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与教学

教育发展研究 2012．8

编者按：检索显示，
“课例研究”作为论文的名称始于2002年。截至2011年12月，以“课例研究”为
题的论文总计有254篇。然而“课例研究”似乎被等同于日本的“授业研究”。有论者提出，我国的“课
例研究”主要处于“引进”状态，并且
“虚化”现象较多。如何发掘“课例研究”的本土经验，如何应因本
土条件吸纳国外经验，这是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本刊连续两期发表王荣生教授针对“课例研究”的
最新成果，以期引起这方面的讨论。

“课例研究”
：
本土经验及多种形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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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我国的
“课例研究”推进中，
明显存在以日本
“授业研究”
为标杆的倾向。本土经验或被遗弃或被遮蔽，

“课
本土强有力的“课例研究”被自我边缘化。我国“课例研究”具有多种形态，如“课例”作为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
例”作为研究对象、
“课例”
作为所研究问题的载体、
作为研修内容或研修方式的“课例研究”
等。发掘、
弘扬本土经验，
尤其是从本土经验中提炼针对本土教育教学问题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课例研究；
本土经验；多种形态；发掘与弘扬

成了因应本土条件的“课例研究”多种形态。比如：在

问题的提出

我国教学研究实践中，优秀教师的公开课或课堂教

当前，
“课例研究”正在蓬勃兴起。然而，在“课例

学实录，是主要的形态之一。评课，也是我国学科教

的推动中，理论和实践也都出现了一些偏颇。
研究”

学研究的主要形态之一；在近年的学科教学论研究

“课例研究”似乎被当作外来经验，与日本的
“授

中，出现了一批对公开课或课堂教学实录进行深入

业研究”
划上等号，或以“授业研究”为标杆。研究者
致力译介，倡导借鉴，努力移植，却疏于对本土经验
的发掘，有意无意地忽视、藐视甚至鄙视本土经验，
因而借鉴、
移植也未能切中本土条件下的问题要害。
1.一些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课例研究”形态被
刻意撇除而遭遗弃

分析的著述。
在“课例研究”之林，理应看见中国本土的这些
大树。但是，它们却明确地被排除了，[2][3]因为不符合
“授业研究”这一标杆。
2.彰显“教研活动”的负面表象，屏蔽了许多正
面的本土经验

“课例研究”，无论是日文“jugyokenkyn”，还是英

尽管境外学者把我国实行了数十年的“教研活

文“lesson study”，其含义都是“课的研究”
， 即研究

动”，视为与“授业研究”不同渊源的“课例研究”，[4]

中小学特定科目、特定学习内容、以40分钟左右为单

但在我 国 一 些 学 者 的 笔 下 ，
“教研活动”被译成

[1]

位的
“课”。

“teaching study”
时，
带有明显的贬义，
而刻意与
“lesson

研究如何上好自己的“课”，是中小学教师专业

study”
对照。

工作的核心内容；研究一堂“课”
之所以好，或之所以

毋庸回避，我国的
“教研活动”
，包括上面所提到

不好，是教学论研究尤其是学科教学论研究的题中

的公开课、评课，以及常被用来当作反衬的集体备

之意、
重中之重。

课、
“磨课”等，确有种种负面的表象，有的还令人发

“课例研究”是我国教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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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该看到“教研活动”的正面价值。我们

但现在一些倡导“课例研究”的文章，要点却放

要把研究如何上好课的公开课、评课，
与被作为评价

在“课题研究”报告的样式上。
“首先要找到问题”
，尽

对象或手段的公开课、评课，与投机取巧的表演课，

管也每每提到；[7]但对如何找问题、如何判定问题，却

与不学无术的所谓评课，区分开来。我们应该看到：

语焉不详。而且，似乎还把“课例研究”报告的样式与

公开课中有许多课堂教学的精品，评课中有许多真

“课例研究”的研究方法混淆了，或倾向于把研究方

知灼见，一些地区和学校的集体备课或共同备课，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法程式化。
“课例研究”或许要写研究报告，规范的报告有

“教研活动”
的核心就是“课例研究”。就像“课例

助于研究的系统化。但是，做研究与写研究报告毕竟

研究”
有真假好坏，对待
“教研活动”
，也要去假存真，

是两件事情。研究在前，报告在后；研究是解决问题，

褒贬好坏，在根除恶疾的同时，将其有益经验发扬光

“提
报告是为分享经验。若前后倒置，甚至舍本逐末，

大。然而现在，本土的经验或被遗弃，或被遮蔽，中国

高研究含量”的初衷，却可能换来“课例研究”的表面

强有力的
“课例研究”，被自我边缘化。

化、形式化。

3.要点放在“课例研究”报告，未能切中本土条

“课例研究”
有多种形态。由于不同的教学文化，
所面临的不同的教育教学问题，以及日语、英语、中

件下的问题要害
倡导“课例研究”，初衷是提高教学研究的“研究

文的用语和教学文化的差异，强以“授业研究”为标

的含量”。“教研活动”
的研究含量不高，教学研究的

杆，导致
“课例研究”推进中的诸多问题。同时，我们

研究含量不高，一些学术论文研究，其含量也未必

也很难解释，日本、美国、中国大陆和香港等，种种形

高，于是要寻找对策。

态的“课例研究”何以统一在一个名下，以及它们之

而对策要切中要害。在笔者看来，研究的含量不

间的何以不同。这也不利于对“课例研究”的研究，反

高，是因为没有去研究真问题，或者说没有真的去研

过来阻碍对中国经验的发掘、弘扬，以及在本土条件

究问题，去发现并解决造成课堂教学困境的问题。

下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吸纳。

现在大学里人人要有课题，中小学虽不是人人，

对“课例研究”的三点认识

但区区有课题、校校有课题、组组有课题，至少在一
些教育发达地区，似乎也已很普遍。但许多所谓课

1.“课例研究”的实质

题，其实是理念性的口号。区的课题、校的课题、组的

“课例研究”
，要点不在“课例”，而在“研究”。

课题，要落实到人、落实到教师，而教师通常要通过

“课例”，可以是已成的课，可以是改善过程中的

“课例研究”，力图把口号落在“课”中，或与“课”挂上

课，如果把它当作研究的样例的话，也可以是正在设

钩。在这样的本土条件下，对被动做课题的老师来

计中的课；可以是别人上的课，可以是自己上的课，

说，关键点是要找到能与理念相对接的所要研究的

也可以是与专家、同伴共同研制的课；
可以是现场的

具体问题。

课，录像的课，或课的文字实录。总之，是一门具体科

这方面，日本“授业研究”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授业研究”通常是在学校里作为一个名叫Kon-

目、具体学习内容的“课”，它可以是完整的一堂课，
课中相对完整的片断，或课中牵涉整体的某些细节。

aikenshu（一种特定类型的校本教研）活动的一个组

“研究”的要点，也不在形式。它可以是自我反

成部分。 “授业研究”虽然落实在具体学科“课”的

思，可以是同伴研讨，也可以是专家点评；可以是口

研究，但要对接学校的办学宗旨，所以有一个比较宽

头、书面，正式、非正式。也不在研究者的社会身份，

泛的主题。如“让学生体验到合作和学习的快乐”，

即研究者可以是教师本人，可以是另外的教师，可以

[5]

“使教学能够吸引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等。 这相

是教研员，也可以是专业研究者；可以是个人研究，

当于上面所说的理念性的口号。在具体的“课”中如

也可以合作研究；可以是教师同伴合作，也可以专家

何落实理念，在理念的指引下如何找到具体科目的

参与或引领。

[6]

教学中的真问题，细致地研究“授业研究”
的案例，应
该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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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是“研究”，关键是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
方法。

“课例研究”
：本土经验及多种形态（上）

问题又称课题，是通过研究可以解答的疑难，所
以问题和研究方法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想知道却没有现成的答案，那就可
必须得知道，
能是要研究的问题。而要使课题成立，

状况；但是，不能说写论文这件事本身有什么不对。
知识创新能力不足，不是因为写论文，而是因为有什
么东西影响了写论文，甚至扭曲了写论文。
写论文未必就是做研究，
“课例研究”也当如是

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去获得该问题的解答。
“怎么去知

观。一位老师在备课或上课，算不算研究？两位老师

道答案？”
“是怎么知道答案的？”对这类问题的回答，

同课异构，算不算研究？一位教研员在评课，算不算

便是研究的方法。至少在理论上，别人用与之相同的

研究？一组老师在讨论一堂课，或一群专家在议论一

方法，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用与之相应的做

堂课，算还是不算研究？光看形式，是无法断定的。关

法，也可以获得类似的效果。可靠的研究，获得的是

键是实质，看其是否在研究真问题、有价值的问题，

分享。
知识和经验，它可以交流、

是否用了合适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能否合理地

被诟病的“教研活动”
，与其说是它的形式，毋宁
说是它的实质。

解答那个问题。
我们提倡教师是研究者。但同时也应意识到，教

首先是“问题”不成问题。在评课中，
说这堂课有

学和研究并不完全重叠，它们是两桩有区别的事情。

“出现这种
毛病，但毛病还不直接是要研究的问题。

所以日本才会在正常的教学之外，抽出特定的时间

毛病，是什么原因？”这才是问题。学生提不出问题，

来做“授业研究”。而一线教师的在从事教学中所取

或乱提问题，这是毛病；
“为什么在学习这个内容时，

得的研究实绩，则充分地证明，教师可以成为研究

学生提不出问题或乱提问题？”这才是问题。说这堂

者。他们发现了真问题，并通过实践妥善地解决了

课上得多么好，有多少优点，这是评价，
而不是研究。

问题；他们弄清了道理，并依据这些道理进行教学。

一堂课不会无缘无故地好，它一定有道理，弄明白这

教学是有大学问的；这些问题、这些道理，往往是专

个道理，分析它之所以好，这才是研究。

业研究者拍脑袋发现不了、解答不出的。

其次是“方法”不成方法。在教学设计时，用这个

因为教学的问题很具体，它处于特定的情境中，

材料，或换一个材料，组织学生这么学习，或换一种

涉及特定的科目，特定的学生。从大的关节讲，
“课例

学习方法，这还不直接是研究。为什么要换？换了之

研究”
无非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教学内容。特定的学

后教学效果可能要好些，那是什么道理？如果只是瞬

生学习特定的题材，应该教什么，或学什么？第二，教

间的感觉，或利用已成的教学经验，说明这位老师具

学方法，包括教学环境和资源。学习特定的内容，应

有才能，对这位老师来说，他不在做研究，而只是在

该怎么教，或如何组织学生的学习。教学方法的问

教学，他有较高质量的学科教学知识，他有丰富的实

题，其实就是教学内容如何展开的问题；两者的关

践性知识。如果另一个人去分析这堂课，通过种种办

联，也就是学科教学知识。“课例研究”之所以有效，

法，查明这位老师原来是这么想的，而这么想之所以

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它能够激活、提炼、改善、发展

对头，是因为这个或那个道理，这才是研究。

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

研究是价值负载的。研究如何救人，是一个好课

这也就是教师为什么要成为研究者的原因。
“课

题；研究如何激发爱心做慈善，是个好问题；反之则

例研究”是着力于解决具体科目教学难题的活动，同

通常不被许可。方法也有伦理的原则。许多对“教研

时也是发展学科教学知识的活动。在改善教学的同

活动”的责难，其实是对偏离了正道的教学、课程、
教

时，发展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通过学科教学知识的

为主心骨的“非人”的教育、
课
育的责难，但以“应试”

发展，促使教师改善教与学。

程、
教学，与
“教研活动”这一方式没有因果关系。即

2.“课例研究”的取向

便是后来变得臭名昭著的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

“课例研究”，首先是对“课”的研究活动，或研究

“红领巾教学法”， 从“课例研究”的角度，仍不失为

“课”的活动。在日本，
“授业研究”
“是教师的常规活

①

一个研究范例。
一个人抄袭论文，绝对是个学术品质恶劣的人；
一堆人都抄袭论文或作无病生吟，一定是制度出了

动”。[8]香港的“课堂学习研究”
（learning study），有时
也自称“课研活动”。[9]大陆沿用“教育科研”
和“教学
研究”两厢分流的体制，在当时的话语背景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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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的活动，特称
“教研活动”。美国人詹姆斯·斯蒂

行研究，包括教学现场、教学录像和教学的前后所整

格勒（James Stigler）和希伯特（Hiebert）将日本、中国

理的书面文本，如教学设计、课件、教学实录、学生作

和东亚其他国家及地区类似的研究“课”的活动，统

业等。

称为lesson study，翻译成中文，就是“课例研究”。

[10]

之所以能将差异显著的种种研究“课”的活动，都纳
入“课例研究”这一共名，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指向
如何改进课堂教学、
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11]

正像行动研究可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理论研
究也可以用多种方法，包括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
在与“研究教学理论的理论”的“教学论”的比照
中，有学者将“研究课堂教学的理论”，称之为“课堂

对照实然情况，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经验，作为研

教学论”。“课堂教学论”把课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究活动的
“课例研究”，可以有两种研究取向：行动研

“基于聚焦课堂的行动研究”、
“基于观察、
深描、解释

究的取向和理论研究（学术研究）的取向。

[12]

“基于叙事的教学案例”等研究方法。[17]
的课堂志”、

（1）行动研究的取向。是在动态形成过程中来研

“课堂教学论”与“课例研究”有相近、相通之处，比如

究“课”
，研究者（包括教师和专业研究者）直接介入

课堂志的研究，形成“观察- 深描- 解释- 课例”的课

“课”
的形成或改善过程。行动研究注重实践的改善

堂研究方法谱系。[18]但两相比较，差异还是明显的，

“课例研究既
效果，也强调研究过程的价值和意义。

“课堂教学论”是在课堂里进行研究，其研究的问题

是一个教学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实践改进的过

通常处在较为“一般”的层面，比如对“学生的吵闹”

程。”

进行专门研究。 [19]课堂志的研究范本，是《课堂生

[13]

活动体现为过程，过程细化为步骤。“授业研

活》、
《透视课堂》、
吴康宁等课堂社会学研究、叶澜的

“课堂学习研究”和顾泠沅教授领衔的上海教科
究”、

“新基础教育研究”。[20]如笔者曾在北京与陈向明教

院“教育行动”，都是从活动的过程及步骤来描述各

授同观一堂课，陈教授及其团队所关注的问题，是教

自的“课例研究”。

师与学生的交流对话，在观察中使用了不同角度的

“授业研究”是教师们“带着明确的目的参加到

量表，这与笔者所关注的这堂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

讨论中来，讨论他们在此之前共同准备过的、并且也

法与内容的匹配、教师的教与学生语文经验的形成，

旁听观摩过的一堂课”。 细化为：合作设计研究课、

完全不是一回事。

[14]

关注实施中的研究课、
讨论研究课等步骤。
“课堂学习研究是针对一堂课的教学内容来集

，基于中小学特定科目或学习领域。
“课例研究”
顾泠沅领衔的“行动教育”，所研究的主要课例，在研

体备课、教学观摩、协同工作，进行系统的反思以达

究者具有学科背景的数学、科学、英语等科目领域。

到更有效的教与学的教师发展过程，其最终目标是

香港“课堂学习研究”，侧重在“学习内容”
的“关键属

让学生进行更有效的学习。” 细化为：选取课题并

性”，主要依托教学内容较为清晰的小学数学、常识、

初步拟定学习内容、
确认学习内容、
教学设计和课堂

英文和艺术、体育、音乐等；小学语文，则只涉及比较

实践、
以后测为主要形式的教学评价、
撰写报告及分

易于把握的动词、比喻等基础知识，如 《一支铅笔

享成果等步骤。

头》，
“比喻的欣赏和运用——
—以新诗为例”。在日本

[15]

“行动教育”
的过程，
是
“三次实践、
两次反思”
。第

小学、初中普及的“授业研究”，侧重在教学行为的改

一次是教师自主备课并进行教学，
之后是专家和同伴

“授业研究”的关键点，是具体的
善，正如前文所讲，

的评课，
经评课中反思，
教师再次设计教案，
专家和同

学科教学，如何与一个较为长远而宽泛的主题对接。

伴的修改研讨，
教师完成新设计并进行教学。[16]

日本“正在从事或曾经从事过这方面活动 （授业研

以教师为研究主体的“课例研究”，通常采用行

究）的高级中学却寥寥无几”，[21]其中一个重要理由，

动研究的取向。但行动研究与理论研究，没有天然

可能是在学术性更强的高中阶段，阻碍学生有效学

的鸿沟。
在行动研究中往往要嵌入理论问题的研究，

习的因素，转移到了对学科内容的理解。

在行动研究过程中，可以生发理论的思考，并延伸出
理论的成果。
（2）理论研究的取向。主要是对已完成的“课”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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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研究”基于特定科目或学习领域，指向教
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即特定的学生学习特定的题材，
应该教什么、怎么教的理据。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

“课例研究”
：本土经验及多种形态（上）

知识范畴中使教学最有效的知识”，[22]如果舒尔曼等

教学录像、教学实录整理等。有些必需观察，有些则

人的所言成立，那么“课例研究”势必成为教学论研

不可观察。第二，研究方法的适用问题。
“方法总是针

究最直接也最重要的方面。

对一定问题的方法。”不管什么问题，都强用一种方

长期以来，教育学研究似乎形成了等级的观念。

法，这显然行不通。对课堂教学实录进行分析，研究

研究的层面越抽象、
研究的话题越一般，
这门学科的

它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内容与方法的关系，这

水平就越高。教育原理是一等的，课程与教学论列二

算不算“课例研究”
？
“课堂学习研究”的重要方法，就

等，学科教学论则被挤到等外；虽然号称教师是“研

不是课堂观察，而是前测与后测的数据比较。“研究

究的主体”，但又对教师的研究成果不屑一顾，以为

者不应用方法来限定问题，而应具有‘问题意识’，让

“学术水平低”。
研究的价值，不是依据话题的抽象程度而定的，
而是在于生产新知识，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性知识。

‘真实的问题’浮现出来，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得到
恰当的位置，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方法。”[25]
事实上，
“课”
的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关键是

通过“课例研究”，深入发掘本土经验，或许可以丰

方法与问题的匹配，方法的有效性，以及研究方法的

富、补充、
修缮教学论、教育学原理等。把
“课例研究”

规范。日本“授业研究”
之所以产生重大国际影响而

仅仅局限在行动研究，或者把“课例研究”刻意与理

“教学
广被移植，原因之一是它形成了在课堂中研究

论研究相区隔，这恐怕没有道理，也与既成事实不

“课
方法问题”的有效而严谨的方法。与“授业研究”、

符。教育教学理论要有力地作用于实践，这正是许

堂学习研究”相比较，我国的“教研活动”，包括专家

多专业研究者走进课堂、走进“课例研究”的动力。

参与的“课例研究”
，需要强化方法的意识，需要从实

3.关于研究方法

践中提炼、描述具体的研究方法，并对研究方法加以

研究方法，是一项研究能否进行的关键。然而要

审视和规范。

区分两种不同含义的“研究方法”：一种是“课例”的

比如：
“课例”
如何描述，便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

研究方法，即研究“课”的方法，如何来研究“课”。一

题。教学实录有哪些呈现的方式？是采用执教者视

种是作为研究方法的“课例研究”，即使用“课例研

角，还是旁观者视角？是严格记录上课中的师生话

究”这一方法，以获得相关问题之答案。

语，还是要加上必要的情境描述？如何防止“教学实

有些论者纠结于“案例”、
“课例”、
“案例研究”、

录”的变形甚至篡改？再比如：在“课例研究”中如何

“课例研究”等词义联想和辨析，希望在一个逻辑的

描述和解释课例？描述和解释的可靠性如何验证？是

谱系中摆平各自的关系。而实际却是越辩越糊涂，越

“理解”、
“解释”还是可以借题发挥？再比如：
“课例研

想辨析清楚越削足适履，进而人为设限，导致种种莫

究”是不是需要条件？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课例”来

名的疑惑。

研究，哪些问题不能单靠“课例”
，哪些问题不适用

有论者界定“课例研究”
（Lesson Study）
“是一种

“课例研究”
？不同的问题，是否有相应的具体研究方

教师联合起来计划、
观察、
分析和提炼真实课堂教学

法，是哪些研究方法？如何保证方法的可靠性？如何

的过程。” 那么，教师一个人研究“课例”算不算“课

验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如何引导传统的“磨课”走

例研究”
？教师一个人深入反思，关于这堂课的教学

向“课”的“研究”？

[23]

目标、教学环节以及目标与环节的一致性，并撰写了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课例研究”，指的是通过

像样的研究报告，这算不算“课例研究”
？我们崇尚合

“课例研究”
，采用归纳的方法（而不是列举），获得教

，尤其是作为研修内
作，带有研修性质的“课例研究”

“课例”作为得出普遍性结论的
育教学理论。或者说，

容或研修方式的“课例研究”，是以合作为其特征的。

主要证据。比如杨小微主持的“课例研究”，研究的是

但是，这并不能反过来得出结论，不联合起来的就不

在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教学中的“间接德育”问

是“课例研究”。

题。 [26] 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学科教学知识

有论者强调：
“ 课堂观察是课例研究的中心环

（PCK）的研究，要借助
“课例研究”这一方法。前述的

节”。 这里显然有两个问题：第一，
“课”的呈现方式

“课堂教学论”研究，如“课堂社会学”等，往往也采用

问题。
“课”有多种呈现方式，如教案、课堂教学现场、

“课例研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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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研究”：
本土经验及多种形态（上）

目前，在教育学科的许多领域，尤其是学科教学

“课”
的方法，与“课例研究”作为方法，
息息相关。
“课

论的研究，包括一批硕博士论文，多采用“课例研究”

例研究”本土经验的发掘、弘扬，不仅仅是指发掘一

的方法，也取得了一些实绩。但是，也面临着对方法

些成功的个案，而且主要是从中发掘针对本土教育

本身的考量。运用“课例研究”的方法，有哪些准则？

教学问题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并加以提炼和规

方法如何展开，展开过程有哪些技术上的要求？如何

范，加以推广应用。

避免“课例研究”
的误用甚至随心所欲地滥用？

（责任编辑

陈霞）

可以这么说，
“课例研究”的健康发展，与研究
注释：
①1953年5月，北师大学生在实习中举行语文课文《红领巾》的教学观摩课，应邀参加的苏联专家普希金提出了尖锐批评，实习生依据普希
金的意见，重新设计后再次试教,被誉为
“红领巾”教学法。
“红领巾”
教学法，实质上是苏联文学课通行的“讲读法”,被大肆宣传后很快风靡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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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Study”: Local Experience and Its Diversity（Ⅰ）
Wang Rongshe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sson Study”
, there is an obvious tendency that lots of researchers take the Japanese
“Impart Knowledge Study”as a benchmarking. It is seen that the local experience is always deserted and concealed. What's worse
more, in China, the powerful “Lesson Study”is increasingly self -marginalized. We all know that the “Lesson Study”in China
presents various forms. For instance, “Lesson”can be acted as the presentat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carrier of the research. In addition, the“Lesson”can also be viewed as“Lesson Study”towards the study content or the research way.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hat exploring and promoting local experience, especially, to abstract the research method which is effective to
the local education issue.
Keywords: lesson study, local experience, various forms, exploring and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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