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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城”大追踪
□刘光霞 方 芳

“语、数、英靠边站，快乐时间给

你‘玩’！”我们学校大声喊出这个

口 号 ，努 力 在“ 减 负 ”中 做 好 加 减

法。玩什么？身边的本土文化具有

强大的吸引力。宁波素有“水城”之

称，宁波港被英国《集装箱国际》杂

志评为“世界五佳港口”，学校不远

处的宋代大石碶遗迹是四眼碶校名

的由来……深厚的文化底蕴、现有

的教育基地为课程开发和实施提供

了生成性资源。

2015 年，“水动力”课程应运而

生，课程以“水城宁波”为主题，引导

学生在体验中走近“甬城”宁波的乡

土人情。按照年级，“水动力”课程分

为六大活动主题：一年级的“水之仪”

开启“水”与“礼”的基本教育；二年级

的“水之美”带来宁波水城江河湖海

的神奇篇章；三年级的“水之醇”重现

甬城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瑰宝；四年级

的“水之优”正视宁波水体分布与水

环境现状；五年级的“水之兴”寻访享

誉世界的海外“宁波帮”的传奇故事；

六年级的“水之恩”让学生践行“滴水

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学生通过

上网搜索、实地考察、采访名人等方

式感受宁波海商文化，了解“宁波帮”

的故事，感受诚信为本、艰苦创业、造

福桑梓的情怀。

资料搜集是学习“水动力”课程

最常见的学习方式，此外还有许多私

人定制的行动，帮助学生开启“甬城”

大追踪。

书上的故事精彩，想听更传奇

的“宁波帮”故事，学生可以找老宁

波人，有心的家长会用手机记录下

孩子与老宁波人对话的温馨一刻：

镜头里，爷爷对孙女问起“宁波帮”

的故事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从书架

一角找出几本黑白影集，老人打开

了话匣子，更开启了难忘的回忆；学

生探着身子、歪着脑袋，眼里闪着

光。包玉刚、邵逸夫……这些“宁波

帮”的传奇故事，老人们随口就能讲

出好几段。

“水动力”课程注重调查研究，

“体验”和“参与”是课程中的关键

词。学生自行组队，提前规划路线、

制订方案，寻找“宁波帮”故事：在江

畔，学生从“三江送别”的雕塑中看

到了“宁波帮”的生意郎背上行囊外

出经商的一幕；在幼儿园门口，学生

找到了宁波籍香港著名实业家李惠

利先生的名字；学生仔细查看学校

围墙上的版画故事，耐心地用手机

翻找老校长闻儒根先生和陈廷骅先

生的爱国故事……学生发现，“宁波

帮”的故事不只是雕刻在墙上的印

痕、散落在书本中的文字，更是鲜活

且振奋人心的故事和情感。

从 活 动 前 的 讨 论 策 划 到 活 动

中的分工合作，学生们组织协调、

思考判断、团队合作，一起走进熟

悉的城市角落，感受散落在角落的

文化积淀。

课外学习后回归课堂，学生以

小品的形式讲述宁波海上丝绸之路

的由来；打起快板，将海商文化夸赞

一番；调动看、摸、拉、折等多种感

官，感受宁波传统手工艺；采用“知

识问答”的形式，将宁波港知识一网

打尽……犹记得“家长进课堂”活动

中，一位妈妈感慨：夕阳西下，带着

略显疲惫却兴奋不已的你们来到院

士公园，历数那 100 多座院士的雕

塑。此刻，作为家长，我已无须多讲

曾经。

“宁波的路——冬去春来，一路

高歌”“宁波的桥——过江跨海，联通

八方”“宁波的楼——钟鸣鼓楼，书香

甬城”“宁波的寺——千年古建，江南

一绝”“宁波的港——魅力宁波，活力

新港”“宁波的人——情动牵绊，感恩

回报”……“水动力”课程开启了“甬

城”大追踪，它将成为父辈、祖辈埋在

学生血液中的乡情、乡景，更会成为

学生一辈子的故土记忆。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四眼

碶小学）

课程故事

目前，中小学教育面临许多困

境，但仅仅依靠新课程改革彻底摆

脱困境是不现实的。新课程改革并

不能改变学校系统的某些结构性缺

陷，例如缺乏足够多的阅读材料和

自由阅读时间，缺少更多的艺术和

思想创造的气息，而且为了推进新

课程改革，本该需要教师在自由的

学术氛围下开展的富有创造性的教

学设计和课堂行动，由于受到过度

监管而不敢“越雷池半步”；校长和

教师常常被淹没在执行文件和会议

的海洋中，无暇顾及课堂教学模式

的创新以及对学生学习和学生本身

的关注。

中小学教育变革的方向在哪

里？这需要我们多了解学生的感受

和需求。多倾听学生的声音，一定能

发现教师和课堂教学应当作出的改

变。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在

《自由学习》一书中写道，学生对学校

的不满在于“老师把我们视为没有灵

魂、没有尊严、没有思想的人，我们的

意见没有被重视，显得毫无价值，就

像我们不存在一样”。出现这种情

况，并不是说教师、校长工作不够努

力，相反，当前中小学教育处在相对

困难时期，教师的工作处处充满了挑

战，教师付出了许多，只是从学生对

学校“是一个无聊的地方”的描述中

可以看到，学校教育更需要由内而

外、自下而上的改变，需要发挥教师

主体性的课堂教学变革。如果学校

过度依赖上级部门的课程方案或者

只是静待外在的指令，这将导致整个

学校组织由于受到许多负面信息的

挤压而感到前途渺茫。

在真实的教学中，没有哪一类课

程不需要经过教师智慧的处理就能

生发生正确的教育行为，并保证学生

的学习真实发生。好的课程、精彩的

教材，并不仅仅意味着课堂教学的卓

著，还意味着可以让教师放下心中的

权威，与学生平等对话。因此，“如何

创造性地促进学生的学习以及对学

习的热爱”，应成为学校教育和课程

建设、课堂教学变革的永恒话题。

学习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学习只

是为了接受知识，很少有情感投入，

发生在“脖子以上”，很难发现学习的

个人意义，与整体的人更无紧密关

联。对应这一类学习的课堂教学，教

师必然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每个学生，

这种情况下面对社会、学校对于减少

投入和提高分数的要求，教师全然意

识不到站在自己前面的学生是有血

有肉的人。

还有一类学习是重要的、有意义

的经验学习，一个学生触碰到热的散

热器便意识到“热”的含义，正在玩积

木的学生突然发现2加2确实等于4，

没有经过语言训练的儿童在国外生活

就能很快学会纯正的外语……只有那

种学生个人被深入卷入、主动投入的

学习，才是有意义的经验学习，它引发

了学生的行为、态度甚至是人格的改

变，学生也能够对学习内容和相关事

件作出准确评价。

当学习能够渗透并照亮学生的

生活，学生的眼睛会闪烁特别的光

芒，学生会在经验的成长中感悟所有

为了学习而付出的辛苦是值得的，或

者根本感觉不到辛苦。在课堂教学

中，使学生更多地以有意义的学习方

式展开学习，并不是教师忠实地执行

课程和教材就能实现的。为了点燃

学生的学习激情，教师应当做些什

么？所有教师在内功修炼、智慧成长

和教学创新上都有所建树，学校教育

的精彩就会由内而外、自下而上生长

而成。

（作者系研究员、特级教师，北京

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

给教师创新教学的空间

媒体看点

美国心理学家雷克奇说，思维被认为是进化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表明人类存在的本质的东西。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呼声日益高

涨，思维训练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强思维训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一直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所有学科都承担了思维训练的

任务，却没有哪门课程对学生进行系统训练。让思维训练更科学、专业，一线教师和基层学校可以进行哪些探索？

◎本期主持：刘亚文

发挥可视化思维工具

的支架作用
□唐晓勇

“思维训练活动课”是上海市静

安区万航渡路小学构建的具有一定

特色的数学学科拓展课程，该课程

列入课表，每学年35课时左右。

在数学思维训练活动课上，有

个体活动、小组活动、全班活动三种

形式。三种活动形式的选择不是绝

对的，在一个完整的教学活动中可

以循环使用。例如，在教学活动开

始时，以集体活动方式进行动员和

要求，使学生明确活动的目的和学

习的意图。在活动的过程中，一般

交替采用个体活动和小组活动形

式，给予学生更多参与活动的时间

和空间。在最后汇报、总结、评价

时，再次采用集体活动，加强教师

“教”的情况反馈和学生“学”的情况

反馈，矫正教与学的问题。

数学思维训练活动课主要由

活动性内容、探究性内容和读写性

内容三部分组成，分为数形结合、

巧算与速算、数学阅读欣赏、简单

的应用问题解决、国际数棋、开放

性问题、小专题研究等七大板块，

课程围绕数学学科展开，延伸至学

生熟悉的事物和生活中。比如，数

形结合部分的学习内容是填数和

数字找规律；巧算与速算部分包含

了数字谜、推算、比大小等内容；数

学阅读欣赏包含高斯的故事、一天

过 24 次新年等内容；简单的应用

问题解决含有锯木头、余数说了算

等内容；开放性问题包括巧栽树

苗、小动物排队等；小专题研究包

括花店里的花、变与不变等。

课程评价不采用考试的形式，

而是对能反映学生某次作业或某

次学习过程中出彩的构思、顿现的

思维火花，给予详尽的描述和评

价。此外，还有口试、课堂观察、面

谈评价、问卷评价、运用量表进行

观察记录评价和表现性评价等，教

师对学生进行跟踪调查，逐步建立

学生思维训练课学习档案。不仅

评价学生知道了什么，还评价学生

能够做什么，更在实际活动中评价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摘编自《上海教育研究》）

学科学习中的思维训练
□张 敏

口才，思维训练的捷径
□朱亚勇

思维表达的一项重要工具就

是语言，而语言表达能力又能体现

思维活动的过程。思维的发展对

于语言水平的提高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并且能够丰富语言的表现能

力和表达能力。从心理学角度看，

思维表达的方式和内容往往通过

语言来体现，而语言表现出来的内

容能体现出思维活动的过程。因

此，如何将思维训练与口才训练同

步开展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教学中，可以分两个阶段

开展思维和口才训练。

第一阶段，思维与口才同步

训练的基础阶段。重点对学生的

辩证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

直观思维能力进行训练。可以采

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训练：一是

即兴朗读训练。教师应当提前为

学生准备好朗读材料，要求学生

以 微 快 的 速 度 朗 读 ，但 不 能 试

读。二是复述训练。以 5-6 人为

一个小组，组长为组员准备复述

材料，组员在规定时间内默读，再

尝试复述。三是讨论训练。教师

和学生可以就某一热点话题展开

讨论，要求学生在思考问题时，综

合而细致地看待问题，在考虑问

题时要有一定的深度。

第二阶段，思维与口才同步训

练的高层次训练阶段。重点训练

学生思维的应变能力和敏捷性，同

时还能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

发散性思维。常用的训练方法有：

一是游戏训练法。例如，串词成

文、“说用途”等小型智力竞赛或游

戏。串词成文即每个学生随意写

出 4 个词语，统一交给教师，教师

在汇总之后由学生抽取，将不同的

词语串联起来说出一个故事；“说

用途”小游戏即学生根据教师给出

的任一物品，在规定时间内说出该

物品的用途。二是辩论训练法。

教师课前选定需要辩论的话题，如

“是否可以以成败论英雄”。学生

通过抽签或自我选择的方式决定

辩方，在充分准备后开展辩论。训

练过程中，学生要尽可能做到脱稿

训练，让语言表达更加独立，形成

独特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在思维

能力及语言能力方面的创造性。

（摘编自《新课程》）

探究学习作为一种创造性学习方

式，以学科或真实生活中的问题为基

点，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

现问题”的循环探究学习策略，让学习

者的高级思维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在

问题解决的探究过程中水到渠成。但

是，在传统的探究学习中由于缺乏一些

探究的支架工具，探究学习显得浅薄，

很难深入到核心。思维导图与大脑运

行机制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发散性思

考、关键词探索、网状关联等特点，可以

让探究逐步深入。

思维导图作为学生实践探究的可视

化支架、思维创新和交流合作的媒介支

架，为学生进行深度思考和合作学习提

供了有力帮助。例如，在探究学习案例

《蚂蚁行为探究》中，思维导图是每一个

小组协作探索的核心支架。小组成员把

思维导图作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桥

梁，通过小组成员通力合作共同绘制思

维导图解决学习问题。“蚂蚁侦探队”小

组在探究“蚂蚁为什么打架”中，用思维

导图绘制出实验探究结果。在共同绘制

和完善思维导图的过程中，需要每位成

员以创新的思维方式从不同角度思考问

题。同时，协作绘制思维导图能提高小

组成员间的协作能力、认知能力和问题

解决能力，在小组成员对话协同中共同

完成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等思维支架工具的运用，

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更关

键的是为学生在“统整项目课程”学习

中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和思考提供了有

力支撑，从而使学生的创新思维、合作

意识得到了培养。

思维导图借助关键词进行想象、联

想的发散性思考特点，可以让探究逐步

深入，直达问题的核心。我们在实施“统

整项目课程”中，思维导图是支持学生进

行深度学习最重要的支架。通过思维支

架工具的运用，可以很容易地激活学生

的学习潜能。例如，在“全球生态探究”

统整课程中，“热带雨林组”的学生通过

网络搜集资源，利用图式化的思维导图

很轻松地把热带雨林的生态圈可视化，

直观地把突出层、树冠层、中间层、灌木

层、河流层的生物分布情况及特点呈现

出来，一目了然。在进一步探究中，学生

对热带雨林生态圈中某一生态层中的生

物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如探究灌木层

的动物——梅花鹿，学生用思维导图从

梅花鹿的名称、栖息地、食物、天敌、繁

殖、寿命、外形特征、拓展知识等8个方

面进行探究。可视化思维工具的运用，

为学生开辟了直达核心的探究路径。

（摘编自《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学习，让思维看得见

晒
晒
学
习
成
果

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60华诞，学校开展了一系列庆祝活动，例如对科学课“热单元”进行拓展，结合传统

花灯文化，开展制作走马灯的实践活动。在灯壁上绘画时，有的学生将教学楼绘于纸上，有的学生将足球、篮球、啦啦

操等比赛场景重现在灯壁上，有的学生将校园四季美景一一展现。走马灯制作完成后，学生点燃了蜡烛，当一盏盏走

马灯转动起来时，学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吴莉荣 姚春玲/图文

走马灯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