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助儿童认识整体世界 □吴向东

对于儿童来说，世界是整体的，并没有
什么学科区分。10多年前，我曾经提出过：

“课程，即儿童眼中的大世界。”基于这样的
认识，我们强调课程的跨学科综合，跨越学
科边界的教育，还原一个完整的世界给儿
童，而不是用人为的学科分野给儿童片段
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世界。

但是，在一个已经习惯了学科分割的
教育中，课程标准、教材、教师甚至儿童读
物，都潜在地受到分科方式影响，要想跨
界，何其难。

有一个笑话，某校进行跨学科整合教
学，语文教师讲《小蝌蚪找妈妈》；数学教师
让学生数一群群蝌蚪做加法；科学教师教

青蛙的繁殖；美术教师教画小蝌蚪；音乐教
师教唱有关青蛙的歌曲；体育教师做什么
呢，教蛙跳！他们认为，这样各学科就整合
起来了，实现了全学科跨界。

实际上，这种对跨学科的理解相当机
械和教条，令人嘀笑皆非，已经违背了学科
跨界的初衷——还原一个完整的世界给儿
童。如果还是有关青蛙或蝌蚪的内容，不
如让儿童对池塘里青蛙和蝌蚪的生活状况
做深入的观察，然后用科学、文学、艺术、表
演等各种形式表达出来，其中自然会用到
语文、数学、科学、音乐、美术等学科知识，
而且学习活动有深度，丰富多彩。当我们
把学习活动项目化，在完成项目并表达项

目成果时实现跨界，才是跨界教育的真谛。
除了跨界教育，还有一种是无边界教育，

但它的源起与跨学科边界无关，而是指互联
网时代，随着慕课等发展带来的突破时空阻
隔，男女老少都可以利用零碎时间在网上学
习交流的新型教育形态。这种无边界教育形
态在我国开始出现雏形，比如边远地区的学
生通过网上视频观看名校教师的授课，本校
教师做作业练习的辅导，两者各发挥自己的
优势，在有些学校还真的见到了效果。

但我所理解的无边界教育比互联网带
来的无边界更宽广。比如，我所在的学校
紧邻一座漂亮的公园，我们把课堂搬到公
园，带学生观察湖面翠鸟的生活，观察昆虫

采花蜜，观察竹笋的生长，研究不同地形中
植物受环境影响的状况；我们可以到附近
的社区、图书馆、博物馆甚至商场上课；我
们还可以应用AR/VR技术，让学生在增强
现实或虚拟现实中穿越到恐龙时代、穿越
到地心、海洋、黑洞、宇宙中上课，不断跨越
物理与时空的边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
了打破学校的围墙，让整个世界都可以成
为课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无边界教育。

跨界教育，帮助儿童认识整体的世
界。无边界教育，帮助儿童突破教室和学
校的限制。两者互补，相得益彰。

（作者系特级教师、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小学教师）

•学习活动项
目化，在完成项目并
表达项目成果时实
现跨界，才是跨界教
育的真谛。

•打破学校的
围墙，让整个世界都
可以成为课堂。这
就是我所理解的无
边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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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曾说：“现在的教
育时代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时代，所以在未
来的教育时代，谁能把教育做得边界无限，
谁就占据了教育的至高点。”

“无边界”和“跨界”，是信息智能时代
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未来教育的一
种趋势。事物的差异导致了边界的普遍存
在，人们力求在差异中寻找关联的过程，又
使得“无边界”和“跨界”研究成为一项新的
议题。

无边界——冲破“阻隔之墙”

“无边界”是一种顺应“互联网+”时代
的思维方式，致力于消融和突破僵化的边
界和固有的思维界限，由封闭的系统和领
域进入更为开放的崭新的系统和领域。一
切创新，都始于突破边界，突破边界是未来
的一种趋势。

突破边界——指向“无人地带”。教育
研究者阿克凯尔曼与贝克尔对“边界”这一
辩证性质作了精彩的论述，“边界同时属于
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然而，边界也代
表着一个无人地带，既不属于这个世界，也
不属于另一个世界。”突破边界，意味着进
入一个无人地带，一个既不属于我，也不属
于你的世界，这里有更适合新的物种生长
的微观环境，更易于孕育新的生命。进入
无人地带，本身是一种创新；而空旷的无人
地带，更是滋生创新的土壤，蕴涵生生不息
的建设性潜能。在这里，你可以另辟蹊径、

推陈出新。
突破边界——融构“第三空间”。“第三

空间”是一种超越传统二元论认识空间的可
能性，是在“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之外融
构的“差异空间”。无边界的空间，就是一种

“第三化”以及“他者化”空间，代表当代思想
对传统空间观念及其蕴涵的思想方式的置
疑。“第三空间”是一种开放性和创造性空
间，一个理想自由的交流环境，能使具有颠
覆式创造灵感迅速付诸实施。也许，在“第
三空间”闲庭信步之时，你会遇见过去、现在
和美好的未来。

我们学校推行的“无边界课程”，正是
试图冲破“阻隔之墙”，消解传统意识和现
行教育体制中广泛存在的诸如：教师与学
生、学校与社会、知识与经验等二元对立结
构，力图打破学科之间、学段之间、家校之
间、时空之间等制约学生发展的界限，将各
科知识弥合得更加完整而立体，避免“断
裂”的教学时间和封闭的教学空间阻隔知
识的更新，极力把生活中的体验迁移至学
习，改变学生学习与当代社会生活剥离的
现状，引导学生体验世界、感受生活，发展
核心素养，为将来健康发展、幸福生活、融
入未来社会奠定基石。

无边界课程是学生们最喜欢的课程，
因为这里是丰富学习体验、碰撞思维之花、
打开创造之门的“大乐园”。在这里，他们
可以跨越学科边界，感受跨学科思维碰撞
带来的无穷妙想和乐趣；在这里，他们可以

跨越年龄的鸿沟，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
切磋、讨论；在这里，他们可以突破时空的
制约，随时随地随需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
学习；在这里，他们可以走出学校的围墙，
进入社会体验生活中的千姿百态。

跨界——进入“他人领地”

跨界意味着进入“他人领地”，也意味着
进入不熟悉的领域。跨界是一种创造性努
力，通过跨界，新的元素、新的概念将从一个
实践领域由跨界者引入另一个领域。“跨
界”可以是跨行业、跨领域、跨文化甚至是跨
时空。专业属性的不同、个人所处文化历史
经验的不同、现实情境的不同、实践的不同
等差异都导致了边界的产生。因此，有目
的、有针对性的跨界交叉活动，能在思想、观
念和文化的交汇点产生新的火花，爆发新的
灵感，获得意想不到的学习收获。

教师跨界学习是一种新型学习模式，
围绕学习主题，跨越自己日常工作的边界，
寻求多元素交叉并整合学习资源，最终完
成多学科知识融合，以达到最佳学习效
果。教师跨界学习意味着进入一个不熟悉
的领地，通过学习更新自己的认知。

无边界课程的开发需要教师的跨界创
新，我们学校的“无边界思维坊”便由此应
运而生。思维坊的成员既包括各学科骨干
教师、网络技术人员，也包括高校和研究院
所的专家学者。这种新型的学习型组织，
使得教师能够跨越学科边界、跨越组织边

界、跨越文化边界、跨越年龄边界等，实现
跨界思维的深度碰撞，嫁接后产生出更独
特的奇思妙想，从而促进教师的专业重构
和跨界生长。

利用这一平台，我们组织各学科骨干
教师参与无边界课程的研讨，推进个体知
识在学校内跨年级、跨学科界限的流动，形
成一种鼓励知识共享、跨越边界的学校教
研文化，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一天，思维坊
里聊到了“春分立蛋”的传统习俗：生物教
师讲到了鸡蛋的形成、结构、营养，以及先
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化学教师讲到了
鸡蛋的化学变化，数学教师讲到了鸡蛋曲
线的公式及应用，地理教师谈到 66.5 度倾
斜的地球地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
面处于一种力的相对平衡状态，有利于蛋
的竖起。思维坊里的思想碰撞、交集，把大
家带入一门新的无边界课程《一个鸡蛋引
发的学科海啸》。

由于众多学科的交流，参与无边界思
维坊的教师看待问题的视野与思考问题的
空间，远比没有参加思维坊的教师要开
阔得多。他们带着新异的目光，从截然不
同的视角关照和审视课程，多学科的碰撞
与交汇生成了创造性设计，使无边界课程
不仅可以“取众人之长”，而且可以“取众学
科之长”。有教师感叹地说，“无边界思维
坊”宛如一个潜能孵化器，既能让教师孵化

“知识创想”，更能释放出惊人的能量。
（作者系上海市卢湾中学校长）

“跨界”与“无边界“的共性是突破边界，我
们需要找到”界“在哪里，什么才是正确

的突破边界的教育。若当行无界，教育成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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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有所界，行当无界 □郭 锋

“边界”这个词总让人联想到一句老
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王的胸怀与气魄，大到“普天之下”的
程度，还是未免土野之“滨”（边涯、边界）。
即使按照现代地理学来看，地球周游，从左
脚绕一大圈回到了右脚，彼此也就成边界
了。所以，“无边界”是一种“先锋派”的说
法，大概意思是“淡化边界”“模糊边界”吧。

开车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右道行
车。在白黄实虚分明的城市道路上自不必
说，到全无标线的乡村土路，也会自然而然
地依此而行。这里有一系列有意思的问
题，左道右道的边界是从何而来的？又是
如何被打破的？“有界”好还是“无界”好？

其实，上面这个生活常识已经很容易让
人们判定了。所谓的边界，不过是我们在认
识世界时主观上确定的一种分析标准。没
有边界，我们的视野一片混沌；有了边界，我

们的头脑格局清晰。在认识世界的思想里，
边界足可依仗；在行走世界的时候，应该依
情而定，因势而行。借助边界，我们不至于
胡碰乱撞，能走得顺畅；死守边界，就会顽固
不化，给脚套上无形的锁链。

当前，套在教师脚上最大的“边界”之
链有四条：一是学科之别，二是课程之分，
三是教育与教学之沟壑，四是书本与实践
之隔绝。

当年我命制语文中考试题时，选了一篇
谈论大河文明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在
印度的恒河平原，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在中
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人类历史上最先绽
放文明之花的摇篮，几乎全部诞生在举世闻
名的大江大河身边。”初拟题时，有摘去“恒
河”或者“尼罗河”让考生填补的试题。定稿
时，命题组内争议即起：四大古文明的发祥

地是不是语文学科的核心知识？命题是否
应该界定考查内容是语文学科的核心知识
还是边缘知识？确实，从学科的角度而言，
这应该属于历史或者地理学科范畴。最终，
这道题没有出现在试卷之上。

在阅读教学的现实中，如果遇到四大
古文明，语文教师是否会让学生关注、了解
和积累相关的常识呢？我见到的往往不甚
关心。因为考试强化了学科的边界，结果
教师的教学也让知识的学科边界竖起森严
的壁垒，学生的思维也就被钳制在了无形
的圈内。

学科都如此，课程更是如此。比如，三
级课程本来只是课程管理的概念，如今在学
校也成为彼此不搭、等次分明的“国度”。而
去看许多实施“走班制”的学校，其高学力层
班级日常所学的课程已经完全不是教材上
那些内容，哪里还有一些人头脑中“国家课

程”与“校本课程”的边界？
教育与教学的割裂是显而易见的事

了。班级中学生发生的问题，即使学科教
师在现场，恐怕也少有人心中认定“解决问
题是我责无旁贷的事”，通行的想法是“找
班主任”。所以，部分学校还在分设德育、
教学两套主管部门和干部，启智与育德变
成了两张皮。

至于书本与实践的分离，几乎有天壤
之距。能用书本解决的绝不动手；既然传
授来得容易，何必要躬行体验那么麻烦？

教育之天下苦于“界”久矣，必须愤然
而起，跨“界”而行。

戏作箴曰：学科有边界，教学无边界。
教学有边界，育人无边界。育人有边界，成
长无边界。若当行无界，教育成大德。

（作者系特级教师、北京市樱花园实验
学校校长）

•当前，套在教
师 脚 上 最 大 的“ 边
界”之链有四条：一
是学科之别，二是课
程之分，三是教育与
教学之沟壑，四是书
本与实践之隔绝。

•考试强化了
学科的边界，结果教
师的教学也让知识
的学科边界竖起森
严的壁垒，学生的思
维也就被钳制在了
无形的圈内。

教育走入“无人地带” □何 莉

•一切创新，都
始于突破边界，突破
边界是未来的一种
趋势。

•跨界是一种
创造性努力，通过跨
界，新的元素、新的
概念将从一个实践
领域由跨界者引入
另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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