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年前的黄行福
爱读书，爱买书，总是
思考农村教育问题 、
教育和游戏问题以及

语文教育哲学问题。 在
教育与游戏研究领域，他堪

称“先驱”，连硕士研究生都来向他请教。
———2005 年 9 月 21 日，《一名农村教师的精

彩人生》。

■我在干吗·“拾”年回访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我 见

教材整合的尝试
□ 李宗伟

新课标的必修教材“阅读与鉴赏”部分，基本
上通过文学史和文体两条线来贯穿 。 文章的选
择和安排 ， 旨在提升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和表
达交流能力。 应该说，这样的安排突出了新课标
对学生三个维度的要求———知识与能力、过程与
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但是在落实过程中 ，
如何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 还需要教师在研究
教材 、研究考试 、研究学生等多方面的基础上 ，
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 教材整合，就是其中的一
项尝试。

教材整合是指在对教材内容进行整体研究
的基础上， 打破单元界限， 甚至打破教材分属界
限，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重新组合，以实现突出
重点内容、 进行系统性训练、 形成整体认知的目
标。 高中阶段的教材整合，应该力求在高一高二阶
段，通过课本教学让学生对“阅读鉴赏”这一难点
有初步的掌握，进而形成独立的阅读和解题能力。

基于上述的理解，在近期的教学中，我从两个
方面进行了教材整合的尝试。

打破教材界限，突出文史线索
必修二第二单元是先秦、魏晋时期的诗歌。 在

进行这个单元的讲授之前， 我翻看了其他几本教
材，发现从必修二到必修四，每一册书都有古典诗
歌，而且是按照文学史的顺序安排，选择的都是不
同时期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抓住这个特点，我专
门安排了一节课给学生讲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
史，强调不同历史阶段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诗
歌创作的特点，以及代表性的流派和诗人。

这种整合尝试， 可以让学生对中国古典诗歌
拥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 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
俯视教材，让学习的方向更加明确，也便于学有余
力的学生开展课外学习。

合并同类课文，进行专题训练
必修二第一单元有《荷塘月色》和《故都的秋》

两篇课文。 因为它们都是写景散文，所以，我就把
这两篇课文进行整合，设计了“写景散文的阅读与
欣赏”这样一个小专题，教给学生阅读和欣赏写景
散文的常见步骤与方法， 然后再通过学习课外的
两篇写景散文进行强化训练， 帮助学生将课堂内
容巩固并落实。

认真研究 5 本必修教材后，我发现，可以根据
所需，从多个角度对教材进行整合，让教材更好地
被教师和学生所利用。 同样，选修教材也可以运用
这种整合方式。

教材整合是教师视野的一种体现， 只要我们
努力尝试， 就可以为学生打开一个更丰富的多层
次语文空间。

对于教材整合尝试，我的另一个看法是，在高
一和高二阶段，教师可以通过整合教材，帮助学生
打牢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必要的学习
方法。 这样，到了高三的高考冲刺阶段，就不需要
刻意研究高考， 因为那时学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
知识体系，只要加强理解、熟练运用就可以了。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廊坊市第一中学）

“儿童国”里的玩耍 Style
独立玩耍：百变造型小公主

下课铃声一响，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跑出了教
室，开始属于他们的欢乐时光。 李歆玙低着头，弯
着腰，不知道在整理着什么东西。 这个女孩向来
喜欢独自玩耍。

当我走出教室，看到她在自己的腰上系了一
条长长的薄纱巾，飘逸极了，纱巾的颜色和她一
身黑色的衣服搭配起来极其漂亮，尤其是在金色
阳光的照耀下，仿佛天使降临人间，瞬间光芒四
射。

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此时的她似乎遇到了
点儿小麻烦，那红色铃铛头巾怎么也戴不到头上
去，一抬头看到我，一手抓住我，说：“老师，你帮
我弄到头上。 ”

“好的。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漂亮？ ”我问道。
“公主就是这样穿的，我觉得我就是公主！ ”

她很平静地说。
“哦，原来是这样啊！ 小公主，头巾整理好了，

我们合张影好吗？ ”
“好的！ ”
整个合影过程中，她摆出了各种 pose，看上

去是那样的喜悦。
合影结束了，她走在校园里，看上去是那样

的高贵。 让我很欣慰的是，她的这一举动，并没有
引起其他学生异样的眼光，更没有引来七嘴八舌
的议论。

在这以后，只要一下课，她就会装扮自己来
玩，有时候手上有一些亮晶晶的装饰品，就贴在
脸上，有时候是一些叫不上名的小玩意儿，她也
会创造性地给自己整一个发型，只要是能装饰的
东西，她都利用起来。 让我惊奇的是随便一个小
东西在她的装饰下，看上去都有一种别样的美。

群体玩耍：喜欢钻洞洞的小淘气们

四（2）班有 4 个很淘气的小男孩，有一次，我
无意中发现了他们的一个小秘密： 他们 4 个上完
厕所后，“鬼鬼祟祟”地往厕所后门走，出于好奇，
我便跟上去看个究竟。 原来，那边有 3 个由废旧课
桌搭起来的洞洞，洞里面全是沙子，沙子上面盖了
一些纸板，他们进去后，就躺在上面自由玩耍。

后来， 我问其中一个小孩：“你在里面干什
么？ ”他说：“这个洞洞很隐蔽，我们可以在里面玩
捉迷藏，别的小朋友都不知道，只有我们几个能
进去，那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我们每天都去那里
玩。外面太热，躺在里面很凉快，都不想出来了！ ”

这几个孩子在一段时间内，不断重复着“钻
洞洞”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对空间的探索，这一
现象背后正是蒙台梭利提出的空间敏感期。 所
以，对空间的把握，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在心灵上
能够承受多大的一个空间状态，这决定着儿童未
来对这个世界的探索能力，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
非常重要的基础。

分析：儿童最好的成长来自于一个自由的环
境中精神和秘密的自发显现，这个自由的环境是
为了配合儿童生命的发展阶段。自由玩耍，自在
体验，自然发展，从而创造自我，这就是自由游戏
最重大的秘密。成人要允许儿童的游戏自由，也
许看似无聊而简单，但对于儿童来说，意义重大。
儿童在游戏中自己制定规则，充分进行身体、心
灵的觉知与体验，弥补修复发展敏感期，学习与
自我、他人、自然建立关系，从而在身体、感觉、情
绪、心理、认知和精神上获得完整的成长。所以
说，教育其实就是一场伟大的游戏。

英国夏山学校的特色之一， 就是在这里游
戏是孩子们最重要的事情。

这里指的游戏并不是那种在竞技场上的有
规则的游戏，而是孩子们靠自己的想象力，想怎
么玩就怎么玩。 那些有游戏规则的游戏通常需
要靠技巧、竞争意识、团队合作才能取胜。 但是
孩子们平时玩的游戏比如士兵抓强盗， 根本就
不需要什么技巧， 他们就是拿着手中的枪啊剑
啊胡乱挥舞一番。 在有电影之前，孩子们就会玩
士兵抓强盗了。 那些传说啊、电影啊可能会给孩
子们的游戏带来些启示， 但是无论哪个民族的
孩子都是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去玩的。

成年人对于玩的态度是很武断的。 我们这
些大人为孩子们安排了张时间表：9∶00~12∶00 是
学习时间，然后 1 个小时的午饭时间，接下来继
续上课一直到下 3 点。 要是让那些具有自由主
义精神的孩子自己安排时间表， 他们一定会安
排很多游戏时间，只留下少数时间来上课。

成年人与玩耍之间这种不共戴天的态度
是由他们的恐惧所造成的。 家长们总是担心地
问我：“要是我的孩子成天都在玩，那他怎么可
能学到知识呢？他们怎么能通过考试呢？ ”这样
的问题我听到过不下百遍。 只有很少的家长会
接受我的回答 ，“要是你能让孩子想怎么玩就
怎么玩 ，在两年左右的密集备考学习后 ，他会
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 他不一定非要在那种否
定玩耍在生活中的必要性的学校里学上 5、6
年甚至 7 年。 ”

但我通常还会补充一句话 ，“前提是他本
人确实想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男孩的愿望或
许是成为一名芭蕾舞蹈家或无线电工程师。 女
孩的愿望或许是当一名服装设计师或照顾孩
子的看护。

是的，出于对孩子前途的担心，所以大人们
剥夺了孩子们玩耍的权利。 然而还不仅仅是这
些。 在家长反对孩子玩耍的行为背后还隐藏着
一层是非观念———当一个孩子不是件好事。 我
们常听到大人们这样对年轻人说，“别表现得像
个孩子”，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有证据表明那些自由成长并且在玩耍方面
不受限制的学生最不容易人云亦云。 在以前的
夏山学生中，那些在人群中容易受到感染，变得
热血沸腾的学生， 其父母往往都信奉集体主义
思想。

（摘编自《夏山学校的百年故事》，马克·沃恩
编著）

□ 李艳丽

■延续阅读·环球视野

夏山学校简介：
在这里，爬树和搭个小窝的重要性

绝不亚于分数。在这里，如果想的话，你
可以冲着老师大喊大叫。在这里，规范日
常生活的各项规定是由大家一起民主协
定的。在这里，如果孩子想的话，他们可
以整天玩耍。

学校创办于1921年，是一所私立寄
宿制基础教育学校，是进步主义民主教
育的实践典范，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
儿童民主校”，目前仍领先于它所处的时
代，其创办人A.S.Neill（尼尔）和他的夏
山对英国本土及国外教育系统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治愈系玩耍：沙池游戏

“小杰，注意看黑板”，“小杰，注意力集中”，“小杰，
注意……”小学三年级的他，每天都被提醒要集中注意
力。

这一天，学校的沙池中增添了丰富多样的沙具。这
些沙具立刻吸引了小杰。

在最初的一个月里，所有的沙具小杰都玩过。随着
时间的推移，小杰渐渐地开始专注玩几个沙具。 3 个月
过后， 他总是在上课之前把一个小宝盒埋在一堆沙子
中，课后再挖出来，每天乐此不疲，对其他的沙具已经
视而不见了。

游戏改变了小杰，在课堂上他开始专心听讲，成绩
节节上升。更值得一提的是，小杰和几个好朋友一下课
就会在沙池中玩耍。 开始是各霸一方， 即使在一起合
作，也总是大吵大闹，不欢而散。 直到有一天，一个孩
子建议制定游戏规则，大家一致同意，于是争吵少了，
合作多了。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很多新游戏，伴随着
更多的新规则，比如每个人每次只能拿一件沙具，摆放时
不能打扰别人，用过的沙具要归位等，但大家却玩得更有
序，更自由了，沙池周围时常回荡着他们满足的笑声。

分析：当一个人是自己的主人时，当他自动遵循某
种生活准则时，就有自我控制能力了，人的这种自我控
制能力就是纪律。生命的纪律是秩序，智力的纪律是专
注，行为的纪律是顺从。纪律必须建立在自由的基础
上。自由玩耍对于儿童成长来说最大的益处就是培养
专注力，儿童通过不断的选择会逐渐从多动分散的状
态趋于专注于某一件物品或事件，这时智力纪律的曙
光就开始出现了。个体沙池游戏可以帮助儿童建立秩
序感与专注力，而团体沙池游戏则为儿童人际关系、团
队协作能力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途径。

（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教体局副局长、西下
池小学校长）

开栏语：
最近在研究道尔顿教育计划在学校的应用？
在日本考察时巧遇教育家佐藤学， 他的某一

句话使你茅塞顿开？
顿悟课改的方法其实远远没有研究儿童重要？
总结出一种学习方法令老师感到汗颜？
《我在干吗》栏目与读者分享课改参与者们有

温度的状态。 栏目下设 4 个子系列：《我在干吗·
“拾”年回访》、《我在干吗·新校长》、《我在干吗·新
教师》、《我在干吗·新学生》。

《我在干吗·“拾”年回访》是向本报创办 10 周
年的献礼。 “拾”既有“十”的意思，又代表“重拾”。
10 年间，本报曾报道过的那些教育人，最近的状态
怎么样，在关注什么，对课改有哪些新的思考？ 从
本期开始，本刊将对这些人进行回访，“重拾”熟悉
的面孔，再续思想的光芒。

1. 最近在干吗？ （研究 ／实践）
2. 最近看的书或听的讲座。 有什么收获？
3. 最近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
4. 最近的领悟。
5. 送给《中国教师报》创刊 10 周年的一句话。

黄行福，江西省南
丰县付坊中学教师。

不久前，我在吉隆坡的一家购物中心试鞋，一个欧
洲人带着孩子走进鞋店。孩子抱着一只鞋开心地递到我
手里。 成人男鞋对他来说，像个庞然大物。 我表示感谢，
告诉他把鞋子放回去。他按照我说的做，放回这双鞋后，
又抱着其他款式的鞋子，“送” 给我， 这样一来二去的
“送”了 5次。 过程中，孩子的父亲在一旁帮助孩子取鞋、
放鞋，注视着孩子乐在其中的样子。一旁的朋友感慨说：
“如果是中国家长，早就阻止孩子这么干了。 ”

这种生活中的小细节， 折射出的是一种教育观
念。 阻止的背后是控制、约束、规矩，放手的背后是自
由、权利、自然。

我还看到过一个发生在以色列一所社区学校的

故事。 一个不到 10 岁的孩子因为不让他去花园里耕
地（作为对他的一种处罚）而号啕大哭。

要是我们的孩子因为不让他到菜园里种丝瓜而
掉泪，肯定有人觉得他很奇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比
起形式，孩子更关注玩耍本身，这是童年的需要。

孩子应该在玩耍中度过童年， 但大人们总是忽
视，认为玩耍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一所所庞大的学
校中，教学楼里满是教室和实验室、器材室，留给孩子
玩耍的地方通常就只有操场的空地。 相比之下，如今
那些“麻雀”一样的城区学校，仍旧想尽办法给孩子设
置沙池、水池、秋千架，真是了不起的举动。

我们放大玩的话题，主要意图不是告诉读者给孩

子更多玩耍的空间和时间，而是强调教育应该更多关
注儿童的成长需要，并通过自由的、无控制的玩耍形
式，让儿童学会专注，得到情感的培养。 当然，他们会
在玩耍中捎带着练习与人协作、制定规则、逻辑运算
等，而他们从中获得的自由感和独立感是更宝贵的心
灵体验。你会发现，自由会使他们更自觉，自由让他们
使越来越多的不自觉变成自觉。 因为，自由之下可以
形成规则意识。

至于怎么玩，那就是用孩子自己的理解，想怎么
玩就怎么玩吧， 孩子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就是好事。
在他们进入成人期之前，有活在“孩子世界”的权利与
方式。

有自由更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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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与课堂无关吗？ 当然不是。 自由玩耍对于儿童成长来说最大的益处就是培养专注力，一个专注力强的孩子，他的课堂学习也
是专注且持久的。 关注玩耍就是关注学生的内心状态，精神发育是课堂的高级属性。

好的教育是相通的，西下池小学与夏山学校的共同之处就是尊重学生，把自由玩耍作为重要的事情对待。

李歆玙在玩耍。 图片提供/李艳丽

按照学校惯例，高一新生入学即为两周的“入学
教育”阶段，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学生适应新的学习、生
活环境。 这个阶段，我会以《西游记》为德育教材，对学
生进行一次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一次次的讨论与
思考，我和学生从中汲取智慧的营养，不断地感悟生
活，提升自我。

以下是 2011 级 15 班学生的部分观点摘录，5 个
话题，5 次讨论。

话题之一：一个筋斗就十万八千里，孙猴子一个
人腾云驾雾去取经不是更高效吗？

没有遇上白骨精，没有进过盘丝洞，又怎知世间
险恶？ 没有上过高老庄，没有下过龙王庙，又怎知世间
冷暖？ 人性中的怯懦如何除去？ 人性中的恶性如何摆
脱？ 这一路同甘共苦的感情，又怎能获得？

话题之二：从石猴到斗战圣佛，孙悟空从奋斗失
败到最终实现个人价值的经历， 带给你怎样的人生
启示？

孙悟空长大了，完全成熟了，最终修成正果，成为
斗战圣佛。 他责任更重，性格也与以前完全不同了。

从孙猴子到孙悟空，他变得更强大、更勇猛；从孙

悟空到斗战圣佛，他变得更沉稳、更谦逊。
话题之三：八卦炉里的遭遇对孙猴子来说，意味

着什么？
老君炉里的毛猴，仅仅炼出了火眼金睛？ 不，更得

到了思想的升华。 因为在老君炉里的他顿悟了，皮肉
的煎熬最终化作精神的财富。

就这样，孙悟空在老君炉里燃烧，坚定了自己的
信念，愈挫愈勇，勇往直前。

话题之四：假如唐僧团队中没有八戒，会有什么
影响？

有人把唐僧团队比喻成一个人，猪八戒正是代表
了每个人都有的懒惰、怕苦的一面。 若是没有了这一
面，那么这个人就成了神，什么目标都能达到。 但是，
绷得太紧的弦是会断的。 一时之间，那个人会取得很
多辉煌的成就，可长久下去，积压的劳累得不到释放，
也会被累垮的。 就算最终没有被累垮，站在人生的最

高端，俯视自已曾经走过的路，却发现没有风景，只有
满目荒凉。

话题之五： 菩提祖师和唐僧都曾教过孙悟空，他
们的教育有何不同？ 谁才是真正的好老师？

正是因为菩提的苦心栽培，才使悟空得以练就一
身本领。可以说，没有菩提祖师就没有齐天大圣。可值
得我们深思的是，齐天大圣究竟带来了什么？ 龙宫夺
宝？ 大闹蟠桃宴？ 还是被压在五指山下？

唐僧传授给悟空的又是什么呢？ 留给读者印象最
深刻的，恐怕只是一句“悟空，救我”罢了。 可若没有唐
僧，那斗战圣佛又怎么会存在呢？

菩提给了悟空力量， 而唐僧却带着悟空经历生
活。

班主任点评：《红楼梦》里说的好，“世事洞明皆学
问”。 对于教育者，世事洞明皆教育啊。 只要我们不缺
失信念与热情，只要我们去积极地合作探究，去敏锐
地辨伪存真，去执着地追本溯源，我们教学的视野就
会变得更加宽广。 教学不再是“教书”，不再是简单传
递结论的过程，而是一种“人的建设”行为，将拥有不
竭的动力和宽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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