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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the condition and support for lea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carrying out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courses is conducive to integrating the teaching conditions such as subject knowledge 

within the course and learning support such as extracurricular practice situations, promot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within the 

region,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rse. By comparing with other branch curriculum and 

comprehensive practice curriculum, the paper has concluded th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environment factors, analyzed the 

demand to carry out the comprehensive practice curriculum learning environmen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rehensive practice curriculum learning environment, build a comprehensive practice curriculum learning environment 

model, integrating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n and off campus, teachers' teaching wisdom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 single 

solution to limited space, resources, shortage of teachers, provide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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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环境是学习发生的条件和支持。构建适合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学习环境有利于整合课内学科知识等教

学条件与课外实践情境等学习支持，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的资源统筹，进一步推进课程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比较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与其他分科课程在学习环境构成要素上的区别，分析构建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学习环境需求，得出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学习环境的特征，构建整合校内外教育机构、教师教学智慧、学生学习成果三者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学习环境模型，解决场地受限、资源单一、师资短缺等难题，为课程后续可持续发展提供具体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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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课程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在近代科技理性主义的影响

下，相继推出旨在适应新世纪挑战的课程改革举措，倡导

“课程回归儿童的经验和生活”。（张华等，2009）开设跨

学科的综合性学习，与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的课程改革

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如最早实行综合性学习的德国提出

“实科学习”，美国倡导“综合化课程”，英国开设包含五个

方面的“学科交叉课程”，以及日本推行“横断的综合性学

习时间”等。（熊梅，2001）我国教育部于2001年发布《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从小学到高中设

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分科课程（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等）、综合学科课程（品

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历史与社会等）三部分课程共同

构成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钟启泉，2002） 

1.2．发展历程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自2001年被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

系，教育界的诸多教学一线实践者与教育研究者在十多年

的探索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得到一批初

具成效、可推广创新的经验模式。具体可以体现在以下三

次的政策发布中。 

1.2.1．新课改开启课程新篇章 

传统的学科课程知识体系的界限明确，教学方式以课

堂内部的讲授式教学为主，学生在传统学科课程的学习过

程，能够获得系统的学科知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但

是，当他们面对未来生活实践中的复杂问题时，不能够很

好地将学科知识进行整合，甚至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

向未知事物探索的勇气能力。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01

年，我国教育部发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以下简称“新课改”），规定必修课程——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

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内容形式丰富多样四

类活动课程，具有综合性的知识、实践性的学习载体、活

动化的课程形式、探究式的教学模式等特征。在我国这样

一个“分科课程”盛行的教育体制下，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为必修课程，不仅是一个结构性的突破，而且体现了新

课改的发展方向。（张华，2001）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启

新篇章，面向21世纪培养具备知识创新和实践探索新型人

才。 

1.2.2．校外基地建设赋予课程新生命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成为必修课程，最初，课程的主要

实施场所仍然是在传统以分科教学为主的学校环境中，势

必会受到诸多传统教学条件限制。为解决传统学校在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资源不足等问题，各省市

创新性地建设新型校外素质教育基地——“综合实践基

地”，实施“学校+基地”共同实施综合课程的新形式。 

江苏省教育厅2001年率先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素质

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通知》，2005年江苏省教育厅继续推

进基地建设，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

基地建设和管理的意见》，通过重视强调校外实践基地的

育人作用，整合校外师资，结合校内课程开设需求，创新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新模式。在部分省市的示范作用下，

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

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从宏观层面

指引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为所有具备开展未成年

人素质教育条件的校外活动场所（包括青少年宫、科技馆、

儿童活动中心等）提出具体的建设规范和活动开展要求。

2011年，教育部联合财政部运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下达

每年扶持100家、总资助额度30亿元，支持示范性综合实

践基地的建设。 

校外基地的建设在政策的规范指引和社会公益机构

的资源资助下，正在繁荣发展，“学校+基地”的课程实施

新模式有力地发挥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通力

合作效能，在行政驱动、专业引领和资源统筹的基础上，

在实践中践行了“区域推进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赋予

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新的活力。（冯新瑞等，2015） 

1.2.3．《课程指导纲要》绘制课程蓝图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课程内容与课程形态较多地依

托校本课程进行设计。由于地方特色与资源类型的区域化，

校本课程的内容及形态也越来越多样化。对于一门全国通

用的课程来说，适当的多样化可以激发课程的活力，然而，

过于多样化便会导致课程缺乏主导思想，逐渐失去课程的

育人本质。 

2017年9月教育部发布《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

导纲要》（以下简称《课程指导纲要》），明确规定“自

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全面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确定课程需要实现 “价值体认、责任担当、问题解决、创

意物化”四个培养目标，明确课程内容的选择原则和活动

方式，为课程实施绘制系统规划和全面实施的蓝图。 

《课程指导纲要》在以往四类活动课程的基础上，从

活动方式的角度，将其细化为考察探究、社会服务、设计

制作（信息技术和劳动技术）、职业体验四类，并在每一

类活动方式提供各地通用的推荐活动主题。《课程指导纲

要》在分析各地丰富的课程实践案例基础上，提出在多样

化发展课程的前提下，要坚持课程的综合形态和实践方式，

提升课程的育人要求，并强调课程与考试招生改革的衔接。

（柳夕浪，2017） 

2．学习环境的起源、内涵 

2.1．学习环境的起源 

在以教为主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学生、教材是传统

教学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教师将教材内容传授给学生，

即完成教育行为，达到教学目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者在认知心理学知识和科技手段的发展支持下，对学习

发生的机制和原理进行深入探索，逐渐认识到灌输式的教

育方式所产生的学习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学习。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只有当个人建构的、独有的

主观意义和理论跟社会和物理世界“相适应”，才有可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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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发展。（高文，1999）因此，真正有意义的学习行为发

生在学习者自发地、独立地、有意义地与外部环境发生互

动的知识建构过程中。这个知识建构过程需要外在因素的

影响，这些外在因素能够促使学习者在多感官的信息刺激

作用下（如耳朵听到的信息、眼睛看到的信息、肢体触碰

到的信息等），激发个体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个体并与外

界信息发生互动。学生个体在与外界因素互动过程中，内

部的知识结构产生同化或顺应的认知过程，从而不断完善

自身的认知结构，获得真正的学习体验。因此，有效的学

习行为建立在个体与外部环境因素充分互动，并引发内部

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 

因此，学习环境作为承载个体学习行为及其外部影响

因素的教育研究主题，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以“学习

环境”设计与构建为主题的研究领域成为教育学界的一个

新的研究分支。学者选取国外教育领域六本SSCI期刊，对

其在19年间（1990—2008年）发表文章题录进行高频词分

析，“学习环境”位居第7。（魏顺平，2010）华东师范大

学祝智庭教授的研究团队采用学术研究的“小世界”方法，

收集整理国际教育领域的六个关键：关键文献、关键会议、

关键项目、关键网站、关键团队、关键人物，通过内容分

析得出“学习环境”是国际学者们共同认可的研究热点。

（祝智庭等，2010） 

2.2．学习环境的内涵 

《辞海》中将“环境”解释为“周围的情况和条件”，即

中心事物在其特定活动展开的过程中赖以持续的情况和

条件。因此，为了支持学习活动，维持学习持续发生的“情

况”和“条件”构成学习环境。在学习环境的语境中，情况

是学习行为发生的起点，条件是学习行为继续保持进行的

保证。（武法提，2000） 

学习环境不等同于发生学习行为的物理空间，拥有明

亮宽敞的教室，如果学生缺乏学习动机，有意义的学习行

为不会发生。支持学习发生的物理空间，不一定局限于教

室内，可以发生在教室外、学校内、学校外等其他物理空

间。同理，学校为学生准备丰富的课程教材和学习资源，

如果学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学，学习这些知识以后又有何

种价值，即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不能正确认识学习的意

义与价值，有意义的学习行为也不会发生。因此，物理学

习空间、课程教材、学习资源等客观存在的事物，它们为

学习活动的开展做好充足的准备，是学习行为发生的起点，

即学习环境中的“情况”。 

教师，作为拥有智慧的教育者，需要整合已有的教材

内容和书本之外的学习资源，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通过

综合的评价手段，以评促学，体现课程的育人价值；制定

有实践意义的活动任务，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让学生体

会到学习的意义；设计渐进式、小步子的阶段性任务，帮

助学生跨越一步步的障碍，达到学习目标，完成学习任务。

上述使学习行为保持进行的“条件”，是在于教师的“教学

智慧”。教师在长期的实践中生成的教学经验、教学思维

力和教学执行力，养成的教学智慧（刘旭东等，2018），

使其具备将课程教材和学习资源进行重组设计的课程教

学能力，具备根据学生个体差异和教学实际情境，灵活地

实施教学，组织活动，达成目标的教学组织能力。因此，

教师通过发挥教学智慧，让学生拥有学习动机，明确学习

目标，认清学习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行为继续保持进行

的动机、兴趣、效能感等心理素质，是有效学习能够保持

继续进行的“条件”。 

3．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学习环境构建 

3.1．构建学习环境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中的作用 

构建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习环境能够有利于学习

者的动机激发、活动促进、认知建构等。[12]关注学习环

境的构建意味着一系列颠覆传统分科知识教学的观念

——颠覆知识掌握的价值，颠覆学科教育的目标，颠覆传

统的教学模式，最终使得中小学的课堂从“教”堂转型为

“学”堂。（Shih M. et al，2008）构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学习环境，是将其与分科课程教学区分开来的重要标识，

是将课程的理念、价值、定位落到教学实践的重要途径。 

3.1.1．满足课程的活动开展空间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以“活动”形式，而非“讲授

式”形式开展的课程。传统学校的学习空间由讲台和桌椅

组成，服务分科教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强调活动式的学

习方式，需要给学生提供动手实践、创新探究的空间环境，

学生可以离开自己的固定座位，与小组同学在课上发声讨

论。动手操作的实验台、创新探究的实践区，甚至桌椅板

凳之外的先进技术可以将学生的创意想法进行“物化”。 

从学习环境视角构建一个有利于开展活动式学习的

外部环境，环境中的一切客观因素都将为活动式学习服务，

满足活动式学习的需求。学习环境突破教室的内涵，可以

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教室布局，打破教室和学校的围墙限

制，让开放的空间、灵活的桌椅摆放、丰富的实验器材、

先进的学习辅具进入综合时间活动课程的学习环境中，为

开展活动学习、实践探究提供学习的起点。 

3.1.2．重构课程的主题活动学习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学习形式以主题活动为载体，而

非传统学科课程的结构化“单元组织”形式。主题活动学习

的知识内容具有综合性特征，需要涉及不同学科的知识，

打破知识的单元序列和学科界限。《课程指导纲要》提供

相应类别推荐的活动主题，希望学校利用当地的特色资源

在推荐的主题活动的框架内进行延伸和拓展。 

学习环境在扩展学习空间的基础上，能够更大范围地

打开主题活动的知识边界，在课堂之外的学校创新实验室、

校园花圃都是学习空间，其中蕴含的知识学习机会也将成

为主题活动学习的载体；学校之外的博物馆资源、科技馆

资源、民俗文化资源以及特色小镇资源，也将成为学习空

间，其中可以提供实践探索的机会将丰富纲要中的推荐活

动主题。因此，以学习环境视角整合校内课程主题与校外

基地/场馆资源，对课程内容的主题活动进行重构，有利

于维持学习行为的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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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发挥教师辅助的重要作用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教师扮演的角色是辅助者、引导

者，而非知识的权威，承担着将课程育人功能发挥至最大

效能的重任。教师在课堂中承担着搭建脚手架的责任，帮

助学生更好地接受外部信息，进行有效的知识整合。传统

教学过程中，教师会为了完成“教”的任务，而忽视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 

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教师所承担的角色既不是传

统分科教学中的“知识权威”，也不是课外活动的“安保员”，

而是一个学习的脚手架角色。学习环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既有激发学生学习的起点，如创意的学习空间、丰富的学

习工具，也有维持学习持续进行的条件，如丰富的课程资

源、新奇的活动主题，在这系统里的所有要素的调动和分

配都需要教师发挥教师智慧将其作用于学生的学习。 

3.2．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分科课程的学习环境特征比较 

学习环境主要包含学习起点的准备情况，以及保证学

习继续进行的激发条件。准备情况包含物理学习空间、物

理学习空间中的设备设施，以及为课程开展所准备的课程

教材和学习资源；激发条件则需要教师发挥其辅助者的角

色和作用，使用教学智慧整合学习内容，制定合理的学习

目标，以及为学生制定预期内可实现的学习结果。 

下面从学习环境的情况和条件两个方面来比较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与分科课程在学习环境要素上区别，如表1

所示。 

表1 学习环境比较。 

 综合课程 分科课程 

教师角色 启发者、引导者、辅助者 讲演者、知识的权威 

物理学习空间 不局限于教室，桌椅摆放更加自由，方便小组协作和实践探究 传统教室，有讲台，桌椅固定摆放 

设备设施 
可操作、可探究的设备设施，如带有相关模拟仿真软件的电脑，

外接的测试硬件等 

基本的教育信息化设施，与课程相关的实验设备

（如化学显微镜设备等） 

课程教材和学习资源 基础的课程教材，主题相关的课外资料，当地特色的学习资源 教科书，课外辅导资料 

学习内容 主题式的活动，需要解决真实问题的综合知识 分科课程的系统化知识 

学习目标 利用学习的知识解决生活经验中的问题 接受前人总结的系统知识 

学习结果 创新作品、解决方案、对策报展现学习过程中获得的综合素质 通过考试，获得更高阶段学习的通行证 

 

3.3．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学习环境模型构建 

学习环境模型能够整合课程相关的资源，将环境中的

有机主体复合体，与形成环境的物理因素复合体进行有机

地关联。[14]构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学习环境模型将课程

看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厘清各个子系统、子要素之间的关

系，将各个要素在系统中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为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的开展提供一个通用的功能模型，有利于推广

实践，促进各地各区域可持续地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使其如语文、数学、外语等分科课程一样在基础教育课程

体系中形成其固有的课程生态系统。 

在前述分析中，已经明确学习环境是由起点状态的准

备情况和维持学习行为继续保持进行的激发条件组成。根

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其他分科课程在学习环境各因素

上的区别，构建如图1所示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学习环

境模型。 

模型主要由三个有机主体构成：教育机构、教师和学

生。综合课程需要发挥校内外教育机构的合作，发挥教师

的教学智慧，帮助学生创造出符合课程要求的学习成果。

其中校内外教育机构的合作为学习提供学习起点状态的

准备，教师根据复杂的教学情境发挥教学智慧，激发学生

的维持学习继续进行的心理素质，为学生产出体现课程目

标的学习成果激发条件。 

 

图1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习环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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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校内外教育机构的合作 

校内外教育机构的合作分为共创学习空间和共生主

题活动两个部分。学校作为承担综合课程的主体，需要发

挥积极主动性，积极联合校内外的学习场所，如科技馆、

博物馆、社区中心、实践基地等校外学习场所，利用场所

中的设备设施（如科技馆为中小学生服务的科技学习展

览），共同创建支持综合课程实施的学习空间。校内外教

育机构共同商讨整合《课程指导纲要》中的推荐主题活动

与当地的特色资源，特色资源包含当地的经济优势（如义

务的电商行业等）、文化基础（如井冈山的红色文化等）、

地理特征（如四川的盆地地理特色等），生成与学生生活

经验紧密联系的主题活动。校内师资和校外教育专职人员

（如文博系统的展教部门的教育专注人员）共同为学生准

备课程教材的基本讲解，并利用特色资源，辅以生动鲜活

的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多视角、宽视野、综合性的主题

活动资源。校内外教育机构联合形成的学习空间与整合生

成的主题活动为学生开展综合学习提供前提准备。 

3.3.2．教师的教学智慧 

教师为了更好地实施课程，根据复杂的教学情境，如

学生的差异性、主题活动的特殊性、场地设施的局限性等，

使用教学智慧对内容、形式、活动等做出灵活性调整，以

适应复杂的教学情境，具体来说可以体现在以下方面：（1）

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认知风格，即对学习内容形式（如文字

型、图片型、视频型等）的偏爱，为学生设计有利于其认

知水平接受的学习内容；（2）教师可根据学生们的知识

掌握情况，为其设计适合其知识水平的学习目标，让学生

能够通过适当地努力达成学习目标，提升自我效能感，拥

有继续学习的动力；（3）教师可根据生成的新型主题活

动的需求，为学生设置可执行的活动方案，在活动方案中

为学生设置可预期达成的学习障碍，启发学生利用学习资

源思考，在教师的启发和资源的帮助下，指引学生一步步

完成活动任务；（4）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合作意愿、能力

优势、协作能力，为其设计合作学习的策略，让每一位学

生在小组中都能够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在合作学习中

学会承担责任；（5）教师可根据学习场地和设备设施的

现有条件，有选择性地筛选有助于学生问题解决的探究工

具，可根据当前开放的网络资源，使用开源的学习支持服

务，提供支持学习的探究工具（如头脑风暴的信息化软件，

小组合作共享的有道云协作软件等）；（6）教师根据学

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设计多维度、多主体、多视

角的学习评价制度，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并给与过程性的

鼓励，让每一位学生发现自己的成长和不足，而不是仅靠

一个总结性的成绩单分数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教师发

挥教学智慧利用已有的准备情况，为学生更好地开展学习

设计学习内容、学习目标、活动方案、合作策略、探究工

具和学习评价激发学生保持学习继续进行的心理素质，这

是有效学习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 

3.3.3．学生的学习成果 

学习成果是学习效果的直接表现，综合课程需要让学

生达到四个方面的学习目标：价值体认、责任担当、问题

解决、创意物化。综合课程关注学生对知识的认同、应用、

迁移和创新，学生需要在这四个方面展现学习获得的成果。

（1）过程反思：学生描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体会。反

思帮助学生深刻认识学习的价值，个体在解决社会问题时

扮演的社会角色。学生在面临学习任务时，需要明确问题

解决的思路，需要借助校外资源的辅助，接触到不同于学

校的社会制度，建立学校与社会的关联，体会学习服务社

会的重要价值。（2）奉献体验：学生陈述在小组合作中

的学习体验，分享自己对小组的奉献成果。在综合课程的

活动任务中，学生多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参与到课程中，每

个学生在小组中都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任务，每

个人的努力对小组最终的成果都有奉献。学生体验到个体

对集体的奉献，会乐于在今后参与到更复杂的团队工作中。

（3）方案汇报：学生以小组形式汇报对主题问题的解决

方案。学生陈述解决方案，是在呈现他们对知识的理解、

应用和迁移，面对实际的、复杂的问题情境，学生能够将

所学知识创造性地根据问题情境进行转换、扩充、完善，

这是学生对学习成果最有效的表达。（4）作品展览：学

生借助信息技术工具将其学习成果进行物化，用直观的形

式、结论、效果呈现展示出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3D

打印、数据仿真、机器人模拟等可以将复杂的问题解决方

案进行原型演绎，形成最直观的表达，学生使用信息技术

手段将自己的学习成果进行直观的物化，能够在综合学习

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信息与媒体素养，迎接21世纪对信息

技术人才需求的挑战。 

4．结语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课程，更是一项有意义的教

育活动。该课程在我国落地生根近17年，学者们对其进行

理论研究、价值探讨、需求定位开展深入研讨，课程逐渐

成长为一门与分科课程齐头并进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

重要一员，并且成为面向21世纪培养具备综合素质人才的

主阵地。 

学习环境构建成为当前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要研

究热点，本研究提出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构建学习环境，

解决课程实施中遇到的场地、资源、师资不足的难题。通

过比较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在学习环境要素的区别，总结

支持开展综合课程的学习环境特征，从教育机构（校内和

校外）、教师和学生三个有机主体复合体出发，有机关联

相关的物理因素复合体，为综合课程的实施提供学习环境

的支撑，为学校常态化开展综合课程提供可靠保障，为今

后各省市、地区、学校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综合课程学习

环境提供可操作的通用模型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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