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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

枢纽，但在现实中，能担此重任的教

师却不多。这与教师自身不具有批

判性思维有关，但更多与教师的教学

技能和意识相关。比如在语文学科

的议论文写作教学中，有的教师更重

视“文采、气势和技法”，偏爱“审美趣

味与艺术品位”，而忽视了说理的重

要性，使学生在创造知识、合理思考

等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练习。

现实中，不少人对批判性思维

存在误解或不了解。误解多来自望

文生义，觉得批判性思维就是负面

的批判。这样的误解导致一部分人

拒绝批判性思维，另一部分人则以

批判性思维的名义对不喜欢的东西

肆意批判；另有一些人虽然知道关

于批判性思维的各种专用词语，但

缺乏细致、深入的了解。当我们观

察现实会发现，教师对批判性思维

的误解或不了解会在培养学生批判

性思维过程中产生不利影响。比

如，教师知道理性、开放是批判性思

维的特点，也知道要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分析

问 题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到 底 指 什

么？很少有人能回答。

与此同时，教师对教学法的认知往

往停留在浅层次。比如，不了解启发式

教学，不知道如何结合学科特点和学习

目标开展教学；不具备指导学生提出探

究性问题、分析问题和进行论证的能

力，等等。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每位教师

都应该接受关于批判性思维技能和

批判性思维教学法的系统培训。在

技能方面，有 6项技能是教师应具备

的：一是能指导学生提出和分析探究

性问题；二是了解论证的主要构成和

标准；三是能指导证据的收集，判断

证据的质量、相关和充足性；四是了

解对问题的原因提出可检验的解释

性假说的原则；五是能辨别隐含前提

和假设，了解构造反例和进行假想推

理的技能；六是能指导分析性和“正-

反-正”格式的研究性论文写作。

所谓批判性思维教学法，指的是

实现培养批判性思维人才的各种教

学法。这是以问题导向为核心进行

讨论、项目研究、互助学习的教学方

法。我们把这些统称为问题导向的

批判性思维教学法。简单地说，教师

根据教学目标，在课前构造引导性的

问题（导读问题），让学生根据问题阅

读课文材料，然后在课上依据这些导

读问题，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如苏格

拉底反诘法、学生互教互学、小组讨

论、课堂测试和练习交替等），引导学

生学习、讨论、探究及课后学习，从而

以问题为线索完成知识和思维的训

练。这种课堂教学的灵魂是问题引

导和师生互动。

完成这种问题引导式教学，需要教

师扮演好“苏格拉底—教练—认知活动

主持人”的三位一体角色。同时，需要

教师转变自己的观念，这一点更紧迫也

更难，因为批判性思维是品德的塑造，

需要教师言传身教才能实现人的转

化。如果教师不能以身作则，如何让学

生觉得用自我批评来求进步是正常的

事，如何养成倾听他人意见的君子之

风？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不仅仅是在

课堂上的行为，还包括教师课上、课下的

言行举止，包括教师在学生提问时的微

笑，对学生不成熟意见的倾听姿态，对自

己不知道的事情的坦率承认，对学生的

探究和不同答案的引导和认可……这样

的教师，才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精神和能

力的教师。

我们一方面强调教师的技能培训

是重中之重，没有全面系统的培训，教

师不能实施问题导引的互动性教学。

另一方面，培养自立自主、全面发展的

人，需要教师自身不断学习、谨慎思考、

开放发展。这是教师自身的精神、品

德、习惯、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转变，更是

文化和价值观的转变。如果教师自己

完全是自我中心和功利的，培养学生批

判性思维能力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现阶段，小学专任教师不足，使

“兼任教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教

师应如何有效开展“兼任教学”？以

数学教师兼任科学教师为例，谈一谈

在课程融合方面的实践和思考。

日本课程论专家佐藤正夫认为，

现代课程改革运动就是围绕着课程

整合问题展开的。但是，“整合”不是

对课程资源的简单组合，而是基于学

生真实学习需求对课程资源的有效

融合。作为兼任教师，一方面要善于

挖掘各学科间知识的内在联系，找准

“整合”点，进行课程融合；另一方面

也可以针对兼任课程的内容特点，实

施单元课程整合，以项目式学习助力

“兼任教学”。

实施跨学科整合，促进课程融

合。在“兼任教学”中，教师要敢于打

破学科壁垒，积极探索学科间的资源

整合，促进跨学科教学的发展。

苏教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上册“树

叶中的比”与教科版小学科学三年级

上册“植物”单元“观察叶的变化”两

课之间就存在一定联系。“树叶中的

比”主要通过观察、测量、计算、比较、

分析等活动，引导学生初步发现树叶

大小的规律。其实，现实中同一种树

叶长和宽的比值都接近某个确定的

数值，研究“树叶中的比”的活动可以

让学生通过测量证实这一论断，进而

培养他们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生活的

意识。“观察叶的变化”一课，主要是

让学生在对不同树叶或同一种树叶

大小变化的观察和测量中，通过数据

感受植物的生长。基于上述联系，在

教授这两课时，教师就可以进行课程

融合：在组织探索“树叶中的比”的规

律的过程中融合科学课的元素，引导

学生借助叶的变化感受大自然的生

命活力，体会自然现象中蕴含的有趣

规律。而在教学“观察叶的变化”一

课时，教师可以从数学学科的角度，

用“树叶中的比”向学生说明树叶的

生长规律，提前渗透有关比的知识。

把科学知识融入数学教学，使数

学学习更具科学内涵；用数学化的语

言说明自然现象，使科学学习更具数

学性。这体现了学科间的内在联系，

丰富了课堂教学，也促进了课程的融

合发展。

实施单元课程整合，助力“兼任

教学”。《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指出，科学学习要以探

究为核心，应具有开放性。科学教师

要善于将单元内容以综合主题的形

式加以整合，让学生在项目式学习中

体会科学课的乐趣。

教科版小学科学三年级下册有

“植物的生长变化”“动物的生命周

期”“温度和水的变化”和“磁铁”4个

单元。其中，“植物的生长变化”主要

是以凤仙花为例介绍植物生长变化

情况；“动物的生命周期”主要是以蚕

的一生为例介绍动物的生命周期。

我们知道，凤仙花的一生要经历3-4

个月的生长周期，蚕的一生也要经历

两个月左右时间。实际教学中，学生

不可能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只学习“凤

仙花的生长变化”，也不可能用两个

月的时间只学习“蚕的生命周期”。

但是，如果不让孩子亲身经历凤仙花

的种植过程或蚕的饲养过程，又违背

了科学探究精神。这种情况下，教师

可以尝试让学生进行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基于现实背景

下的真实而有意义的学习活动，突破

了时空限制，将学生的学习活动置于

更加广阔的生活情境之中，以问题为

导向、以探究性学习为过程、以作品

呈现为载体，不仅能达成单元学习目

标，还能在项目学习中发展学生的合

作意识、探究能力、创新思维，让学生

深刻感受科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增

强学习兴趣。

面对教学实际，兼任教师要立足

学生的学习，不断探索和实践课程融

合的新方法、新路径，全面提升学生

的学科素养。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屯溪

路小学）

“兼任教学”中的

融合思考
□沈立尚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枢纽：教师和教学法课程观察·董 毓 ④

课程背景

小学低年段学生处于人生观和

审美观的形成期，是自我意识、情绪

理解、亲社会行为发展的重要阶段，

也是爱与联结能力的启蒙阶段。具

有艺术、审美、乐趣与教育意义的儿

童文学——绘本，对于这一阶段的孩

子有着独特的价值。

“爱与梦想”课程以绘本为载体，

通过讲读、共读、思考、延展等活动，

触发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让孩子感

受阅读的快乐，学会尊重、关怀，进而

乐于欣赏、表达、沟通和分享。

课程目标

培养学生阅读绘本的兴趣，能

连续读完一个绘本故事。可以结合

图文，用自己的话讲述故事大意，并

能清晰地说出自己喜欢的绘本故事

及喜欢的原因。

通过读图读文，能独立思考并提

出自己的问题，乐于表达自己对故事

的感受，树立表达的自信心。

在故事共读与交流中能做到安

静地倾听，并能够主动回应他人提出

的问题，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

通过对不同风格绘本的阅读、共

读、想象及思考、讨论、延展活动，初

步感知绘本的特点，体会绘本的艺术

表现之美与创意表达之美。

通过课堂学习，乐于利用校内外

图书资源进行阅读，养成科学的阅读

习惯。

课程内容

第一模块：梦想开启

本模块用《我喜欢书》开启阅读

的主题，也用找书活动来完成小组任

务，让学生初步体验团队凝聚力和独

特的上课方式。

第 1 课时：打开绘本。让未接触

过绘本的学生认识绘本，对绘本产生

兴趣；让已有绘本阅读基础的学生列

出两个以上绘本的共性。

第二模块：童心之趣

趣味性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特质

之一，让孩子在一系列充满童趣的绘

本故事中体会阅读的乐趣，自行建构

故事的意义。

第2课时：阅读绘本《一寸虫》《这

不是我的帽子》。通过阅读绘本，发

现并感受一寸虫和小鱼“逃跑过程”

的有趣之处。想象绘本故事的结局，

并表达自己的观点。

第3课时：阅读绘本《一颗超级顽

固的牙》。通过绘本讲读和画面观察，

能够利用语言复述、用肢体动作表现

故事。同时，还可以与阅读体验相结

合，分享自己的掉牙或拔牙经历。

第 4 课时：阅读绘本《野兽国》。

能说出绘本主人公在野兽国的情绪

变化，分享自己眼中的绘本故事。

第 5 课时：阅读绘本《壁橱里的

冒险》（选修）。感受一次惊险、刺

激、不可思议的冒险，围绕绘本故事

思考、提问和讨论，能结合阅读体验

进行个性化表达。

第 6 课时：爱想象。发现本课所

用绘本在用色和表达方面的特征，并

表达自己的创意想法。

第三模块：色彩之美

儿童的艺术认识活动是感性化

的认识活动，通过一系列绘本故事的

感性化阅读和欣赏，潜移默化地提升

学生的审美水平。

第 7 课时：阅读绘本《小黄和小

蓝》。理解绘本故事，能回答关于故

事内容的提问，能说出阅读纸片拼贴

风格绘本的感受。了解颜色混合改

变的知识，尝试进行拼贴。

第8课时：阅读绘本《小蜡笔大罢

工》。能简单概括“小蜡笔”罢工的原

因，进而理解每种颜色都有各自的作

用，并尝试换一种色彩表达所见。

第 9 课时：阅读绘本《红雨伞》。

对小狗的奇幻之旅进行故事续编并试

讲，同时还要绘制小狗的冒险地图。

第10课时：缤纷色彩（选修）。阅

读色彩风格鲜明的绘本，能说出对绘

本内容、主题、表达等方面的整体感

受，并完成学习任务。

第四模块：创意之妙

创造从模仿开始，欣赏创意绘

本，感受创意的魅力。学生要尝试利

用创意手工、绘画等方式表达自己的

想法。

第 11 课时：阅读绘本《奥古斯

汀》。通过观察九宫格细节来感受绘

本《奥古斯汀》叙事风格，理解奥古斯

汀在融入新环境过程中的情绪变

化。通过细节对比，初步认识著名画

家及其画作。

第 12 课时：阅读绘本《我的连衣

裙》。根据画面提示，大胆猜测小石

头、连衣裙的变化趋势。续编故事，

能画出自己想象的故事。

第 13 课时：阅读绘本《感叹号》。

在共读、分角色朗读中感受感叹号自

我发现前后的心情和能量变化，并能

创造拟人化的标点符号角色。

第 14 课时：轻敲魔法树。观察、

感受四季的变换，能够辨别出绘本中

出现的不同季节。体验用肢体动作

表现画面变化。小组合作制作魔法

树，能综合运用本模块蕴含的创意进

行个性表达。

第五模块：我喜爱的绘本

一学期的绘本学习后，孩子有了

不少自己喜欢的绘本，把这些都记录

下来，完成“我喜爱的绘本”小作品，

并将喜欢的绘本风格融入其中。

第 15-16 课时：我喜爱的绘本。

与同伴分享喜欢的绘本并给出理由，

还可以运用喜欢的色彩和风格创作

自己的绘本。

课程实施

课程实施的主要方式为：教师

讲故事，以及绘本共读、自由阅读、

比较阅读、手工制作、绘画和分享

交流活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

需要注意：

1．明确本课程“注重学生独特的

情感体验和独创性理解”的课程定位，

重点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个性表达、

学会倾听、乐于交流的素养。避免基

于个人片面理解的教学行为，确保目

标有效落实，实现学生能力进阶。

2．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定位和目

标重新设计拓展活动部分。

3．绘本是“大人读给孩子听的

图画书”，但传达不等于禁锢，切忌用

成人需求和标准要求学生。

4．绘本讲读尽量保持持续和连

贯，部分设疑即可。故事 PPT 也不

需要将文字放大或覆盖性添加，避

免破坏绘本自身的审美功能，教师

讲读时可以使用绘本或制作故事文

本手卡。

5．学生可以阅读纸质绘本，也

可以利用平板电脑通过 PPT 阅读。

教学中要保障学生有足够的时间阅

读和理解文本。

课程评价

过程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

为辅。

1. 通过课堂观察、平时表现，评

价学生在阅读时的投入度与兴趣。具

体表现为课堂中对故事的期待、良好

的阅读习惯、阅读专注度等。

2. 通过课堂观察，评价学生思维

及表达能力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学生

能够对感兴趣的故事及画面有自己

的感受和想法，并能就感兴趣的内容

进行提问、讨论或分享。

3. 与该课程配套的“学生本”上

的记录是结果性评价。一方面，学生

能在学生本中记录本学期及课外阅

读过的绘本，并给出评价。另一方

面，学生能够选择喜欢的绘本并分享

给他人，并用简单的绘画文字记录。

4. 通过家庭辅助完成任务的方

式，实现家校共育促进阅读。具体表

现为：与家长一起去图书馆借阅图书，

并记录在“学生本”上；在家长的帮助

下，录制一段3分钟小视频，列举部分

自己在本学期阅读过的绘本名称，并

重点推荐一本自己喜欢的绘本。

（作者单位系上海真爱梦想公益

基金会）

课程图纸 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便自然有了“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身边事物的关系。经营好

各种“关系”是一种基本能力，可以让人感受到爱和幸福。而这正是“爱与梦想”绘本课程开设的初衷。

□温育灵

读绘本，学习“爱的能力”

晒晒学习成果

彩绘草帽
炎炎夏日，草帽可遮阳。山东

省高密市恒涛双语学校崇文校区策

划了“彩绘草帽创意秀”活动，学生在

草帽上画动物、植物、太空飞船等图

案，尽情挥洒创意，制作夏日遮阳

装备。

图/李海涛 文/孙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