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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语录 孙和保 辑

重新定位教材（二）

解决课改问题的主体
究竟是谁？

（六）

□本期主持 孙和保

读出幸福的滋味
□何 捷

教学观察

课堂新论·李升勇

可以考试，但不可以用考试伤害孩子。
王柱华/绘

漫画课堂

从理论上讲，教与学的材料可以
依 据 课 程 标 准 从 师 生 生 活 中 就 地 取
材，教科书并非是不可或缺、唯一的教
学材料。美国的学校基本没有统一编
写的教科书，教师依据教学大纲把教
学目标分解为若干学习项目。教师首
先为学生列出阅读书目，提出学习的
具体要求和标准，然后指导学生进行
生活化学习。学生可以利用一切机会
到小镇图书馆查阅资料，也可以几个
同学组织起来进行社会调查，在这个
过程中大家一起交流，有时还要向家
长、亲友请教相关问题，最后以论文形
式结束项目学习。

在国内，许多教师已经形成对教科
书的依赖，离开教科书就不知所措，把教
科书当作教与学材料的全部，不敢越雷
池一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
要原因是教师对专家学者的盲目崇拜，
缺乏质疑精神。其实，一些教科书也存
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兼顾社会教
育功能多，科学知识偏少；许多文章都是
成年人的事例、成年人的视角，远离学生
的生活实际。

首先是知识体系与教材编写逻辑
问题。数学是链条状知识结构，知识之
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有的教科
书并不是按照知识逻辑编写的，更不是
按照学生认知逻辑编写的，而是把知识
逻辑人为打乱，让人不知所以。比如青
岛版小学数学第一册主要有八个板块，
分别是 10 以内数的认识、分类与比较、
10以内数的加减法、认识位置、11-20数
的认识、认识图形、20 以内的进位加法、
总复习等内容。10 以内数的认识与 20
以内数的认识有什么根本性区别？为
什么分类比较放在两者之间？这样做
是否真的符合数学学科规律和小学生
的认知规律？

还有数学信息窗教学与抽象思维
培养问题。许多版本的小学数学教材
采用信息窗模式，这样做是否符合数
学学科规律？大家都知道数学是思维
的体操，是以训练学生抽象思维为主
的学科。信息窗基本都是以图画形式
出现的，图画介于实物和符号之间，思
维方式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所以，

图画式教学不利于学生抽象思维的培
养和形成。

以青岛版小学一年级数学教科书
《数数》为例，教科书中的信息窗以海洋
生物为主题，设想通过让学生在信息窗
内数鲸鱼、海豚、虾、螃蟹、海蜇、海星、海
马、潜水员等，帮助学生建立一一对应关
系，进而培养学生的数感。这样的编排
设计，对于生长在海边的孩子可能没有
什么问题，但是对于生活在农村或山区
的一年级孩子而言，绝大部分学生从来
没有见过大海，更没有见过海星、海马、
鲸鱼，让他们通过这样的信息窗学习数
数，不仅不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反而
无形之中加重了学习负担，因为他们在
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习相关的
海洋生物知识。

教与学的材料来源于师生的生活。

乐陵市实验小学教师没有用教科书提供
的信息窗作为教学材料，而是把学生生
活资源作为学习数学的学习材料。“数
数”内容的教学，教师提前一天布置作
业，并通过微信告知家长具体要求：学生
在家长的帮助下，用硬纸片剪 10个三角
形、10 个圆形、10 个正方形、10 个长方
形。在第二天的数学课上，教师先让学
生拿出 3个圆形，同桌互查图形、个数是
否准确；再要求学生在练习本上画3个圆
形图案；然后相继拿出 2 个正方形，4 个
三角形……不断重复拿一拿、摆一摆、数
一数、画一画的做法。

把知识的学习变成生活游戏，在剪
一剪、摆一摆、数一数、画一画的游戏
中学会了知识，更容易激发和保护学生
的学习兴趣，这种“做中学”的方式放
大和放慢了学生的学习过程，比信息窗

学 习 更 容 易 建 立 数 感 和 一 一 对 应 关
系。摆、画、数的过程就是数学由“物
到像，再到数”的抽象过程，这个过程
不着痕迹地强化了学生的抽象思维。
学生在家长帮助下分别剪出三角形、圆
形、正方形、长方形，巧妙地渗透了图
形知识，把生硬的灌输变成了生动有趣
的亲子互动。

在乐陵市实验小学，所有年级数学
学科都是依据课程标准教学，教与学的
材料不再是单一的教科书，而是用生活
资源实施教学，教与学的材料完全生活
化，数学问题、数学知识、数学思想等来
自于学生的现实生活，数学学习都依托
实际操作完成。从这几年的实践看，教
学材料的生活化比单一依靠教科书教学
的效果好很多。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乐陵市实验小学）

听过许多教师教授《景阳冈》，而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赵志祥的这一
课，让我看到古典小说的教学范式。
整节课，教与学在“读”上融合，让读成
为一种快乐。试想一下，一种快乐如
果是经历挑战得到的，是与文本相遇
后生成的，应该升格为幸福。我以为，
语文教学的终极审美体验，就是读出
幸福的滋味。

开篇就让我感到惊讶。赵志祥用字
体大小的区分完成了对课文被改编后的
真相解读——《景阳冈》是编者所加的题
目，这样的教学设计简约、有效、记忆深
刻。也有教师提及《景阳冈》并非题目，
但多数从原著背景知识的介绍与分析入
手，以“告知”的方式让儿童记忆。而赵
志祥的教学有两个优势：方法简单，书写
字体的大小是唯一的凭借；效果突出，直
观的呈现让儿童自觉发现。

如何为儿童讲授章回体小说？如何
让儿童感受章回小说的文体特质？这是
本课教学面临的难题，也是许多教师执
教时逃避的问题。而在赵志祥的课上，
这恰恰成为一大亮点。从打虎的人归类
梳理开始，到“为什么同样打虎，只有武
松家喻户晓？”这个问题的提出，引发学
生的思考。当学生极有兴趣时，赵志祥
顺势介绍章回小说的表现形式、故事虚
构特质、作者的笔法、写作风格、名著的
巨大传播力等，水到渠成。同样是“告
知”，“你想要知道”与“我想让你知道”完
全不同；“你在平静时知道”与“你在思考
不得而解时知道”更不一样。当学生萌
发兴趣时，赵志祥带领儿童赏读几个回
目标题，让儿童在富有节奏、韵味十足、
抑扬顿挫的朗读中感受回目写作语言的
对仗之美。很明显，赵志祥再次用“读”
将这一环节的教学推向高潮。从读题入

手，到读历史，再到读回目。“读”在本课
教学中的地位已经彰显。

赵志祥如何实施“教读”，也值得我
们解构、学习。他与学生分享了古典小
说的三种读法：囫囵吞枣——通读，特别
提倡读原著；披沙拣金——朗读，提倡大
声读；掇菁撷华——朗诵，一是摇头晃脑
地读甚至唱起来，二是背诵。许多教师
纠结“方法到底要不要教”这个问题。赵
志祥用自己的课说明：不但要教，而且要
有方法地教。不同文体用不同方法，教
要有针对性；概念是次要的，重在提供操
作方法，教要实在；与当下的教学任务相
匹配，教要有选择；与教师本人的优势相
结合，教要有自信。“教，就是为了儿童自
己能读书”，缺少方法一切都是空话。

方法授予后就是练。有时候，我们
太迷恋迂回曲折的设计，让教学变得折
腾。有时候顺理成章地推演，线性逻辑

演绎也能出彩。赵志祥的“练”，方法依
然是“读”。个别读、集体读；读白话、读
文言；读横排文、读竖排文；普通话读，方
言读。鲜有师生敢在课上这样读，这是
对文本特质有着深入认识的最佳体现：
章回体小说适合读。即便是改编后的教
材，其固有的音韵合仄就是最佳的朗读
范本。选择读，就是把文本的优势发挥
到极致；儿童学习语言的特点，只有读才
能出彩。这样生动且前后语义关联性极
强的文本，倘若进行碎片化讲解，就失去
了文本的完整性。语义、语境、语言在诵
读中整体呈现，才能散发出文本语言的
独特魅力；记忆需要诵读，如何实现记
忆，唯有诵读，高声诵读就是为烙印记
忆而加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方言
读”，此课在河南执教，用河南方言诵
读这样的文本，酣畅淋漓、妙不可言；
读带来了奇妙的进步。在教师的引导
下，学生从读课文到读原文，从读白话
到读古文，从读简体版本到读繁体版
本，从读横排版本到读竖排版本，一切
的推演那样顺利，挑战那样主动。最终，
达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直接读竖
排的文言版原著，让他们在一次次与文
本亲密接触中品出滋味，获取幸福。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福州教育研究院）

走进课改学校，教师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是：我们有许多问题、困惑，请专家
帮我们解决。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
题：用新模式上课，时间不够用怎么办？
学生在小组讨论时开小差怎么办？大班
额如何有效分组……对于这些课改实践
中遇到的方法、技术层面的问题，许多教
师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专家。如何
看待这一现象？在课改实践中，解决问
题的主体究竟是谁？应该如何看待专家
的作用？

课改，路在脚下
作为一线教师，希望通过专家引领

在课改上少走弯路，或为课改“落地生
根”指明方向，在情理之中也不可或缺。
然而，课改的实践主体应该是教师。

教师是课改理念的积极践行者。模
块教学实践研究在我校开展得如火如
荼，而研究的主体就是教师，并相继开发
出聊读、比较阅读、群文阅读等模式，架
构起导读课、研读课、拓展阅读课等课
型，很好地落实了以生为本、让学于生，
促进了学生发展。

教师是教学新思路的开发者。在全
国范围不乏典型案例，通过教师的辐射、
带动影响一方的教育生态。在北京教育
学院原院长温寒江的指导下，北京38所
学校进行了历时 20 多年的“学习与思
维”课题研究，其扎实的研究指明了教学
改革回归与创新的具体路径，给予一线
教师深刻的启发，具有操作性与借鉴性，
进而影响着成千上万教师。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八士
实验小学 梅晓玲）

借助外力，突破自己
学校在课改过程中，听专家讲座、观

摩名师示范课、外出研修……借助外力
助推课改的同时，寻找适合本校、本学
科、本班的课改路径。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被动地
接受，而是主动地进行选择加工。学
生学习如此，课改亦如此。当我们把
专家的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会出现一系
列问题，比如课堂时间不够用、出现假
学习现象等。于是，我校在课改过程
中将专家的理论、课改名校的经验与
学校实际相衔接，进而找到适合本校
的方法、策略。根据各学科的不同特
点、学生的差异性，我们编制具有学科
特色的导学案，甚至针对不同班级、不
同学生设置不同的问题，如在达标检
测环节设置选做题和必做题，根据课
型调整班内分组情况等。为了提高课
堂效率，我们通过规范学生行为习惯、
加强小组建设，让学生真正做到互帮
互助、互相督促、共同进步。

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
长。课改的路上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
借助外力，突破自己。

（河北省迁安市扣庄中学 周向楠）

研究“课”的特点是关键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

联系且不断发展的。我们在思考问题
时，既要能够继承发扬又要做到推陈出
新。在课改实践中，解决问题的主体取
决于“课”自身的特点。

矛盾有主、次要两个方面，而且在一
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因而就课改实践
中解决问题的主体而言，“课”的特点成
为主次地位转换的关键：有的课主要在
于教师的引导，即“引而序为、引而合心；
导而中正、导而理学”；有的课则主要在
于学生的研悟，即“研则开阔、研则思达；
悟则醒明、悟则道行”。解决问题的主体
取决于“课”自身的特点。

课不只是“学生的课”也是“教师的
课”，不只是“教师在表现”也是“学生在
表现”，只有师生共生、共融、共情、共智，
这样的课才能成为大家共同学习、共同
进步和共同成长的地方。
（河南省辉县市第二高级中学 刘永华）

不改变现在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
置，将来会有大量的人找不到工作。我
对基础教育的主张是：健康、快乐、真实、
善良，再加一技之长。

（厦门大学教授 易中天）

教育的三大价值功能：发展、建构和
引领，即发展人的生命、生存、生活；建构
民主、平等、自由、人权、博爱、诚信、和
谐、正义、法制、幸福的人类共同生存和
发展的价值；引领人类文明进步。

（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 罗崇敏）

核心素养是个体在信息化、全球化、
学习型社会中面对复杂、不确定因素，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观念和方法解决实际
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关键能力、品格与
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所长 崔允漷）

儿童早些获得阅读能力不能说是一
件坏事，但我们知道，这常常是以牺牲儿
童游戏和接触大自然的时间为代价的，
而这些是儿童成长必需的生活。

（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 刘长铭）

现在的教育极大地强化了“听话”的
一面。在家庭，家长强调孩子听话，不允
许淘气；在学校，教师更是强调听话、服

从。对男孩在这方面的强调比女孩还要
过分，久而久之就把男孩驯化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一件事做一次，可能是机遇；一件事
做一年，应该是坚持；一件事做十年，那
就是教育。教育需要我们十年、二十年，
甚至一生的坚守与坚持。
（福建省厦门市第六中学校长 刘卫平）

现 在 社 会 中 独 生 子 女 的 比 例 很
大，造成一些家庭教育的潜在缺失。
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同龄伙伴
的陪伴和支撑，在价值观和家庭观的
形成以及与他人的沟通上容易产生偏

颇。同时，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溺爱和
非启发式教育模式，也容易使孩子自
我评价过高，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的
抗压能力较弱。而面对这些问题，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正 本 清 源 的 一 剂
良药。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成贤国
学馆馆长 纪捷晶）

教育，应该从学生喜欢学校开始，
让学生在入学时怀着一种向往走进校
园，在毕业时怀着一种留恋走出校园，
让教育在他们心中留下终生难忘的美
好记忆。

（山东省淄博工业学校校长 孙林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