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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话题

整体统摄 快慢相谐
□刘晓玫 王尚志

“整体化教学”理念早已有之，但在教学中

如何落地却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山东省滨

州市北镇中学教师邢成云将多年实践“整体化

教学”的经历结集成《整体统摄·快慢相谐：整体

化教学法》一书，对解决教师就一节课备一节课

的剥离式、碎片化教学问题或有裨益。

在教学变革中，先进的教学理念被大家接受

也许不难，但如何理解、渗透、落实是摆在课程实

施者面前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认为，践

行某一教学理念需要不断探索，在经过长期研究

后提炼出具有一定理论认识、较强实践例证、较

好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是一条必经之路。邢成

云做到了这一点，这本书是他教科研系列成果之

四，通读本书我们感受颇深。

作者在书中写道，他受大循环“结构教学

法”的启示进而形成了初步设想，他将3年初中

教学统摄起来，实施“整体化教学”。后来又受

到诸多专家引领，不断调适修正。从起初的零

散认识，到经过 4 个关于课堂“整体化教学”的

省级立项课题之研究，在反复检验和求证中作

者形成了个性化教学风格和教学主张：整体统

摄·快慢相谐，即立足整体，基于课程意识，借力

课程整合，在解构再建构中确立教学内容，变教

材为学材，引导学生学会思考，这是指向思维进

阶的一种课堂教学实践。

在《整体统摄·快慢相谐：整体化教学法》

一书中，作者以“整体化教学”理念为主线，辅

以丰富的实践案例，形成了教学主张的结构框

架图和课堂教学程式，提出了课堂实践的六类

课型——整体统领课、深度探研课、训练提升

课、统摄复习课、分层考核课、异步达标课。

书中大量的教学案例和对课堂教学的认识

以及相关阐述，记录了作者日常教学中对所持

理念的坚持。一轮一轮的教学实践不断深化他

对“整体化教学”认识的同时，也体现了“行动

力”对成就一位教师的意义和价值。

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从中感受“整体统摄·

快慢相谐”整体化教学主张和理念的内涵。在

前言中，作者阐述了“整体化教学”的缘起、专家

引领、课程改革的助力等内容，申明了“整体统

摄·快慢相谐”这一理念的内涵。从第一章到第

五章，作者从基于知识连贯的章内整合到基于

方法的章际整合，再到基于结构系统的跨年段

整合等三个节次，以具体教学案例打通理论与

实践的通道，诠释了课程整合的具化行动。作

者还聚焦单元起始课，通过“单元起始、统摄全

局”“统整单元、丰实结构”“章际相衔、前后一

致”等三个节次，以案例阐释了教学探索成果。

同时阐释了“整体化教学”的要素，从题组助力、

问题意识贯通和深度课堂等角度，对整体化教

学进行了理论定位，揭示了整体化教学的基本

特征：整合、联系、组织、平衡。最后是整体化教

学案例拾萃，作者选取多篇关于章起始课、深度

探研课、训练提升课、统摄复习课的研究成果，

方便读者在教学中应用。

整本著作彰显了课程整合与单元整体化教

学的本色，见证了一个“整体化教学”践行者的

所思、所探、所行。作者的研究指向深度学习及

减负增效，在“双减”的背景下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均系首都师范大学）

成长记录

23年，我这样成长
□卢望军

大约 400年前夸美纽斯已基本勾画出今天学校教育的框架：母育学校、国语学校、拉丁语学校
或高等学校、大学与旅行。在这四个阶段中，后三个阶段及其所对应的学校机构已经日趋完备，但
夸美纽斯描绘的第一阶段“母育学校”的图景反倒在后来的发展中被弱化。如果将“母育”理解为广
义的家庭教育而非母亲的教育——幼儿阶段父母可以教什么以及怎么教？经过几百年淘洗的夸美
纽斯的智慧依然可以给予我们很多启发。 （孟岳）

随
看
随
想

“母育学校”素描
每周推荐 |〔捷〕夸美纽斯树木刚一生成便长出日后成为主干的嫩

枝，在这最初的学校里面，我们也必须把一个

人在人生的旅途中所当具备的全部知识的种

子播种到他身上。我们只要把知识的全部领

域简单察看浏览一下，就可以知道这是可能

的，如果我们把一切知识归纳成二十个项目，

这种察看工作是好办的。

（1）出发点当然是（所谓）玄学，因为儿童

的最初概念是一般的，是含糊不清的。他们

看，他们听，他们尝，他们触，可是他们并不懂

得他们的感觉的确定目的物。所以他们是从

一般的概念学起的：有、无、是、否、所以、否则、

何处、何时、像、不像之类，这些不是别的，而是

玄学的基本概念。

（2）物理学方面，一个孩子头六年可以学

习什么是水、土、空气、火、雨、雪、霜、石头、铁、

树、草、鸟、鱼、牛等。他也可以学习自己身体

各部分的名称与用途，至少是体外的各部分。

在这种年岁，这种种事情都很容易学会，它们

可以给自然科学打好一个底子。

（3）当一个孩子开始辨别光亮、黑暗与阴影，

并且叫出它们的名称，知道主要的颜色，白、黑、

红等的区别的时候，他便在学习光学的初步。

（4）天文学的初步在于知道何谓天体、日、

月与星辰并且注意它们按日升落的情形。

（5）我们按照生长的地方的情境，学习山

岳、山谷、平原、河流、村落、卫城或国家的性质

的时候，我们便知道了地理学的基础。

（6）假如孩子懂得一时、一日、一周或一年

的意义；或能懂得何谓夏，何谓冬；或知“昨日”

“前日”“明日”“后日”等词的意思，年代学的基

础便已打定。

（7）历史学的开端在于回想并且报告最近

所发生的事件，或某人如何做出某事；虽则这

种练习只应限于儿童生活中遇到的事故。

……

（9）假如他能知道“大”“小”“长”“短”“宽”

“仄”“厚”“薄”的意义，能知我们所谓一根线、

一个叉或者一个圈的含义，能知我们用尺码量

物的方法，他就具备了几何学的因素。

……

（11）如我们允许他们，或者实际教他们不

断用他们的手，他们就可以在机械学方面受到

一种训练；举例言之，他们可以把一件东西从

甲地移到乙地，可以把它换个摆法，可以制作

些东西，或者拆散些东西，可以打结，可以解

结；这都是这种年龄的儿童所爱做的。这些动

作不是别的，是一个活泼的心灵要在机械制造

方面表现它自己的努力，它们不应当受到阻

碍，应当受到鼓励，得到熟练的指导。

（12）当儿童看出了谈话是由问答组成的，

他自己也有了发问与答复问题的习惯时，他便

学会了推理的程序，即辩证术的初步。不过应

该教他提出合理的问题，给予直接的答复，并

且不要离开当时的论点。

（13）儿童期的文法在于学习正确地说国语，

就是说，要清晰地读出字母、音节与单字的音。

（14）修辞学的初步在于模仿家常谈话中的

辞藻，尤其是姿势的适当运用，与乎抑扬音调，

使与单字配合；就是说，发问时，字末音节的声

音要提高，答问时要抑低。这与其他类似之点

都是自然而然地可以学会的，但是错了的时候

稍加教导会有很大的帮助。

……

（17）为儿童学会了家中不同成员的名称，

即学会了父、母等词的意义时，或学会了一座房

屋的不同部分，如厅堂、厨房、卧室、马厩之类

时；或学会了家具的名目，如桌子、碟子、刀子、

扫帚之类时，他就是懂得了经济学的基础知识。

（18）事先尝到政治学的味道是不容易的，

因为在这种年岁的时候，悟性的发展只够领悟

家务事项。但是也不妨试试。比如，我们可以

指出，在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些人在一个会堂

里面开会，他们名叫顾问官，其中有些叫作议

员，有些叫作大臣，有些叫作法律学家之类。

……

关于母育学校的范围与工作，我们现在已经

描绘过了。至于进而再作一种更加详细的叙述，

或者定出一张时间表，规定每年、每月、每日应做

多少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在国语学校与拉丁语

学校里面，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有两

个理由。第一，因为父母有家务要照料，所以不

能像专以教导青年为业的教师一样系统地进行

工作；第二，因为就智性与可教性而论，有些儿童

发展得比别人快得多。有些儿童两岁时，说话就

很方便，就表现了很大的智力，而其他儿童则五

岁时还不容易赶上他们。所以，关于这种早期的

教育，一切细节应由父母去斟酌办理。

但是我们也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忙。第一，

应为作父母的人写一部手册，把他们的责任用

白纸黑字写出，放在跟前。这本手册应对儿童

应学的各种学科加以简单的描述，应当指出教

导每一种学科的最适当的时机，和最易灌输它

们的用词与姿态。这本书的名字叫作《母育学

校指南》，还得待我来写。

对于母育学校学习的另一种帮助是一本

应当直接放到儿童手里的图画书。在这种年

岁进行教导的主要媒介应当是感官知觉，而视

官又是感官中最主要的一个，所以，假如我们

能把物理学、光学、天文学、几何学中的最重要

的物件的图像给儿童，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的

目的，这种图像可以按照我们刚才说过的学科

次第排列。这本书上应当画出山岳、山谷、树

木、鸟儿、鱼儿、马、牛、羊，和各种年龄与地位

的人。光明、黑喑与天体及日、月、星、云也应

当图示出来，并且还应着上主要的颜色。凡与

家屋及工场有关的物件，例如缸、碟、锤子、钳

子之类，也不应省略……

这本图书有三宗用处（1）它可以帮助事物

在心灵上印下一个印象，这是我们业已说过了

的。（2）它可以使孩子们养成一种观念，认为从

书本上面可以得到快乐。（3）它可以帮助他们学

习阅读。因为每宗物件的名称既已写在代表它

的图画的上端，初步的阅读就可以这样去达到。

（选自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人

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刚刚过去的暑假，我似乎并没有做什

么。轰轰烈烈的假期计划大半没有完成，唯

一可以称得上正经事的是整理了两本书稿，

一本初中古诗文课堂实录，一本文化散文。

本来还计划整理一本文本解读的书稿，但体

量和质量都不达标便放下了。此前写的生活

小品、读后感和影评、小学语文课堂实录也是

可以成系列的。

翻看这些年写的文章，我被自己惊讶到了，

这个过程如燕子衔泥筑巢，缓慢且无成就可言，

但终究一个温暖而坚固的巢完成了。持续努

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精神栖居地。

这 10 多年的成长，远远谈不上什么成

就，也还没有结束。但我喜欢自己现在的样

子，感恩遇到的一切，荣誉和挫折都装点了

我的“王国”，使之熠熠生辉。这其中有几个

关键节点，或许能帮助年轻教师找到一点信

心——专业成长不容易，但也不太难。

第一个阶段：自由生长。自由生长就是

不设限，寻找自己的方向，了解自己适合做什

么、能够做什么，往往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

完成。自由生长就是不断试错、不断走弯路，

然后去除冗杂，塑造一个拥有明确目标的自

己。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一开始就有清晰的

职业规划、明确的专业成长计划，心无旁骛，

一路“开挂”。但那是万里挑一的小概率事

件，可以参考但不可勉强。

我工作的前 10 年，几乎就是这样自由生

长的，一年又一年，时光“纷纷开且落”，曾以

为那 10 年是浪费了。现在回头看有了新理

解，那 10年的悠游让我保持心的活泼、开放、

灵动，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写作之初我也是自由写作的状态，生活

有多广阔写作就有多广阔。这种遍地开花的

方式虽然没有结出累累硕果，但锻炼了笔力。

经过一番探索后，我在师傅的指导下进

入了第二阶段——聚焦。我选择的聚焦方向

有三：语文教学、文本解读、散文写作。

聚焦语文教学成果，使我渐渐形成了自

己的教学特色——在文化和美学层面进行

深度挖掘和广泛勾连。为了防止课堂成为

跑马场，我时时叮嘱自己，追求严谨的结构，

沉潜到语言文字内部，把每一堂课变成一口

井，在地底深处将井水连成河，使其致广大

而尽精微。

聚焦文本解读，让我有了自己的想法，也

发现了自己学养方面的不足。教然后知困，

写作也是如此。发现自己的无知让我面对写

作时更谦逊，而谦逊的姿态让我获得了内心

的平和。

我的散文写作有两类，一是生活化散文，

为光阴留痕；二是文化散文，这是我的学术诉

求。每一篇都写得苦心孤诣，广泛阅读、多方

求证，唯恐贻笑大方。

聚焦之后精耕细作，一定时日之后便可

以进入第三阶段：提炼。提炼是从烟海一样

的教学实践和文字记录中，提取个人教学主

张和美学追求；提炼是炼，是把这一主张字斟

句酌变成一句明确且凝练的表述，提高个人

教学主张的辨识度。

此后，再围绕自己的教学主张和美学追

求进行深入探索和实践，使其一望可知、一听

即懂。这个程度不一定人人能达到，但可以

当作个人努力的方向。

自由生长、聚焦研究、提炼主张，这是我

的专业成长之路。23年过去了，回望来时路，

每一步都不可以略过，都要老老实实地走、踏

踏实实地做。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但也不能不开

始。没有始就无所谓终。无论处在哪个阶

段，先开始做起来吧。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怡雅中学）

1995年，我到美国进行教育交流，教学之

余常常要回答当地人关于中国的各种问题。

两种文化的碰撞促使我思考和探索国际理解

教育，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想法逐渐清晰：作为

英语教师，只教给学生语言技能是不够的，还

要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

的能力。

回国后，我开始与同事探索国际理解教

育。2009 年成为所在学校校长后，我们将

“国际理解”“儒学校园”“绿色低碳”确定为

校园三大文化，以课堂为阵地、以教科研为

手段、以活动为载体、以国内外重大事件为

契机，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并创建了教育国际

交流陈列室。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提出要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人才。2016 年发布的《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国际理解”也被

归为六大素养之一“责任担当”中的一个要

点。我们的实践契合了教育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交流更为频繁。

近10年来，衢州二中与10个国家的10所学校

签订友好合作协议，定期互派教师到对方学

校任教、互派学生游学访问。随着全球化进

程的加速，我们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与“传播好中国声音”

融入国际理解教育中。

在我看来，培养学生自信地讲中国故事、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和能力是教师

的责任。因此，我们鼓励学生与外国友人交

往时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开展文化的

双向传播，以自信的姿态向外国友人推介中

国文化，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

为扩大汉语的海外影响力，学校通过全

国汉语国际推广中小学基地和外国留学生

教育培训基地，每年接待 100 多位外国留学

生来衢州参观访问，教他们说汉语，向他们

介绍中国风土人情。在学校内，我们为友好

学校交流学生开设孔子课堂，在新年晚会、

英语节、艺术节、校运会等活动中，国内外师

生同台演出，每一个师生都是传递“中国好

声音”的使者。

对于外出游学的学生，学校给他们布置

了“游学课题”，其中包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学生会制作介绍中国的视频、PPT，为

外国住家家庭介绍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在接待友好学校学生时，接待家庭安排来访

学生参观人文景点，通过实地体验、动手操作

等方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中，我们的学生自

信、自豪地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不同

种族、不同文化中成长的外国友人了解新时

代的中国人。一位外教两次来衢州二中任教

并爱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国后开设讲

座 100 多场介绍她眼中的现代中国。在多年

实践的基础上，学校申报的《国际理解教育校

本课程探索与实践的研究》成果获首届基础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过去的 30 年间，国际理解教育在学生心

中深深扎根，我们培养的学生中有外交官，有

能在国际论坛自由交流的学者，也有大批有

着博雅气质、自信从容的国家建设者。作为

一名英语教师，我感谢新时代在学习环境、跨

文化交流平台等方面给予师生的支持，让我

能够进行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尽一份力。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我们的新时代

与学生一起讲好中国故事
□潘志强

我的美术老师充满智慧，一支粉笔在她手中总能妙笔生花。

她是一位喜欢扎丸子头的漂亮老师哦！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张歆玥 指导教师 纪淑芳

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