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晒晒学习成果 变废为宝
五颜六色的瓶盖经学生精心设计、巧手制作，也可以成为美丽的作品。河南省范县第三小学美术

课上，学生就地取材，将废弃瓶盖制作成盆栽、地图等小物品，给了瓶盖第二次生命。图为学生用瓶盖

制作的花瓶和地图。 徐蕊/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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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批判性思维教育，让孩子成

为创造者，是一件“不能等待、不能观

望、不能懈怠”的大事。现阶段，批判

性思维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长

足进展，但还不够。在一些地方、一些

学校，批判性思维教育还处于观望中。

30 年前，我出国留学时就遇到了

不会阅读、分析、推理、判断、写作的痛

苦。30 年后，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曾

有美国教授评价中国学生“几乎不知

道怎样去分析，很难达到分析思考和

写作的基本要求”。具有中外研究经

历的教授痛感，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

学生很难进行批判性阅读和自主研

究，什么都得“一口一口地喂”。

多年来，我们实施素质教育，探索

教育教学改革，为什么现实依然如此？

的确，通过多年实践和改革，我们

的教育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是在提

高学生的认知和思维能力方面还没有

达到预期效果。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

康宁总结了中国教育改革难的原因，

包括利益的冲突；有良好愿望，但目标

脱离实际；手段单一，缺乏上下一致的

共识和系统全面的努力；旧的文化和

习惯的阻碍，导致执行中的推诿拖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

这些原因确实存在，不过在我看

来，原因中还漏掉了重要的一点，即在

教育教学改革理念方面，大家缺乏正

确和明确的共识。比如，减少知识性

传授的目的到底为什么？

有教育专家认为，真正的素质应

该是包括批判性思维在内的各种品格

和能力。人才必须是能思维的人才，

是能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人才。何为批

判性思维？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认

为，批判性思维是关于理性思考和创

造性的核心能力，批判性思维教育是

培养领军人才的必要手段，没有批判

性思维教育就没有真正的素质教育。

对于这一观点，许多人是认同的，

但是在教育实践中，批判性思维教育却

没有很好落实。这种情况不仅降低了

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也造成了创新型

国家目标与教育措施、实践的脱节。

2018年，人们震惊地看到了“中兴

事件”背后的意义。然而，难道我们没

有努力发展高科技吗？不是。40 年

前，我们就高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了；20

年前，芯片工业就已经列为优先发展

行业；十几年前核高基（“核心电子器

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

就已立项，要求在2020年有根本改变。

“中兴事件”发生后，有专家指责

是应试教育导致他们根本无法得到符

合要求的人才，行业人士也指出“应试

教育体制下题海战术培养的人很难满

足半导体工业的发展需要”。

这些问题并非今天人们才意识

到，重视标准答案的应试教育难以培

养出科技发展需要的研究性、创造性

人才，不能培养出具有求真精神和分

析推理能力的人才。但问题是一些地

方的教育并没有以我们预想的速度发

生改变，一方面培优竞争从幼儿园就

开始，一些学校最耀眼的光荣榜都是

高考成绩榜；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着力

培养自己的创新型人才，而是倾向于

从国外引进这样的人才。现在看来，

依靠引进人才还不能弥补自产人才不

足的问题，我们需要自己培养人才。

2005年，国家提出“把建设创新型

国家作为面向未来重大战略”，要求在

15年内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

科技工作的核心位置，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不妨设想一下，如

果从2005年起有更多学校开展批判性

思维教育，培养学生求真、开放的精神

和探究实证的技能，那么我们对未来的

底气和希望是完全不一样的。

时不我待，如果现在开始这样做，

下一个15年到来时会怎样呢？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课程观察·董 毓 ①

批判性思维教育：时不我待

“旅行，却没有抵达”，这是受邀

家长在校本课程“旅程”恳谈会上发

言的题目。这门课程学校已经开设

了7年，每学期两次，邀请家长或名

家与师生交流。最近，学校还组织

学生到西湖观光研学。4天的行程，

学生知道了西湖东有吴山、南有雷

峰塔、西有岳王庙、北有断桥，也对

历史、学习有了新认识。

西湖水拍打着栖霞岭南麓的

岸堤，翁郁的林木中矗立着岳王

庙，“碧血丹心”石坊寄托了人们对

爱国英雄岳飞的敬仰之情。学生

在忠烈祠看到了岳飞塑像，教师问

学 生 岳 飞 衣 服 上 绣 的 是 什 么 图

案。有学生猜测是龙，教师解释说

皇上的衣服才能绣“龙”，岳飞衣服

上的是“蟒”。成语“衣冠禽兽”中

的“禽兽”就来自于古代官袍所绣

图案，“禽”指文官身上的官袍所绣

图案，“兽”指武将官袍所绣图案，

官阶不同，所绣图案也不同。学生

听罢纷纷点头。

游览下来，学生还知道了字体

中的“仿宋体”其实就是秦（秦侩）

体的衍生；通过解说词想象狼烟滚

滚、金戈铁马的战争场景，重温了

“精忠报国”的铮铮誓言；站在岳王

庙的廊檐前，学生们七嘴八舌交流

旅行经历，有的说去山西古城知道

了“外圆内方”，有的说在北京知道

了“四平八稳”“九五至尊”……讨

论过程中，学生身背沉甸甸的书

包，精神却丝毫没有疲态。

教师看大家讨论得热烈，适时

引导说：“旅行是一种文化，是一种

对话，可以增长知识与见识，对人

生也会有更多感悟。”

坊间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

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

孔子也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

治学名言，通过学习“旅程”课程，

学校希望不仅能增长学生的知识、

提升文化素养，还要培养学生适应

社会的能力、增强生存的本领。

参观“岳王庙”后，学生鱼贯而

出，沿林间清凉的小道向下一个景

点出发。这时，学生项怀宇突然从

后面跑过来，调侃道：“团长，咱还

得走多远啊？”班长兼游团副团长

的张聪扛着小旗走在前面，他皱了

皱眉头，像是想到了什么，答非所

问地说：“现在的火车真快，动车和

高铁比从前的绿皮火车不知快了

多少。只要人们的心与心没有距

离，路与路就近在咫尺！”

听团长如此回答，学生有的大

笑、有的鼓掌，笑声和着掌声在林

间回荡。

带队教师则微拢双臂，微笑着

看着大家，不停地点头，她看到孩

子们长大了。而学生快速成长，这

门课程功不可没。

美国作家安迪·安德鲁斯说，

我们都是时间的旅行者，为了寻找

生命中的光，终其一生，行走在漫

长的旅途中。这也是学生学习这

门课程的感受，就像一个学生写

的：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旅行。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茨

榆坨第二小学）

课程故事

记一次旅行
□曹 勇

媒体看点

怎样开展“游戏化学习”

游戏化学习

实施策略
□周 琳

教师在课堂运用游戏化方式

组织儿童学习时，究竟什么样的内

容才适合采用游戏化学习方式？

可以从三个方面设计：

一是从对游戏本质理解的角

度。不同类型的游戏有不同特点，

在促进儿童的发展方面也有所侧

重，它与各个学习领域有值得关注

的联系。

角色游戏更适合人文学习领

域，在中小学的语文、英语等学科

教学中，不少内容有故事、有冲突、

有对话，教师可以选择情节性较强

的篇章进行戏剧改编，增强学生学

习的互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规则游戏更适合数理学习领

域。小学低年级复习100以内两位

数加减一位数时，教师可以设计

“百数表跳跳棋”的游戏，利用纸

牌、自制的百数表棋盘等工具，遵

守一定的跳法规则来开展双人竞

争；身体游戏则几乎适用于不同的

学习领域。小学数学中的“量感”

（对长度、体积、时间、重量、货币等

的感性认识）是一个很难“教”的内

容。教师可以设计“1 米接力棒”

“我们都是木头人”的身体游戏，让

儿童通过身体的感知去记忆和体

验长度，这种身体的记忆和认识正

是具身认知在学习中的反映。

二是从知识分类的视角。有

观点认为，所有知识技能都是适合

采用游戏化学习方式的，关键在于

不同类型知识技能与游戏化机制、

元素的匹配性。

陈述性知识：运用故事、可重

复、及时反馈等游戏化元素。英语

教师通常采用的“单词闯关游戏”

就是典型的例子。

概念性知识：将匹配、分类、沉

浸感设计到游戏中。科学课上，为

了让四年级学生认识电阻，教师设

计了“电阻游戏”：学生模拟自由电

荷，地面上画好的通道作为导体，

学生从通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

然而，道路的宽窄会对人的运动产

生一定的阻碍。学生可以通过切

身感受，类比到自由电荷在导体中

的定向移动。

程序性知识：通过游戏模拟情

境再现。比如手机APP里面学习烹

饪、造房子、制作手工、照顾宠物、开

垦农场……虽然这些无法代替现实

中的操作，但游戏模式下的演练可

以让学习者无拘无束地进行探索。

软技能：在游戏中设计尽可能

多的互动、合作机会。例如，戏剧

游戏《狐狸孵蛋》提供了一个包含

各种复杂情感的故事：一只狐狸捡

到一只天鹅蛋，原想将小天鹅孵出

来吃掉。谁知，小天鹅的一声“爸

爸”把狐狸的心都叫酥了。冬天来

了，天鹅需要迁徙才能活命，狐狸

承担起爸爸的责任，每天训练小天

鹅飞翔，可是小天鹅却怎么也不愿

意离开爸爸……伴随着主角的纠

结，儿童感受到了情感的复杂性。

有关平等、爱、责任等内容都在戏

剧游戏中得到理解和表现。

三是从儿童学习的视角。儿

童在学习一些知识时容易感到枯

燥，但又有记忆、练习的必要。比

如儿童学习乘法时，教师将儿童熟

悉的“依次报数”游戏做改造，改变

为乘法游戏。在学习 3 的乘法时，

教师让学生在 30 以内依次报数，

遇到 3 的乘积的数字时，用“拍手”

的方式取代。这需要学生全程集

中注意力，并巩固熟练对于 3 的倍

数的练习；儿童理解起来较为困难

的抽象或复杂的概念、规律，比如

前文中的“电阻游戏”；儿童缺少深

入情感体验或不能理解他人想法

的。例如，在小学二年级有关生命

成长的自然课上，为了让学生体会

父母照顾婴儿的辛劳，师生一起收

集婴儿衣物、奶瓶、尿布、温度计

等物品，进行角色扮演游戏“我来

做爸爸妈妈”。教师设计了“婴儿

哭了”的情境，学生通过喂奶粉、

测量是否发烧、换尿布等不同方

式来体验和安抚。教师发现比起

以往让学生回忆和分享自己婴儿

时期的经历，这样的角色游戏令

学生更投入。

（摘编自《上海教育科研》）

游戏化学习的内容选择
□严加平

纵观游戏化学习活动课例，

教师在活动中通常扮演的是游戏

化学习的指导者、行为规范的示

范者、心理保健者、领导者等角

色，始终站在以教为中心的视域

下开展教学活动，这导致学生对

教师设计的游戏化学习活动并不

“感冒”。解决这一冲突，教师可

以尝试扮演游戏活动中的玩家或

玩家领袖，或弱势玩家，让学生协

同教师玩家去完成游戏任务或学

习任务，更多满足学习者被尊重

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教师

还可以尝试扮演游戏活动中的非

玩家角色，如把自己当作道具，协

助学生更有效地完成游戏任务或

学习任务。

其实，出现上文所述现象与教

师的游戏化教学素养不够有关。

教师的游戏化教学素养包括游戏

化教学实践素养和游戏素养，其中

游戏化教学实践素养包含游戏化

教学系统设计能力、游戏化组织和

管理能力、游戏化评价能力。新时

代背景下，好教师要具备扎实的学

科知识、过硬的教学技能、深厚的

教育情怀，也要具备让课堂教学

“有趣”的能力，可以用游戏给学习

带来强大的“补丁”，努力让学生全

情投入学习，主动挑战难题并保持

乐观精神。

伴随着“数字土著”一起成长

的新媒体和游戏，对教师的教育

教学权利构成了挑战，如何更好

地对话这些“数字土著”学生，做

到共情，做到游戏化与教育教学

的融合，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教师

游戏化教学素养的提升和系统的

研究。

（摘编自《光明日报》）

教师应具备游戏化教学素养
□章苏静

以小学数学游戏化学习为例，游

戏化学习的实施策略如下：

第一，在课堂导入环节采用游

戏化的导入教学，促进游戏化学习

的顺利进行。比如，在教学苏教版

小学一年级上册《10 以内加减法》的

相关知识时，教师出一些简单的加

减法习题，让学生进行计算，然后根

据计算出的答案进行自由结组，在

规定时间内计算结果正确，并且小

组人数也是正确的，为最终的胜出

者。教师给出的题目是“1+2=？”学

生通过计算得出答案是“3”，这时就

要每 3 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这种

形式的导入，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兴趣，更能锻炼和提升学生

的反应能力。

第二，在教学中设置游戏化的

课堂实践活动，促进游戏化学习的

顺利进行。在进行游戏化学习的过

程 中 ，教 师 必 须 对 游 戏 的“ 量 ”与

“度”进行严格控制。以苏教版小学

三年级上册《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学

习为例，在学习这部分知识时，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活动，让学

生以比赛的形式寻找教室中的长方

形和正方形，在规定时间内找出数

量最多且准确性高的学生为最终胜

出者。

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要恰当运

用鼓励性评价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探索精神。通过这种实

践活动的设置，不仅能够促进游戏

化学习的顺利进行，还能够改善传

统教学的枯燥性，增强学生的学习

兴趣，进而确保课堂教学能够高效、

有序进行。

第三，鼓励学生在课后进行游戏

化复习。比如《认识图形》一课中，教

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下利用七巧板

进行图形的拼摆。采用游戏化的课

后复习模式，使得学生能够在游戏中

快乐学习，体会学习的乐趣，从而有

效巩固基础知识，并激发学习热情，

增强学习主动性，为学生后续的学习

奠定良好基础。

（摘编自《读与写〈教育教学刊〉》）

◎本期主持：刘亚文

关于游戏化学习，有

专家认为，教师角色定位

不准确，学生无法产生游

戏体验，游戏化教学只能

根据“臆想”和前人经验进

行设计。也有专家认为这

是“用快乐向学生行贿”，

它只能产生简单的难以持

续的有趣。开展游戏化学

习，教师到底应该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