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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知识与教学设计理论知识差异的文本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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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教学设计结构、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结构指代教学设计知识，以 2003 年、2015 年和

2020 年出版的语文教学论教材为分析范围，发现教师教案所折射的教学目标知识、教学过程结构知识与相

应的理论知识具有很大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的源头归结为师范生教学论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与教材中的案

例不一致。建议理论工作者为师范生学习教学设计知识扫清源头上的障碍，解决教材中理论与实践“两张皮”
现象，重塑教学设计理论的严谨与权威，推动教学设计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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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eaching design knowledge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textbook 

——Take the case of three textbooks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in differ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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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teaching design knowledge is represented by teaching design structure, teaching 
objective and teaching process structure. With the textbooks of Chinese teaching theory published in 2003, 2015 
and 2020 as the scope of analysis, we have found that the teaching objective knowledge and teaching process 
structure knowledge reflected by teachers' teaching plan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difference is attributed to the gap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case in the 
textbook.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oretical workers should remove the source obstacles f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to learn teaching design knowledge, solve the "two skin" phenomen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extbooks, rebuild 
the rigor and authority of the theo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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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认识和经验的总和，中小学教师（以下

简称教师）的教学设计知识主要是职前课程学习和

“做中学”的结果。教师具有什么样的教学设计知识？

换言之，师范生的相关教师教育课程传授了什么样

的教学设计知识？教师教学设计方案（教案）是教

学设计理论知识的指导结果吗？如果说前者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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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知识的缘起，那么后者则大致可说是理论

与实践的差异呈现。当前研究者更多的是在学科教

学知识（PCK）的视野下关注教师具备什么样的教

学设计知识[1]，教学设计知识的分离现状[2]，教学设

计知识的测评[3]等。测评结果发现，教学设计没有

固定不变的模式,不同教师对同一课题所做的教案

不同[4]，这被认为是“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的原则体

现[2]，但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教学设计理论知识的

指导性不强；另有学者发现，教师教学设计理论知

识几乎都来源于网络[5]，而毫无疑问，网络的开放

性和多元性进一步强化了“教学设计没有固定不变

的模式”，也暗示了教学设计脱离教学设计理论的现

状被认可。那么这种脱离源于何时？基于“理论指导

实践”的基本哲学观，笔者假设这种脱离是教师职前

师范教育期间学科教学论课程学习的结果。笔者选

取了 2000-2020 年期间出版的三本课程与教学论教

材，比较其间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与教学设计案例

的差异，推测教师教学设计知识的现状。 
1 研究方法 
受制于篇幅，笔者立足语文学科，在“超星发现”

网站以“语文”和“教学论”为检索题名，以 2000-2022
年为检索时间，（囿于疫情管控无法借阅纸质书籍）

以电子资源为检索限定筛选，以每 5 年中有一定引

用量，且内含教学设计案例的著作为选取范围，最

终，笔者选取了李景阳的《语文教学论》（简称著

作 1）、莫莉的《新课程小学语文教学教学的理论

与实践》（简称著作 2）和胡冰茹与周彩虹的《小

学语文课程教学与设计》（简称著作 3）等三本著

作，将案例的设计者归为中小学教师。在分析过程

中，笔者首先非逐字的原文呈现教学设计案例，接

着将著作中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和案例进行对比和

评析，得出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2 分析过程 
综合辞海[6]和教学理论[7]的观点，教学设计文本

（俗称教案）所应包括的部分是课题信息、教学目

标、教学重点与难点、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

方法、教学过程和板书设计等；教师教学设计能力

包括教学背景信息分析能力、教学目标制定能力和

教学过程设计能力[8]，其中教学过程是教学设计的

主体[9][10][11]，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

归宿[12]，由此笔者认为教学设计知识的维度是教学

设计结构、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 
2.1 专著 1 中教学设计理论知识与案例 
李景阳的《语文教学论》出版于 2003 年，显示

被引量为 341。作者在书中完整呈现了上海特级教

师钱梦龙教读课文《岳阳楼记》教案[10]，笔者以摘

要的方式呈现了原文各部分的标题和第一课时的教

学过程。 
2.1.1 教案呈现 

教读课文范仲淹《岳阳楼记》教案 
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 

教学目的 
一、积累词语 
实词、虚词和词组 
二、理解句意 
反问句、变序句、长定语句、表示揣测语气的

陈述句 
三、了解对偶的特点及作用 
四、理解本文寓情于景、卒章显志的写作特点 
五、学习我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思想。 
教学设想 
一、本文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不仅立意高远，

而且文采斐然，句式于整齐中见变化，尤其便于朗

读。教学中要特别重视引导学生反复诵读，吟味，

体会文章的特点，并在思想上受到教育。 
二、倡导学生自读，教师在学生自读的基础上

启发引导。 
教学时数 
三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指导自学 
三、课外作业 
2.1.2 教案评析 
（1）教学设计结构 
结构是要素的组成关系[10]，教学设计结构是教

案的组成部分及其若干部分在内容上的关系。作者

指出，教案一般包括课题、教学目的、教学设想、

教学重点难点、教学方法、教具、课时、教学过程

和教后记（教完课后补记），但上述部分在不同课

型、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的教案中会有所差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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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此界定，钱梦龙的教案包括了课题名称、

教学目的、教学设想、课时和教学过程，缺乏了教

学重点难点、教具、教学方法和教后记。 
（2）教学目标 
李景阳认为，教学目标包括认知、情感和动作

技能三个领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特别强调教

师要紧密联系语文学习内容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引

导．对学生进行美的熏陶[10]。语文认知能力的层次

是了解、理解和掌握，语文教学目标设计应与语文

认知能力相一致，教师应首先列出综合性目标作为

教学的一般要求，例如“学习运用对比突出主题的写

法”和“理解诗歌中描绘的两种对立的艺术形象”等，

但是因为综合性目标比较笼统，难以直接观察、测

评，因此教师应表述具体行为目标，用以解释每个

综合性目标，这些具体目标以学生为主语，可以直

接观察和测评，能够解释学生达到目标的程度[10]。 
根据上述观点，案例没有标识教学目标的三个

维度，但就其内容而言包括了认知目标：知识目标

是“积累词语”，能力目标是“理解句意”和“了解对偶

的特点及作用”。由于教案中的“学习我国古代进步

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

思想”中的“学习”是认知领域的动词，案例没有情感

目标。另外，案例中的“理解”和“了解”表述的是心

理状态，因此该案例并没有在列出综合性目标的基

础上再表述具体行为目标。 
（3）教学过程 
李景阳认为，语文教学过程是指采用一定的方

法操作教学内容从而达到语文教学目标的全部活动

历程，教学过程逻辑是最能体现某种教学思想或理

论价值的操作部分[10]。语文课文一般的、最基本、

连贯的教学过程是感知性教学步骤、理解性教学步

骤和应用性教学步骤，是认知活动不断进阶的过程
[10]。 

根据上述观点，上述案例更多的是从教师的教

学顺序或步骤（导入新课，指导自学和课外作业）

来定义教学过程，师范生读者无法明确的感知到钱

老师的教学步骤是与李景阳所介绍的感知、理解和

应用的心理与行为过程相匹配的，也看不出教学过

程与教学目标的直接关系。 
（4）小结 
本研究无意评价钱老师的教学案例，而是说明

师范生教学论教材中的教学设计理论知识与作者所

呈现的教学设计案例不一致。依据直观性原则，师

范生很可能直接仿写案例，从而形成如下的教学设

计知识：表述教学目标的动词可以是积累、了解和

理解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是学习主人公的思

想，教案不一定包括教学重难点，教学过程是教师

在课堂上的教学步骤，教师完成这些步骤也就是完

成教学内容，教案在内容上不需要强调教学步骤和

教学目标之间的关系。 
2.2 专著 2 中教学设计理论知识和案例 
莫莉的《新课程小学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出版于 2015 年，目前显示被引量为 6 次。作者呈现

了 11 个完整的教学案例，每个教学领域（汉语拼音

与识字写字、阅读、口语交际、作文、语文综合性

学习）各两个，外加“教育实习”部分，突出了实践

性特点。限于篇幅，笔者仅呈现其中一个案例的标

题和教学目标等内容[9]。 
2.2.1 教案呈现 

读中积累读中感悟读中迁移 
《雨点》教学设计 
江苏省许梅芳 

[教材简析] 
[教学理念]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 9 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 1 个字只

识不写。认识 4 个偏旁，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初步认识池塘、小溪、江河、海洋，并通过

雨点的动态变化认识它们的特点，激发学生观察自

然的兴趣。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二、层层递进，引导初读 
三、创设情境，读好课文 
四、凭借板书，复述课文 
五、创设情境，运用语言 
六、识写训练 
2.2.2 教案评析 
（1）教学设计结构 
作者指出，教案一般包括课题、教学目标、教

学重点难点、教学时间、教具准备和教学过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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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观点，作者所举案例与理论不相符。如

摘要所示，该案例不包括教学重点难度、教学时间

和教具准备，但包括了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外加

作者没有指明的教材分析和教学理念。 
（2）教学目标 
作者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教学目标。其一是新课

程三维教学目标，其二是从目标行为方式出发的结

果性目标和体验性目标，其三是从思维（学习过程）

出发的“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
用，拓展”“发现，创新”五个方面的目标。三维目标

中的知识与技能是结果性目标，含了解、理解与运

用三个层次；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是体验性目标，含感受、鉴赏和内化三种水平；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不仅包含学习兴趣与责任，生

活与科学态度，还包括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以及人与

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9]。上，作者介绍了

AB 模式，即 
目标表述的要求是：目标的主语是学生；目标

以行为动词做谓语，突出可测量、可评价和可理解

的特征；行为目标有两类表述方式，其一是明确呈

现学习结果是什么的结果性目标（对应知识与技能

目标），其二是体验性或表现性目标（对应过程与

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是无需结果化或

难以结果化的目标[9]。 
上述案例没有对目标进行三个维度的命名；目

标表述也不完全符合表述要求，例如“认识”“学会”
和“理解”均不是行为动词，“激发学生观察自然的兴

趣”的逻辑主语是教师，不符合目标主语应为学生的

普遍规范。 
（3）教学过程 
作者指出，教学过程是教案的主体部分，具体

展示教师完成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环节，环环相

扣，应包括“做什么”和“怎么做”两个部分，特别要

设计出解决难点和突出重点的有启发性的问题[9]。 
案例中的教学过程被改称为“教学流程”，作者

对每个流程的教学内容（限于篇幅，笔者省略了教

学内容）进行了“评价”，从阅读理念的角度肯定教

师的教学活动安排。 
（4）小结 
该书共有 11 个案例，有的案例呈现了完整的教

学设计结构，例如“识字教学案例 1”[9]。以本书为教

材的师范生和以本书为“做中学”参照的教师很可能

形成如下的教学设计知识：教学设计的结构没有一

个统一的标准；虽然理论上强调教学目标应采用行

为动词，以学生为主语，但教材中的案例都没有使

用行为动词，也没有写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有的

目标主语就是教师；教学过程要突出重点和难点，

但先讲什么和后讲什么主要是教师自己的设计，并

没有一种统一的标准。 
2.3 专著 3 中的教学设计知识和案例 
胡冰茹和周彩虹的《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与设计》

出版于 2020 年，当前显示引用量为 0。该书在拼音

与识字、阅读、口语交际、写作和综合实践活动五

大领域均提供了教学案例，其中阅读和写作领域又

进行了诗歌、寓言和习作等方面的细分，合计 15 个

案例。笔者在此呈现的是识字案例[11]。 
2.3.1 教案呈现 
笔者呈现的案例是图表式的（表 1），主要呈

现标题部分，部分呈现了阐释内容。 
2.3.2 教案评析 
（1）教学设计结构 
作者指出，教案是教师为顺利有效地开展教学

活动，根据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教科书要求及学

生的实际情况，以课时或课题为单位，对教学内容、

教学步骤、教学方法等进行具体设计和安排的一种

实用性教学文书[11]。其他 14 个教学案例均为段落式

的，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包括课文解读、设计要

点、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和教学流程。 
根据该观点，上述案例的个性化色彩偏多。首

先，它缺少了教材分析、学情分析和教学方法等要

素，但增加了教学准备、前置性小研究设计、作业

设计、板书设计和教学后记等；其次，教师在“教学

过程”部分设置了“二次备课”的维度，似乎起着对教

师教学的提醒作用；其三，“教学过程”中嵌套“教学

环节”，并将其指向学生的学习（首学、互学、共学

和群学），比较随意。 
（2）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的主体是学生，表述内容不是教师对

教学任务的完成情况，而是学生的学习结果，教师

应采用准确具体的行为动词表述明确具体的内容[11]。 
教学目标中的知识与技能是每门学科的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立足于让学生学会；过程与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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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了解学科知识形成的过程，学会学习，掌握

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立足于让学生会学；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目标指向学生积极的学习和人生态度、科学

精神、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和

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等，立足于让学生乐学[11]。 

表 1 《神州谣》教学案例 

学科 语文 课题 神州谣 课型 识字教读课 课时 2 

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认识谣、涵、等 10 个认读生字，会写“州”“奔”等 9 个会写字； 
2.继续流利、有韵味地朗读三字经。 

教学重难点 1.指导学生会写字，会认字； 
2.继续流利、有韵味地朗读三字经，边读边想画面 

教学准备 学生课前预习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师生活动 二次备课 

情境导入，解题

识字 首学 
1．播放视频，引导学生观看祖国的壮美山河；2．板

书……齐读课题；3．认识“州”字；4.教师范写，学

生跟写“川”。 

1.课题还有不理解的吗？ 
2.关于“州”字，大家理解了

吗？ 

感知交流 互学 1.出示课件；2.自由朗读；3.同桌互读互译；4.检查字

词识读 检查课文朗读 

精读感悟 群学 1.指导书写生字；2.复习巩固 安排读写练习 

拓展升华 共学 1.出示课件；2.我们一起来开小火车；3.各种方式

读；…… 总结延伸，阅读巩固 

前置性小研究

设计 

1.朗读课文，标节序。 
2.再读课文，标画字词。 
3.查字典，认生字，学习课后“生字表”中的生字。 

作业设计 …… 

板书设计 …… 

教学后记 …… 

 
教师在处理教学内容时，要分清主次，区别轻

重，突出重点，解决难点。教学重点是指学生必须

掌握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又称学科教学的核心

知识。教学难点是指学生不易理解的知识，或不易

掌握的技能技巧。通俗地说，教学难点就是新内容

与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之间存在较大落差的知识[11]。 
根据上述观点，案例中的教学重难点与教学目

标基本重合，教学目标没有区分三个维度，没有情

感目标，没有以学生为主语，没有使用行为动词，

作者介绍的教学目标理论与教学设计案例不一致。 
笔者浏览发现，其他 14 个教学案例均呈现了三

维目标，但教学目标的表述与作者介绍的理论不相

符合。例如，其中一个案例[11]显示，①“体会‘搭

石’中蕴含的美”和②“学习作者仔细观察、生动

描写事物的方法”是知识与技能目标，③“体会乡

亲们淳朴、勤恳、老幼相敬的可贵品质”为过程与

方法目标。根据作者所介绍的理论，①和③指向的

是情感态度与价值，②指向的是过程与方法。这种

混杂现象不胜枚举，反映了教师对三维目标内涵知

识的缺失。 
（3）教学过程 
在“如何说课”部分，作者指出，教学过程是说

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包括教学思路与教学环节的

合理安排，教与学的和谐统一，重难点的突破，辅

助手段的恰当设置等，传统的教学程序一般分为组

织教学、复习旧知、导人新课、新课讲授、知识应

用、巩固小结、练习（布置作业）[11]；作者特别强

调教学过程要以文本为逻辑，环环相扣，循序渐进
[11]。 

本案例中的教学过程“情境导入，解题识字；感

知交流；精读感悟；拓展升华”与作者所说的传统教

学程序的差异在“应用”和“巩固”的顺序。案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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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先复习（复习巩固）再应用（拓展升华），而

作者提出的是先应用再巩固（知识应用、巩固小结）；

另外，案例中纵向结构的命名比较随意，横向结构

维度的名称与所写内容不相一致，令读者不明就里。 
（4）小结 
师范生和教师还可能形成如下的教学设计知识：

教学设计无需规范统一的格式与结构；教学目标应

以学生为主语，但是不一定采用行为动词，教学目

标应包括三个维度，但内容上不必过于拘泥三个维

度的差异，教学重难点来自教学目标，两者可以重

合；教学过程是教学设计的主体，是教师教学艺术

和教学能力的体现，需要完成导入、复习旧知、学

习新知、巩固、应用等环节。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教学设计知识的分析维度是教学设计

（教案）结构、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分析与比较

了三本不同年代语文教学论教材中三个维度的理论

知识和案例，假设教案是教师教学设计知识的折射，

得出的结论如表 2 所示。 

表 2 总体结论 

维度 教师的教学设计案例与理论的相符情况 基于案例对教师教学设计知识的推测 

教学设计的结构 

著作 1 基本不相符 教学设计的结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综合而言，包

括课题信息、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材分析、教

学过程和板书设计，不包括学情分析和教学方法。 
著作 2 基本相符 

著作 3 基本不相符 

教

学

目

标 

三维目标名称 

著作 1 无 
形式上没有必要对教学目标进行维度区分；内容上不

必拘泥三个维度的差异。 著作 2 无 

著作 3 无 

行为动词为谓语 

著作 1 部分符合 不一定采用行为动词，可以用“了解”“理解”“掌握”表
达知识与能力目标；可以用“激发”“培养”表达情感目

标。 
著作 2 部分符合 

著作 3 基本不相符 

学生为主语 

著作 1 符合 
教学目标应以学生为主语，但不必强求，特别是在情

感目标中。 著作 2 部分符合 

著作 3 不相符 

教学过程 

著作 1 环节完全不符 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在课堂上一步一步地完成教学内

容，没有统一的环节名称；不需要强调教学步骤和教

学目标之间的关系，但是应突出重点和难点的处理。 
著作 2 无理论介绍；无环节介绍 

著作 3 无理论介绍；环节基本相符 
 
3.2 建议 
三本分析教材中的教案设计者是中小学教师，

采用这些教案的作者是语文学科教学论的理论工作

者，他们对教案的评价也没有涉及到教学设计结构、

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的规范性问题。本研究做出如

下建议。 
第一，为师范生学习教学设计知识扫清源头上

的障碍。这个障碍指的是师范生教材中的教学设计

理论和所呈现的案例没有相互支撑，理论与实践是

“两张皮”。扫清障碍有助于教师信奉理论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推动教学设计理论的发展。 
第二，为中小学教师教学设计的“做中学”建立

统一的话语结构和体系。例如教学设计由哪几个部

分组成？用于常规教学的教学设计结构和参与教学

竞赛与展示的教学设计结构的要素可以有哪些不

同？ 
第三，理论工作者应深切研究教学目标中行为

动词的功能，反思三个一致性，即教材中理论的一

致性，教师教学设计实践中反理论的一致性，“话事

人”对这两者背道而驰的一致性认可。 
第四，理论工作者应加强对教学过程结构的研

究，反思其作为教学设计的主体地位与教材中相关

理论微势的矛盾。 
4 结语 
本文基于“理论指导实践”的哲学观，假设教师

的教学设计案例折射了教师的教学设计知识，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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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教学设计知识与教学设计理论知识具有较大

的差异，突出体现为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并将这

种知识现状追溯到他们职前师范教育的教材内容，

由此提出针对教材和理论工作者的相关建议。 
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笔者采用文本内容分析

的方法，但是分析的样本量较少，一方面是源于新

冠疫情无法获取纸质版教材，另一方面是许多教材

没有呈现完整教学设计案例。本研究所选取的三本

教材分别出版于 2003 年、2015 年和 2020 年，所获

取的结论具有一致性，较好的反映了研究结果的可

信度。本研究无意评论教师的教学设计本身，仅在

于指出“教材中的理论应与所呈现的案例具有一致

性”，从而提高理论的可信度和推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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