超越有形课堂技术，找

到一种更有效、更原创的教学反应图式。不

同于课堂技术，课堂艺术的行动法则是：“在

S 情境，如果想到 C 结果，就机智采取 A 行

动。”［17］此即，弱化课堂技术，建构自我的课

堂内生之“道”［18］，为自己的教学立法定则，

确立全新的课堂技术指标，是精英教师自创

课堂样态的开始。一旦达到艺术境界，教师

的课堂时刻处在迸发、新生、涌流的状态，不

时会有绝活、亮点、惊异的闪现，创意、创新、

创举已成为高效课堂实践的常模。在这种课

堂上，教师不再被课堂技术牵着鼻子走，而是

教学中即兴生成的灵动与创意、人课合一的

课感在引领教师行动，整个课堂与教师生命

体的律动实现了完全交融与契合。

（三）课堂艺术是赋予高效课堂以张力

的理想

既然课堂艺术只有少数教师天才、教育

精英、实践专家才可能达到，那么，高效课堂

必须合理确定课堂艺术在整个课改目标序列

中的定位。在高效课堂实践中，我们更愿意

把课堂艺术视为整个课改实践追求的一种境

界、一种梦想、一种巅峰状态，而不希望视之

为人人可及、可见、可感的课改目标状态。艺

术化课堂是高效课堂改革的终端状态与顶级

目标，是赋予课改实践以“张力”的应然诉求，

其存在意义在于激起一般教师的变革热情，

为他们提供一个至高的努力方向。范梅南指

出：“教育的本质更主要是一项规范性活动”，

它“不断地期望教育者以一种正确的、良好的

或恰当的方式从事教育活动”。［19］课堂艺术

规范的是教师教学实践的蓝图与前景，而非

具体的课堂操作与行动路线。正是在课堂艺

术的牵引下，整个高效课堂改革才不会小视

课堂技术、规则、模式、套路的功能，因为课堂

技术是课堂艺术化转变的垫脚石与起步点；

才不会过于崇拜、迷恋课堂技术，以致将高效

课堂改革停留在模式固化、格式推广、套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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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些机械化改革层面，因为生成课堂技艺、

走向课堂艺术才是整个课改的终极目标。也

正是有了难以完全企及的课堂艺术的引领，

高效课堂建构才能以虚怀若谷、兼容并包的

姿态迎接一切新生课堂创举，才能始终行进

在一条善于总结、多元创新、开放超越的合理

轨道上，才能在课堂技术与课堂艺术间的循

环转换中找到更高位的一种平衡态。在课堂

艺术梦想的支持下，教师一定能创造出更为

多样、更具特效、更为科学的高效课堂形态。

对成功的课改而言，整个课改目标的设定应

该寓无形于有形之中，渐次逼近高效课堂的

自由境界：有形的高效课堂技术是高效课堂

建构的有形法则，无形的高效课堂艺术是高

效课堂建构的无形法则，寓无形于有形的结

合点是课堂技艺，它是教师现实地积累课堂

技术、利用课堂技术、突破课堂常模的临界

点。高效课堂只有顺利实现课堂技艺向课堂

艺术的“最后一跃”，才可能彻底焕发课改的

活力，彰显课改的“核动力”，释放课改对全体

教师、全部课堂生活的内在变革力与实践牵

引力。课堂艺术对整个高效课堂建构的核心

意义正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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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Efficient Classroom

Long Baoxin & She Yandong

Abstract：Efficient classroom is a contradictory unity made of technique and art. It is efficient classroom's
construction route map from classroom technique and classroom artistry to classroom art. Efficient classroom construction
begins from a series of classroom reform ideas，fixed models and concerned plans. Classroom technique is a kind of
material base which is to condense the classroom reform experiences，assemble classroom reform ideas，solidify classroom
wisdom and construct new classroom form. Classroom artistry is the result of application of classroom technique to
classroom reform and mu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between general idea and typical situation，classroom pattern and
personal creation，stable classroom and changing classroom. Efficient classroom art is an ideal of classroom reform，which
gives the tension for the reform and leads the efficient classroom to transcend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its limit with an
unattainabl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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