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的操作性如何实现

在基础教育领域，每个人都不否认情意领域

评价的重要性。要深入探讨情意领域的评价问

题，必须先厘清相关概念的内涵并操作化定义某

些重要变量。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清晰界定情意领

域的具体目标，并采用合适的方法予以评价。

情意领域的重要目标
情意领域是一个怎样的领域？包含哪些成

分？如何操作化地予以界定？这是开展情意评

价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但由于“情意”本身是

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难以精确定义，目前还没

有能为大家所公认的解释。当被问及“什么是情

意”的时候，许多教师和研究者往往不会正面回

答，而是通过正反举例的方式加以说明。比如，

“情意是非智力因素，一个人的态度、兴趣和价

值观都属于情意变量”；又如，“情意是认知领

域和动作技能领域以外与情感联系比较紧密的

那些变量，如兴趣、动机、态度”。笼统地说，情

意领域主要涉及一个人的情感、态度、兴趣和价

值观等。

在我国，情意领域的目标在本轮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中受到高度重视，这不仅是对以往

过分注重知识与技能倾向的纠正，也是贯彻育

人为本和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一种体现。

从内部构成上说，我国在情意领域主要关注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以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例，它在课程目标部分明

确指出，“课程目标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设计。三者相互渗透，

融为一体。”在总体目标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三个

变量的相应表述。如，“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

感，增强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

时，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逐步养成

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培养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发展个性，培育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逐步形成积

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数学、科

学、英语等各科课程标准基本上都像这样对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目标进行了描述。

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进行归纳，发现多数课

标强调各学科教师应予重视的情意领域目标主要如

下：（1）学习情感：学生在学习中获得积极、愉悦的

情感体验，愿意继续学习，并逐渐成长为一个乐于

学习的人；（2）对学科的态度：学生对所学学科形

成积极的态度，对学科保持好奇心，愿意讨论相关

话题或探究相关问题；（3）对自我的态度：学生在学

习中能体验成功，从而逐渐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发展自信心和意志力；（4）对

他人的态度：学生能与他人友好相处，理解、尊重

和宽容他人，具有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5）价值

观：学生要逐渐发展一些全社会共同认可的重要价

值观，如爱国、诚信、正直、友善、公平等。

由此可见，与人们的惯常理解不同，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在新课程背景下已被赋予十分丰富的内

涵。其中，情感不仅指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还包括

爱、快乐、审美情趣等丰富的内心体验；态度不仅指

文    赵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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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们的惯常理解不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新课程背景下已被赋予十分

丰富的内涵。

学习态度，还包括乐观的生活态度、求实的科学态

度、宽容的人生态度等；价值观则强调个人价值与

社会价值的统一，强调全社会广泛认可的核心价值

观。这三个方面共同勾勒出人在情意领域发展的完

整画面。

情意目标的层级分类
要深入理解情意领域的目标，必须将其与教育

目标分类学联系起来。1956年，布卢姆和他的同事

出版了《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将教育目标

分为认知、情意和动作技能三个大的领域，并对认

知领域的主要成分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例释。这本

书在刚刚出版的几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

注意。直到上世纪60年代早期，随着美国政府和公

众对教育目标的兴趣日益增长，特别是克拉斯沃尔

（D. R. Krathwohl）及其同事在1964年出版了《教

育目标分类学：情意领域》之后，教育目标分类学才

开始受到重视。教育目标被分为认知、情意和动作

技能等三个大的领域，情意领域是教育目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逐渐成为教育者的共识。

克拉斯沃尔等人将情意领域的教育目标按内化

过程分为接受（Receiving）、反应（Responding）、

价值化（Valuing）、组织（Organization）、价值的

性格化（Characterization by a Value or Value 

Complex）五个层次，构成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情

意发展连续体（参见下表）。在这个连续体的最低

层次上，学生开始觉察到某一现象或刺激，逐渐愿

意接触和了解它，并在众多可选择对象中有选择性

地特别留意它；接下来，学生愿意接触的情感开始

表现在行为反应上，自愿地，甚至热情地参与相关

活动；再接下来，学生已经看到这种事物或现象的

有价值之处，在有关行为反应上表现出一定的坚定

性；当学生不断内化多种价值观后，开始思考各种

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区分核心价值和一般价值，

形成价值体系；最后，学生将各种价值、信念和态度

组织在一个和谐的系统中，构成一个整体的哲学或

世界观。

尽管克拉斯沃尔等人的情意领域目标分类体系

已经发表50多年，但对当前中小学教师确定情意目标

和开展情意评价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情意的

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前期基

础和年龄特点确定情意领域的教学目标，以学定教，

使情意目标落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比如，同样是

发展阅读兴趣，低年级学生的目标可以是“主动阅读

课外读物”，而高年级学生的目标则需要提高层次，

“克服困难，挤出时间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并经常就

阅读过的作品发表个人见解和参与有关讨论”。

情意目标的表述
不难发现，情意领域的目标与认知目标不是

相互割裂的，它们之间紧密联系和相互支持。克

拉斯沃尔等指出，“每个情意行为都有某种性质

的认知行为与其对应，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个

领域的某一目标可以在对应领域内找到其对应

者”。比如，语文教师在某单元教学中确定的认

知目标是，“学生能写简短的议论文表达自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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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斯沃尔等人对情意领域目标的分类

层 次 亚 类 解 释 举 例

1. 接受

1.1 觉察（Awareness）
1.2 愿意接受（Willingness 
to Receive）
1.3 有控制或有选择的注
意（Controlled or Selected 
Attention）

学 生 觉 察 到 某 种 现 象 或
刺激的存在，开始愿意接
触、了解、探 究 这 种现 象
或刺激。

·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阅读。
·愿意花时间做数学题。
·感觉 经 过 设 计的图案 很有吸
引力。

2. 反应

2.1 默认的反应
（Acquiescence in 
Responding）
2.2 愿意的反应
（Willingness to Respond）
2.3 满意的反应
（Satisfaction in Response）

学生“接受”的情感开始体
现在行动反应上，一开始是
顺从（不反对和抵制），接
下来主动参与相关活动，最
后是带着积极愉悦的心情
积极参与其中。

·按要求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
·自愿参与阅读和讨论，了解当前
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
有意义议题。
·在与不同的人 交 往中体 验 到
快乐。

3. 价值
化

3.1 价值的接受
（Acceptance of Value）
3.2 对某一价值的偏爱
（Preference for a Value）
3.3 信奉（Commitment）

学生已经认识到某种事物
或现象的有价值之处，接受
和信奉某种价值观，在有
关行为反应上表现出一定
的坚定性。

·喜 欢 某 种 音乐 作 品，经 常 向
朋友推荐。
·花很多时间集中研究某个问题。
·积极参 与摄 影 社团的各种 活
动。

4. 组织

4.1 价值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of a 
Value）
4.2 价值体系的组织
（Organization of a Value 
System）

学生开始思考各种价值之
间的相互关 系，区分核心
价值和一般价值，并逐渐
形成价值体系。这个 体系
是 逐渐 形成的，具 有开放
性，会随着新价值 观的吸
收而变化。

·愿意就演奏质量与听过相同曲
目的人交换看法。
·对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
社会责任作出判断。
·有条 理 地阐述 数学 在 生活中
的重要性。

5. 价值
的性格

化

5.1 一般性定向
（Generalized Set）
5.2 性格化
（Characterization）

学生按照业已内化的价值
观行事，并将各种价值、信
念和态度组织在一个和谐
的系统中，构成一个整体的
哲学或世界观。

·根据某种规则评判、反思和修
正自己的行为。
·根据民主和公平的原则制定社
团活动规则。
·养成健康的生活态度和方式。

某事物的看法”。学生写出简短的议论文，不仅

取决于他的认知能力，而且还受到很多情意因素

的影响。学生是否愿意用议论文体表达自己对某

事物的看法，是否相信自己的语言文字能最终影

响他人，这些情意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认知

目标的达成，应融合在教学目标中。反过来，如

果语文教师在另一个单元教学中确定的情意目标

是，“学生主动阅读中国古典名著，与他人进行

讨论”，这一情意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学生的认

知能力，学生具有相应的阅读能力，能对古典名

著提出评论意见，能用语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

法，也应融合在教学目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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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启示我们，情意目标与认知目标以及动作技

能目标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经常融合起来体现

在学生的行为中。所以，无论是单元教学还是一节

课的教学，教师在界定目标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认

知、情意和动作技能分类体系，或者按我国新课程

提出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分别表述，必要时可以将各种目标整合起

来表述。

与认知目标表述的要求一致，情意目标的表述

也必须清晰、具体、可操作。只有这样，目标才具有

导向作用，才能让教师知道该教什么及怎么教，让学

生知道该学什么及怎么学，而且为后续的形成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提供依据。但是，许多教师发现，

用操作化语言表述情意目标比表述认知目标更困

难。“形成对文言文学习的兴趣”“形成严谨务实的

态度”“崇尚公平和公正”，类似的表述都不够操作

化。要清晰表述情意目标，必须使用与情意相关的

行为动词，如“接触”“支持”“留心”“探索”“聆

听”“推荐”“渴望”等。

美国“八年研究评价委员会”制定“文学作品

鉴赏”课程教学目标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个委员

会选择了他们认为十分重要、与鉴赏有关的七种情

感成分，用操作化语言予以界定。如下：

1. 对所鉴赏作品感到满足。

1.1 向其他人或独自大声朗读自己认为极感兴

趣的章节。

1.2 毫不停顿地或只是偶尔中断地通读全文。

1.3 花相当长时间阅读。

2. 对所鉴赏作品有更多接触的愿望。

2.1 要求其他人推荐与所鉴赏作品类似的读物。

2.2 一读完原作品就尽可能开始阅读类似的读物。

2.3 连续阅读同一作者的各种著作、剧本或诗歌。

3. 有更进一步了解所鉴赏作品的愿望。

3.1 向其他人打听已读作品的有关信息或信息

来源。

3.2 阅读传记、历史、评论等补充读物。

3.3 出席文艺评论研讨会。

4. 有创造地表达自己的愿望。

4.1 写出或至少努力写出大致模仿鉴赏作品中

一个创新性句子的完整句。

4.2 撰写评论。

4.3 对读到的东西，用图表、形象、音乐或戏剧

等形式予以解说。

5. 认同所鉴赏的作品。

5.1 把作品中的人物、地点、情境、事件等看作

真实的，至少在阅读时是这样的。

5.2 正式或非正式表演各个段落。

5.3 自觉或不自觉模仿故事中各种人物的言谈、

举止。

6. 就所鉴赏作品涉及的人生问题阐明自己

思想的愿望。

6.1 试图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就作品涉及的

人生问题表述自己的想法、感受和知识。

6.2 检查其他信息来源以更多地了解这些问题。

6.3 阅读涉及类似问题的其他作品。

7. 评价所鉴赏作品的愿望。

7.1 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指出自己认为一部优秀

作品应具备的成分。

7.2 解释如何改进某些不受欢迎的成分（如果

有的话）。

7.3 考查已发表的评论。

在表述情意目标时，教师可以借鉴“八年研究

评价委员会”的经验，先厘清某一情意变量所包含

的重要成分，然后逐级分解，最后将其用行为动词

描述为具体的目标。操作化界定情意目标，并用清

晰的语言表述出来，是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少了这

一步，有效教学和评价都无从谈起。

（本文摘自赵德成著《促进教学的测验与评

价》，该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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