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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探索跨学科课

程整合。哪些课程可以进行跨学科教学实践？

如何在教学中合理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跨

学科课堂教学的样态是怎样的？要解决以上

问题，需要以学科“大观念”为基础，进行单元

化的学科知识统整与教学流程优化。基于此，

本文以初中美术八年级下册（苏少版教材）《历

史的画卷》与初中历史九年级上册（人教版教

材）《法国大革命》的教学为例，阐述如何进行

大观念下的跨学科单元教学，探索跨学科课程

教学的基本样态。

一、以“大观念”统领跨学科教学

“大观念”是课程内容上层、核心的综合概

念，是若干事物间的共性联系，能有效组织起

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大观念代表课程内容

的关键概念和特质，让不同学科的内容产生意

义联系，它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多义性和交叉

性的特征。大观念下的各学科知识点可以有

效联结起来，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深化理解，

形成个人知识结构。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融课程观、知识观与方

法论为一体的教育实践，它是在解决真实问题

的驱动下，以学科间共有大观念指引单元主题，

运用不同学科知识，自然交叉互汇，构成一个完

整教学单元的课程实践。因此，结合美术学科

与历史学科的课标要求，在美术教学《历史的画

卷》与历史教学《法国大革命》的跨学科实践中，

笔者将大观念定为“思想解放运动可以借助图

像帮助民众获得启蒙教育的信息，宣传思想

文化”。

二、以问题解决统筹跨学科内容

基于大观念的初中跨学科单元教学样态是

以问题为导向，学生在真实的问题解决中进行

学习。跨学科单元教学就是问题解决的过程，

问题即目标，目标是否完成就看问题是否解决。

整个单元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就是基本问题，

“大观念”统领下初中跨学科单元教学探析
——以美术与历史学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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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课题或课时中需要解决的小问题是具体

问题。

1.基本问题指向单元目标。

基本问题是教师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

专业细化的问题，是大单元中要整体解决的问

题，也是对应每个课题要解决的核心、根本问

题。在大观念确定后，就要围绕课题梳理大观

念下的跨学科教学内容，也就是要解决的基本

问题。比如：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进程及影

响是什么？《人权宣言》的基本内容是什么？《自

由引导人民》这一画作是《历史的画卷》这一课

的赏析重点，这一画作的图像信息与形式美原

理有哪些？《自由引导人民》有哪些现实意义？

这4个基本问题对应4个课时，指向了本单元的

目标，目标是否达成就看问题是否解决。

2.具体问题关注课时目标。

具体问题是在基本问题基础上的细化，是

每个课题要解决的小问题。在历史课《法国大

革命》中，第一课时解决基本问题“法国大革命

爆发的原因、进程及影响是什么”。这个基本问

题又分为几个具体问题：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

本原因是什么？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是什

么？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是怎样的？法国大革命

的世界意义是什么？

四个具体问题夯实了基础知识（见图 1），

通过不同的课堂活动，层层推进，引领学生了解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宣传了资产阶级

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

图1 《法国大革命》第一课时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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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术课《历史的画卷》中，用 1课时解决

“《自由引导人民》的图像信息与形式美原理有

哪些”这一基本问题，而这一基本问题又要通过

解决许多有联系的小问题串来完成，这些小问

题串中的问题就是具体问题。因此，第三课时

的具体问题分别是：如何赏析《自由引导人民》

这一画作？《自由引导人民》的图像信息有哪些？

《自由引导人民》的图像形式有哪些？《自由引导

人民》的色彩原理有哪些？

上述具体问题的设置，先通过探究分析从

而使学生深度理解内容，再进行图像的解构分

析，让学生了解法国大革命宣扬的思想。本课

学习流程见图2。

图2 《历史的画卷》第一课时学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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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学生立场设计单元教学

大观念下跨学科单元教学是站在学生立

场，改变传统线性课程形态，以“整合”的方式，

围绕真实的学习情境与学习任务，打破学科界

限，串联起学科内不同的知识点和不同学科的

知识内容，以学科联动为特征的开放性教学。

教师需要转变思想观念，站在学生的角度，根据

学生需要学什么、怎么去学进行逆向设计。将

要学的内容整合梳理，形成“大单元”。“大单元”

是大观念统领下以核心素养为取向的课程开发

与实施的基本单位。

大观念下跨学科单元教学要求教师依据课

程标准或课程纲要，结合逆向设计法，将具有内

在联系、反映共同思想、学生能够迁移的内容梳

理整合，组织学生进行结构化学习。大观念下

跨学科单元教学围绕情境化主题（专题、话题、

议题、问题）这种真实性的任务展开，按照跨学

科研究过程的逻辑推进；它由多个循序渐进的

小单元课程组成，小单元内的课时目标、内容、

活动、作业、评价、资源等互相关联，围绕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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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展开。教师在进行单元教学设计时，应考

虑如何让学生从“过程”到“概念”，再经过“概

括”的深层次理解的过程。［1］教师要以学生角度

进行设计，基于学生的问题进行单元教学架构。

1.学习内容逆向设计。

学习的内容就是教学的内容，需根据学生

关注的问题逆向设计课堂。历史课中通过问题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进程及影响是什么”

逆向推理教学内容，将原因、进程、影响设计成

三个不同而有联系的教学活动。在美术课中结

合问题“《自由引导人民》的图像信息与形式美

原理有哪些”逆向推理教学内容，通过课前查阅

资料及观察，直接判断图像信息，进行描述性赏

析。教师可以利用辅助线等解构方法以及互

动、体验等教学形式，引导学生从构图原理、阶

梯分布、黄金分割、成角透视、直曲相应等方面

分析图像形式，再从明度聚焦、纯度点题两方面

分析图像色彩。

2.情境唤起认知经验。

基于问题解决的真实情境能够唤醒学生已

有经验，真实的问题情境是以探究体验活动为

基础的。因此，结合美术与历史的学科特点，我

们将大单元问题情境设置为：话剧社要组织一

次演出，他们需要结合《双城记》中描写法国大

革命前后发生在巴黎与伦敦的故事以及浪漫主

义代表作《自由引导人民》的美术语言进行编

排，但编剧对时代背景和图像特点不清楚，你能

帮助他们吗？探究体验活动是让学生从探究、

实践、验证等学习经验中总结感知，是对碎片化

的知识点进行的意义建构，促进学生把知识迁

移至已有经验中去，完善个人的知识结构。［2］

3.任务驱动问题解决。

基于以上单元问题情境，我们将任务设计

为：掌握法国大革命的过程和影响；简述《人权

宣言》的基本内容；分析比较法国大革命与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能够掌握赏析西方浪漫

主义绘画的方法；能用形式原理进行分析；理解

绘画中浪漫与现实的碰撞。其中前三项为学生

在历史课上需要完成的任务，后三项为在美术

课上需要完成的任务。

四、以评价量规关注教学实效

大观念下跨学科单元教学如何开展评估，

预期目标有哪些评估方法？这需要通过评估证

据将内容标准或学习标准具体化，让评估发挥

实际作用，实现过程性评价。评价的监测，在单

元教学中尤为重要，只有在教、学、评一致的前

提下才能保证有效的学习。大观念统领下的初

中跨学科单元教学应在关注学生作业、任务单、

探究报告等形成性学习评价的同时，持续关注

过程性学习评价，如：主题活动、团队合作、问题

解决的过程、拓展汇报等。

1.关注问题解决的结果。

单元设计的评价与目标达成密切相关，而

目标达成又指向问题的解决。这需要学生在完

成每个课题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基本问题，

这也是评价单元学习成败的关键。在本单元中

基本问题被设置成单元监测的开放问卷，学生

根据学习探究在单元监测中填写问卷。如《自

由引导人民》有哪些现实意义？如果让你去选

择一幅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美术作品进行分

析，你会选择哪一幅，说说你的理由。这道题是

对学生整个单元学习的评价，但评价的监测点

落脚在美术课上，并让学生选择其他美术作品，

结合历史学科进行单元评价，考查学生单元学

习的迁移效果。

2.形成评价量规的载体。

在大观念统领下初中跨学科单元教学中，

提倡使用任务单、学习单、学力单、学历案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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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载体，这可以作为学生学习过程的证据。

这种载体就像认知地图指引学生学习，它也是学

生知识管理的档案，课堂内外交流的工具，更是

保证教学质量的评价量规。［3］这种载体作为学生

学习的支架，可以结合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要求

确定雷达图、分层定位等外显性的评价任务监测

教学过程，让学习的发生真实可见。

以《历史的画卷》为例，评价分为指标评价

（20分）与量表评价（80分）。指标评价的评价

主体是教师，针对学生的理论掌握情况和表现

情况进行评价。因此，指标评价又分为理论指

标和表现指标。量表评价的评价主体是学生，

由组长带领进行互评。量表评价依据教学过程

中不同的学习活动指向不同的目标而设置评价

维度，具体见表1。
指标评价中理论指标共 12分，每个问题 2

分，对应具体问题，由教师评价，分别是：如何赏

析《自由引导人民》？《自由引导人民》的图像信

息有哪些？《自由引导人民》的图像形式有哪些？

《自由引导人民》的色彩原理有哪些？《自由引导

人民》有哪些现实意义？《自由引导人民》的价值

是什么？

指标评价中表现指标共 8分，分别对应以

下 8分和 5分两个等次：第一等次，做好课前准

备，课中积极表现，思维活跃，讨论积极，方案完

善。第二等次，跟随课堂，能够进行赏析讨论，

并完成自己的任务［4］。

综上所述，基于大观念的初中跨学科单元

教学样态关注了如何教、如何学、如何评的问

题，促使教师实现立场转变，能够将不同学科知

识内容与学生自身联系起来，助推课程教学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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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描述

思路清晰，描述充分、具体，
有一定的情感分析、历史背
景分析和猜测（15～20分）

有一定的思路，能够进行描
述，并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分
析和猜测（5～15分）

能够描述图像信息（1～5分）

分析图像

根据以往经验进行猜测，并
能感知象征意义。理解作品
的表现意图（15～20分）

记录详细，并能感知象征意
义。猜测作品的表现意图

（5～15分）

能够理解分析图像（1～5分）

作品赏析

能够熟练运用描述、分析、解
释、评价进行全方位的赏析，
解构图像，分析形式原理

（15～20分）

能够运用描述、分析、解释、评
价进行全方位的赏析，并有形
式原理的解说（5～15分）

能够运用描述、分析、解释、
评价进行赏析（1～5分）

理解演绎

能够理解作品中人物的身
份、动作并结合自己的理解
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动作表
现出来（15～20分）

有具体的分工，组织有序，语
言表述清晰（5～15分）

能够理解作品中的人物（1～5分）

表1 《自由引导人民》评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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