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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按照研讨会议程，我们走进
了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小学分会
场，观摩学生的项目学习成果发布，聆听教
师与校长讲述项目学习背后的故事和思
索。独立教育学者钱志龙博士点评时提出
了很好的建议，他提到：“PBL 还有一个较
早的英文名叫 problem-based learning，学
生下一次开展项目学习时，可以尝试解决
人类生存需要面对的更现实的问题。”

散会后，有参会者问我，项目学习有两
个英文名吗？它们有什么关系？我连忙解
释，不是项目学习有两个英文，而是“项目
学习”与“基于解决问题的学习”的英文缩
写恰巧相同。这次大多数参会者是第一次
近距离接触项目学习，为了避免有人混淆
概念，我的“记者手记”就从这里下笔。

目 前 ，PBL 的 含 义 有 三 种 ：一 种 是

project-based learning，即项目学习，是一
种全新的学习样态；另一种是源于医学
教 育 的 problem-based learning，即 基 于
解决问题的学习，仅是一种教学策略；
还有一种是芬兰最近提出的教育理念
phenomenon-based learning，即现象教学。

前两者相比较，基于解决问题的学习
重视知识的获得，仅在意结果；项目学习重
视能力的培养，在意学习的情境与历程。
项目学习要求学习作品的展示与分享，但
基于解决问题的学习对此并无严格要求。
项目学习要求学习情境的真实性，即与生
活或社会的联结，基于解决问题的学习则
对此并无要求。因此，项目学习与基于解
决问题的学习并不是一回事。

虽然现在国内少有人提基于解决问题
的学习，但我认为，新的教育概念的出现并

不意味着对旧的教育概念的取代。当教育
概念内化为教育者的思维方式，任何一个
概念都有可能在教育的某一个环节发挥正
向作用。比如，完全可以在项目学习中运
用解决问题的思想，让学生能够以项目超
越已经有答案的学习，从而解决真实存在
的未决问题。

项目学习的项目是什么？在我看来，
一个理想的项目就是一个“产品”，或者是
一个“解决方案”。美国完全项目制学校
HTH 校长罗森·史塔克更是把学校比作

“一个盒子”，走进里面会发现它就是一个
“始发站”“孵化器”。由此，我产生一个或
许不那么恰当的思考，基于解决问题的学
习指向了项目学习现实层面的结果目标，
是项目学习的终点。之所以强调“现实层
面”，是因为教育者时刻都应该把学生核心

素养的养成放在项目学习育人目标的
首位。

那么，项目学习的起点是什么？学科
知识？真实的生活？儿童的认识？成人认
为的“儿童的认知”？或是别的什么？这也
是屯溪路小学校长陈罡在报告中抛出的一
个值得研究的好问题、真问题。

对此，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
育系主任王丽华认为，项目学习的起点是
相信学生。因为只有教师足够的相信，才
能往后退，让项目的产生、策划、执行、评价
等真正是因学生的想法产生，因学生的创
造而精彩。我以为，项目学习的起点是基
于儿童的认知与成人对儿童的认知，其中
儿童认知包括儿童真实的生活经验，分不
开，也不可能分开。因为尊重儿童的认知，
是保证真实学习发生的起点，是回到现实

生活中面对问题的开始。陈罡则说，项目
学习的起点离不开学科知识，因为它的逻
辑不一定就不是“儿童认知”的逻辑，对原
来学科中心的“情绪化批判”容易导致绝对
化倾向。

细细思量这个观点，正如我在前文提
到的“非取代思维”“融合思维”，任何绝对
化的“认为”也许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项
目学习的起点是多维的，需要多起点融合
支撑，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学生始终应该是
学习的中心。

然而也是教师对学生的信任、对学生
认知，决定了学生在项目学习中可否免于
教师的焦虑而生硬推动学习进程，免于教
师的控制导致学习“被设计”，从而自由而
舒展地学习。这也是我对项目学习的一点
期许。

何炳章先生今年 74 岁了，身体并不太好，但他
还是坚持来到了分会场合肥实验学校。

合肥实验学校的一草一木何炳章都很熟悉，他
对这所学校有着特殊的情缘——这是一所曾经倾
注了他全部心血与教育思想的学校。30 年前，合肥
实验学校首任校长何炳章在那里创立了“自育自学
论”，提出“教育教育，就是教学生自育；教学教学，
就是教学生自学”这一在今天看来依然较为前卫的
教育理论。

30 年后，这一教育理论依然是合肥实验学校的
指导思想。从当初的一个班级 36 名学生发展到如
今 78 个班级 3300 多名学生，历经 6 任校长，合肥实
验学校始终“只念一本经，只扛一面旗，只吹一种
号”，在求新求变的时代，坚守这一点并不容易。

这背后的支撑，正在于“自育自学论”散发出的
无穷魅力。

“我在退休以后经常听见有人说，合肥实验学
校毕业的学子后劲足，起初我以为是个案，但这些
年来的实践证明，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何炳
章回望 30 年的改革实验，信心满怀。

从建校之始就在合肥实验学校任教的语文教
师施培飞在当天的论坛分享中说，自己多年来飞速
成长，正是因为遇上了不平凡的领路人，少走了许
多弯路，视野开阔了许多。令施培飞备感欣慰的一
件事儿是，她任班主任期间曾经一周在外学习，但
训练有素的学生们自己把学习安排得井井有条，没
出任何差错。

我们不由得好奇，“自育自学论”这一改革实验
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事实上，这套理论并不神
奇，它的核心很朴素——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在今天，几乎大多数校长、
教师都能说出这番浅易的道理，但现实却是，他们
一边高举学生立场，一边又不由自主地霸占课堂。
这几乎是基础教育界一个难解的悖论。

中国大地曾涌现出洋思中学、杜郎口中学等一
批以课堂教学改革闻名的学校，生本课堂、智慧课
堂、有效课堂等一批课改流派也竞相涌现。而仔细
辨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林林总总的模式、方法，都
与合肥实验学校的改革有相似之处。

这大概足以证明，何炳章先生所提出的“自育
自学论”具有“原点性与根本性”，里面万变不离其
宗的教育之道。

学习到底是学生自己的事情，高质量学习如果
存在，那也必然是在“以学生为主体”这一前提下才
成为可能。“自育自学论”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找到
了方法论。

当然，“自育自学论”的意义还不仅于此，按照
合肥第三十二中学校长王强的说法，“不能纯粹用
指标评价这套理念，否则可能会窄化它的意义。‘自
育自学论’立意高远，甚至是一种人生哲学，面向不
同群体都有深远的意义。目前所呈现的一些现象，
比如成绩上升、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增强等，还只是

‘自育自学论’的副产品。”
任何一项教育改革，其成效的显现可能需要若

干年。但我们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日”添加一笔变成“旧”，“口”添加一笔变成“中”，我们
观摩合肥师范附小分会场的时候，一年级学生正在进行“字
形小魔术”游戏。游戏规则是，每个学生从汉字魔法屋抽取
一张字卡，添加一笔使之成为一个新字。

“老师，我拼出了一个房子”“老师，我拼出了一艘小
船”……在“一起来拼搭”游戏中，学生展开想象，在 1 分钟
内用颜色不同、大小不同的图形拼成一个图形或图案，并说
出拼的图形、图案的名字和所用图形的数量。在 1 分钟内
独立完成并能够正确说出图形数量的学生为优秀，以此类
推，评价还包括良好、加油等。

原来，这些好玩的游戏场景是学校的期中考试。当天，
合肥师范附小一年级的期中测试推出了“无纸化”测试，测
试主题是“知识王国大寻宝”，由“拼音对对碰”“词语开心大
闯关”“字形小魔术”“乐读天地”“一起来拼搭”“e 口算”“我
们的串串吧”等游戏组成。一年级学生变身“寻宝达人”，带
着“寻宝图”，在答对了每个隐藏于游戏中的题目后，集齐 7
大宝藏，综合成绩也随之出炉。

令人大开眼界的是，学生们在闯关中打扮成帅气的美
国队长、可爱的小草莓、挺拔的小军人、美丽的小公主……
这些个性化服饰都是孩子们与家长用环保材料制作的。

本次“无纸化”测试是学校在阶段性学习检测的又一次
尝试，旨在让学生在“玩中学”“玩中测”，摆脱一张试卷定高
低的局面，学校相关负责人说：“‘无纸化测试’更注重实践
性，让学科与体验相结合。‘无纸化测试’让孩子从‘害怕考
试’到‘期待考试’，对考试变得特别向往，这是学校素质教
育改革者最喜欢看到的场景，也是创意考试的成功之处。”

从传统的纸笔测试到游戏化的无纸化测试，转变的不仅
仅是一种考试的方式，更是一种教育观念——做游戏本身就
是学习。相比纸笔测试，游戏闯关需要学生充分调动团队合
作能力、动手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更能够真实地考察学生
的综合素质。从这个角度而言，游戏可以成就高质量学习。

可以想见，未来的学习终将走向真实化、场景化，将更
加强调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当学
生既会做题又懂得知识应用与拓展时，学习便能够与学生
真实的生命相遇。

“阅读如空气般重要且自然”，这是合肥市包
河区望湖小学校长胡冬梅对学校阅读文化最好的
表述。

在望湖小学分会场，五年级学生吴子健和鲍锦
越从学习者的角度，讲述了学校阅读实践课程的
全过程，即：开启、沉浸、探索、确认、搜集、创作、分
享、发表，整个学习过程都是学生自己在选择、在
论证，包括研究的课题也是由学生自己决定，教师
只是必要时的资源提供者和活动的组织者。

阅读是望湖小学最基础的学校课程，他们实践
着田野式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其中，全阅读
课程体现出大跨界、大融合、大整合的特点，融合
学科教学，连接真实生活，开发阅读课程群，力求
阅读内容多元、阅读方式多样、阅读过程真实、阅
读评价客观，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全阅
读课程依托图书馆资源，给予学生最真实的学习
体验和方法，引导学生从“学习阅读”到学会“从阅
读中学习”。

然而，全阅读课程不仅提供了多样化的课程资
源，保障了师生阅读时间与质量，而且培养了师生
的阅读素养和信息素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明显
增强。

胡冬梅认为，阅读可以是最好的“保健品和营
养品”。望湖小学的图书馆就是这么一个随时可
以让学生去吃“保健品和营养品”的地方。

望 湖 小 学 的 图 书 馆 是 开 放 的 、温 馨 的 、安 全
的、舒适的，记者漫步在散发着浓郁书香气息的图
书馆中，内心也充满喜悦。如今，图书馆已然成为
学校最重要的文化场所，成为真正的学习中心、资
源中心、交流中心。“有图书馆的学校，才是会呼吸
的学校”，与会专家詹姆士·亨利说。

教育应该帮助孩子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密码，
帮助孩子构建乐观心态，培养孩子创造幸福生活
的能力，教育是一个慢慢走进心灵的过程。我在
望湖小学看到了可以走进师生心灵的教育生态。

“项目学习”的终点与起点
□本报记者 郭 瑞

何炳章与他的
30年“自育自学论”

□本报记者 黄 浩

这里的孩子

向往“考试”
□本报记者 钟 原

学生随时可以吃
“营养品”的地方

□本报记者 梁颖宁

2017全国中小学深化课程改革研讨会暨“高质
量学习”包河现场会上，少不了记者的身影，他们看
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呢？请看本报4
位记者与1位媒体同行的观察和记录。

记者手记

同行品会

高端、专业、接地气，这三个词是我对2017
全国中小学深化课程改革研讨会暨“高质量学
习”包河现场会的印象。

本次研讨会的演讲嘉宾都是来自全国各
地的教育教学专家，既有专注教育的“海龟”
博士，也有研究教育的海内外大学教授，更有
教育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骨干教师。中国教
师报主办的这场研讨会不仅参会人员多、涉
及地域广，而且与会人员的教科研水平较
高。所以说，这是一场高端的学术交流盛会。

什么是高质量学习？如何高质量学习？
本次研讨会由教育专业媒体主办、包河区教体
局承办，不仅主办方、承办方与参会代表都是
教育界专业人士，而且会议讨论的议题也专
业，共同探讨全国中小学课改难点、热点。无
愧于一次专业的学术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还特别接地气，无论是主会
场还是分会场，都在校园里举办，参会代表
深入校园与师生交流，真实感受包河区教育
发展改革成果、实地了解当地的课程改革实

际情况。与会嘉宾与包河区中小学教师面
对面交流教改经验，对推动当地的教学教研
很有帮助。

我所在的安徽第一报——《新安晚报》对
这一高端、专业、接地气的教研盛会也特别重
视，先后刊发了七个整版的新闻报道，聚焦本
次教研盛会，聚焦包河区的课改经验和成果，
用实际行动支持这场全国性教研盛会在安徽
省包河区举行。

（作者系《新安晚报》主任记者）

无愧于一次专业的学术研讨会
□张洪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