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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锋

未来学习的思维方式
□臧秀霞

作为一名教育者，过去值得铭记，未来

更需要认知。2018 年，关于课堂、关于学

习，我们将继续迎接每一个新的可能。

真实情境——生活化重体验的学习方式

分科教学使知识这个综合体距离生活

越来越远，用课程整合打破传统的分科体

系，成为更多学校课改的选择。跨领域、跨

学科、跨概念，学校对原有的分科教学知识

体系进行探索、实践、磨合。虽然目前的文

化、机制、师资都不相适应，但真实情境——

这个全方位的课程整合的微创新切入点，不

需要漫长的过程，没有过多现实制约掣肘，

让我们的教学改革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前走。

学校要将知识教学与生活相关联，将课

程教学活动融入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场景，

将同一主题下的跨学科知识互相组合，以体

验式的学习策略促进学生感知和内化知识。

学无边界——跨学科综合式的学习内容

知识的本质是为创造性提供基础。从

学习的互动维度上，环境才是框架，行动是

个体与该环境相联系的事务。在活动、对话

与合作中，学生学习发生的可能性就会

增大。

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所有的空间环

境、行为、流程都能触发学生有意识或无意

识的学习并使之成为有效学习。传统学校

的围墙桎梏被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不再是

遥遥相望，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场所不再固

定于原有的校园时空，可移动学习终端的出

现，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融合

起来，开放、共享、无边界、全景式综合性学

习，是未来学校教育资源的新供给。

私人定制——去同质达精准的个性化指导

如今，脱胎于工业化大生产的统一化课

程设置、培养方式显然不能完全造就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去同质、

精准化的课程，让学校对学情的掌握与内容

的甄选都行之有效，使我们能够以问题为导

向，以成熟的技术心理、大数据分析为参照，

以人机交互这一便捷、定制化为路径，将教

与学、评与管进行技术重构，使学生更开放

的学习和对知识的个人创新性加工正逐步

走向可能。

智能化——创造性融合式的教学技术

互联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让我们

深切地感受到，环境越来越处在更广泛的互

通互联中，固定的教室、教材、教师正逐渐被

打破，翻转课堂、手机交互学习终端让学习

变成了随时都可以完成的事。传统的管理

方式消弭，学校的教育方式迎来人工智能技

术的全面应用。

应用新技术的变革重构了学校传统的

教育教学流程，能体现人的综合素质的技

能，如分析、决策、审美、创新能力才是值得

学习的技能。学生的素养真正变成“可以迁

移的素养”，融合式的智能技术帮助他们在

未来能迅速适应并应对解决问题。

师生共有——自组织内隐化的学习组织

教育可以理解为有计划、有意识、有目

的、有组织的学习，其中思维力不可或缺。

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是学习者，都应具备学习

力，都应享受学习乐趣。在跨界和融合成为

教学变革的大背景下，课程与教学方式的重

构更关注学生的自组织、自重构、自转化，而

在这一内隐化的过程中，师生是互为资

源的。

学校要给予学生更多的时间学习、合

作，让学生的思维充分发散，走向教与学的

和解，在所谓的对立中找到统一。学生在班

级授课中的共性个体走向自我学习组织的

个性重心，课程成为师生共有、共建、共享的

学习场域。

我们现在也许无法准确描述未来学校

的样子，但我们正在畅想未来学习的思维方

式。在这样一个跨时间、跨空间、跨文化的

全方位、立体、多元的教育视野下，一切都在

变化之中。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高新区志远小学校长）

2018新论

特别策划·问计学生

“等时机成熟再邀请吧。”“邀请还是不邀

请呢？”

等待和犹豫，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杀

手。我从不泯然于众，只遵从内心的真实感

受，欣然向前——学生的课堂，磨课就邀请学

生参与对话！

一次，听一位教师的《溪边》课后，我邀请

学生参与对话，与全体语文教师一起，打磨这

节课。

师：喜欢《溪边》这首儿童诗吗？

生1：喜欢。

师：为什么？

生2：它很美，有种动人的美。

师：美在哪里？

生3：美在童年。

师：孙老师现在是童年吗？

生3：不是。

师：但是，我的心里面有小孩啊！

生4：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会有那种小

孩，有那种怀念童年的感觉。

师：孙老师也不例外，你从哪儿能看出

来呢？

生5：你的眼神、你的笑容泄露了你是个

小孩。

师：我的眼神、笑容表现出心里有小孩，

现在孙老师和谁坐在一起？

生5：小孩。

师：你们和谁坐在一起？

生6：小孩。

生7：老小孩。

（笑声）

师：这个“老”加上双引号，我变成了小小

孩，比你们还要小的小小孩。小小孩与小孩

玩，请多多关照！刚刚你们说这篇文章美，写

这篇文章的人是个大人，他心里面也住着一

个小孩，与你们在一起的孙老师心里也住着

小孩，你们本身就是小孩。现在有几种小孩

在一起玩？

生8：三种小孩在一起玩……

一个真正成熟的对话者，是从懂得认识

自我开始的。“我”与孩子对话，“我”还是个孩

子吗？“我”哪里像个孩子？“你的眼神、你的笑

容泄露了你是个小孩”。当孩子破译“我”就

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才有资格与之对话。

孩子们真了不起，坐在他们面前的“我”身上

有 99%的信息，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毫无意义

的，他们只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自己关心、倾注

的1%的美好事物上——“我”的“微笑”与“眼

神”。尤其是眼神，那是出窍的灵魂。孩子的

眼好“毒”啊！他们读懂了——“微笑”，纯真

的微笑，是世界通用的对话语言；“眼神”，至

善的眼神，是以心印心的对话神器。其实不

止这一次，每一次教学对话不都需要“微笑”

和“眼神”吗？

师：三种小孩一起玩，办聚会、吃蛋糕。

蛋糕就是《溪边》，要想吃得多一点，出手要

快、思维要快。你们说这首诗写得很美，很动

人，诗有隐匿之美。“美”都躲藏起来啦！请你

发现，哪怕看出一个词、一句话，都等于品尝

到了蛋糕。

生9：“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溪

水清净的美，让我感动。

师：给你们上课的老师亭亭玉立，长发披

肩，如果她是溪边的那棵柳，该怎么梳妆？

生10：她的长发就是柳枝。

师：大家就是溪水喽。

生 10：“柳梢”在我们的“心湖”上轻轻

拂动！

（执教教师用头发演示梳妆）

师 ：垂 柳 依 依 ，随 风 轻 荡 ，你 们 的

“心”……

生10：好痒，好痒！

（笑声）

生11：既然是“垂柳”，老师的腰再弯一

点；发梢，拂动得再慢一点，就更柔美了。

（执教教师再次演示梳妆）

师：摇曳生姿、婀娜多姿！美哉！美哉！

生 11：（情不自禁把自己当作垂柳，吟

诵）“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

……

生12：“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声”。我

觉得大人们一般不会说鱼儿，鱼儿是那些天

真、童真的人说的。再说大人们钓到鱼一般

不会蹦跳着笑，只有小孩才会激动得像刚钓

上来的鱼，蹦得欢，笑得爽。

师：咱们一起连蹦带笑呢？

师生：（边读边跳边笑）“草地上蹦跳着鱼

儿和笑声”。

……

对话教学就是这样，请不要走在孩子前

面，孩子可能不会跟随；请不要走在孩子后

面，孩子可能不会引路；请走在孩子身边，做

孩子心灵的朋友。对话中，孩子心里有了你、

你心里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那一刻“爱着”

比“活着”多出一轮明月；孩子眼里没有了你，

你眼里没有了孩子之后，才明白沙漠比沙滩

少一个大海。

师：如果《溪边》这首儿童诗，不编入我们

的语文书，你们会觉得少些什么？

生14：童趣。

师：一个大人，怎么上课能让你们觉得有

趣呢？我琢磨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想出来。大

家出出主意。

生15：要幽默。比如，我们都喜欢比较

有趣而且能让大家捧腹大笑的大人，这样，我

们觉得跟他在一起玩就很有趣，跟他一起聊

天感觉很舒服。

师：我们今天一起聊天是舒服还是不

舒服？

生15：比较舒服，因为老师比较了解我

们，能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讲出心里话。

生16：每个大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童

年，只要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就会感觉特别有

趣，想再次回到自己的童年。

师：老师虽然是大人，但每一节课都能回

到童年，是吗？

生16：是的。

师：高！原来你是神仙，能让老师返老还

童，只要和你们在一起，每一节课就回归一次

童年，是吗？

生17：是的。你想要回到童年，那么你

就要了解孩子的心，读懂孩子的心。

师：原来，要多交流才能读懂心。看来我

今天跟你交流一次可能不太够是吗？

生17：说出自己的心声就算一次真正的

心灵沟通。

师：哦！一次就算一次，如果我和你的心

能勾起来，就算打通了。我们打通了吗？

生18：嗯。

……

“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只要垂

柳长在溪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

到它的枝干，而且它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

候，或者月光浮动的时候，或者下雨的时候，

使垂柳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深

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朦胧

的，它是若有若无的。

对话，犹如垂柳与倒影般“形”与“影”相

随，有时，教师是那棵垂柳，学生是水中的倒

影。你说，到底溪边的垂柳才是唯一的现实，

还是溪里的垂柳才是唯一的现实？

然而，在常态的教研里，我们通常只活在

一个现实里——“教师给予什么”，这就是溪

边的垂柳那个层面，虽然触手可及它的枝干，

却忽略了水里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

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

层面——“学生需要什么”。这样的一次教研

只是提醒我们：除了溪边的垂柳外，有另外一

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溪水里那垂柳

的倒影。垂柳有多美，倒影就有多美！

学生缺席的磨课，缺乏一定的教育智慧；

学生参与对话的教研，是在第一时间获取学

习主体真实所需的有效教研。把孩子请过

来，与教师平起平坐，大家一起与文本对话，

我很享受这种既有诗人妙悟，又有匠人一技

之长，简单而不简约的对话。我很珍惜对话

中那些向我袒露过内心的孩子，每一次袒露

都相当于邀请我做了一次他心灵的客人。我

不仅珍惜，而且卖力——试图从所有的控制、

所有的放逐那里，从所有的功利旗帜下夺回

孩子也夺回自己，把孩子连同自己一起带向

救赎与自我救赎、解放与自我解放的境地。

如果我们“等待和犹豫”，在日常教研或

磨课时邀请学生参与对话的机会便溜走了，

随之而去的是青春，是力量，是充满着浪漫色

彩的幻梦。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教育

科学研究院）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郭淑岚郭淑岚

教出语文之趣

这学期，学校语文组的每一位教师与主

管约一节课，校长、教学主任按照约好的时间

前去听课。一次课后，教学主任说了两句意

味深长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语文课应该教

什么？如何上更有意思？

先来谈谈语文课应该教什么的问题，这

也是语文教师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语文学

科的课程内容﹥教材内容﹥教学内容。而其

他学科不存在这个问题，数学课教什么，教材

中直接呈现出来。语文教师面对的是一篇篇

课文，而课文并不是教学内容，它只是教学内

容的载体。因此，才会有“语文课要有语文味

儿”的说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什么比怎么教更重

要”。在确定目标之前，教师要弄清楚“我们

现在在哪里”，也就是明确教学的起点是什

么。教师想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每节课必

须清楚、准确地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即找

准目标。最后思考“我们怎么到达那里”的问

题，即寻找到达目标的途径与方法。这个过

程，不可以颠倒顺序，否则就会本末倒置。

低中年级的阅读教学，教师重在夯实基

础，培养学生习惯，努力打造一个“打基础”

“重语用”的课堂。

第一，加强识字写字指导。教师要给方

法、给时间，一二年级学段重点关注学生主动

识字的兴趣，三年级学段重视考查学生独立

识字的能力。生字学习应贯穿课堂始末，帮

助学生养成规范书写的习惯。

第二，词语的理解和运用是重点。词语

的学习，教师要坚持“词不离句”的原则，学生

能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借助工具书理解

生词，体会其表达效果。

第三，坚持读写结合。低年级是儿童学

习母语启蒙阶段，应“读”字当头，“正确、流

利、有感情”是对朗读三个阶段的要求。课堂

上，教师尽可能为学生创设实践活动平台，提

高语言运用能力。比如，在学习《神奇的书》

一诗后，学生进行了课堂小练笔，个个文思泉

涌，出口成章：

没有一个天籁般的嗓音/能像一本书/留

下永久的绝唱（刘畅）

没有一盏神奇的灯/能像一本书/让我们

领略到智慧的光芒（黄越）

没有任何金钱/能像一册书籍/带给我们

永久的财富（韩泽宇）

高年级的阅读教学，教师主要思考如何

省时高效，努力建设一个“高效益”“有文化”

的课堂。

第一，善于取舍。一篇课文教师要教许

多内容，如果面面俱到，只能是浮光掠影。我

们提倡一课一得，实现“人人有提高，个个有

发展”。教师要找准学生学习的起点，确定要

讲的内容是创造“高效益”课堂的前提。

第二，目中有人。教学中，教师要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用自己的眼光、自己

的思维、自己的情感去观察、理解和感受语言

文字中的世界，习得语言，陶冶情操，获得基

本的语文素养。

语文课本应是情趣盎然的，为什么有时

让听课的人感觉枯燥？仔细分析不难看出：

课堂上，教师过多重视文本的言语内容而忽

略了言语形式，过多注重了工具性而弱化了

人文性。具体体现在课堂上，教师过多关注

了课文写了什么，而忽视了怎么写；过多重视

了文本内容理解与人文感悟，而忽视了语言

的理解与运用；过多重视了词语的正确书写，

而忽视了体会词句的表达效果。这些，势必

造成教学的失衡与无趣。

有趣的课堂，教师会引爆学生的兴奋

点。备课时，教师要独具慧眼，设计出高质量

的问题，引发学生的讨论甚至是争论，课堂就

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比如，《儿子们》一课结

束时，我们可以这样发问：“是不是孩子会唱

歌、会翻跟头就一定不好呢？文中老爷爷之

所以说只看到了一个儿子，是由人物身份所

决定的，因为他是‘儿子’，相对于‘母亲’而

言，懂事孝顺最重要。明天孩子们长大了，成

为歌唱家、体育健将，有能力去孝敬父母，谁

又会怀疑他不是好儿子呢？”再如，《田忌赛

马》一课，大家都在赞扬孙膑的足智多谋，我

却说：“孙膑的做法并不可取，你们觉得呢？

从课文中找出依据。”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

思维特别活跃。设计这个问题，我是想强调

规则很重要，否则我们的学生也会为了达到

目的而不择手段，后果不堪设想。

有趣的课堂，来自于教师对语文发自内

心的热爱。要想语文有趣，教师自己必须先

有趣。教师要吃透教材，努力做到“堂堂出

新，课课有异”，于激昂处还它高亢，于婉转处

还它柔情。语文教师应把语文教学看作实现

人生价值和享受人生乐趣的方式，教出语文

之趣，这也是一种教学境界。

（作者单位系北京中法实验学校）

与学生一起与学生一起““磨课磨课””

当我们毫无疑义地认同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肯定课堂上主体是学生的时候，其实，关于课堂教学改革的
问题、关于课堂教学的研究，都需要真正“考虑”学生的感受，听取学生的意见。因此，问计学生就可能成为教育
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与路径，也应该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每一次问计学生，都会成
就一段精彩的互动故事；每一次问计学生的成果，都会是师生成长、课堂改进的教育佳话。

那么，日常的教学研究、课堂研讨中，问计学生就从邀请学生参与对话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