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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之力问之力””课堂课堂：：相信提问的力量相信提问的力量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实验中学由

3 所农村学校合并而成，69.4%的学生

来自区内村庄、社区，31.6%的学生是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从学生角度看，大多数学生被动

学习，不能将相关知识形成体系，在学

科意识、学科素养、想象力、知识建构

及应用能力等方面非常薄弱；从教师

角度讲，教师对学科本质的理解和把

握不够，他们虽具备单独解决某一知

识点的能力，却不能将相关知识形成

体系，每节课就知识教知识，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课堂思维含量小、教学内容

不系统等现象严重。

带着这些问题，学校踏上了学习

和课堂改革实践之路。

从教与学的迷思到“中
观课堂”确立

有专家曾对10万名初中生取样调

查。研究结果表明，初中语文知识需

要教师讲的只有 5%，初中数学需要教

师讲的只有 12%。那么，这 5%和 12%

指什么？该怎么控制？

思考之一：美国哲学家斯马茨在

《整体论与进化》一书中提出了“整体

论”。在他看来，“整体远比部分之和

大”。整体不能分割为部分，即使分割

了，总会丧失些什么。从课程角度分

析，当课程以单元、篇章形式呈现的时

候，语文中的这 5%和数学中的这 12%

是指“整体论”中丧失的部分吗？对一

个学科来说是不是指一个学科的思想

和结构呢？

思考之二：脑科学告诉我们，有效

的教学是需要不断改进不当的神经联

结，建立“未完成的联结”。现代认知

理论告诉我们，无论是皮亚杰的“图

式”理论、布鲁纳的结构发现学习，还

是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以及

“为理解而学”的现代认知观，都强调

教学中应重视知识结构的系统构建和

内在关联。那么，我们该如何就此理

解、体现、感知这5%或12%呢？

思考之三：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

渠道，忽视课堂教学和只重视教学技

法的做法都有失中庸之道。我们能不

能通过“中观课堂”理念实践一下，让

课堂不只是教学生知识，还可以潜移

默化地传递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呢？

基于以上分析，学校启动了“建设

教学相长的中观课堂”项目。中观课

堂指能落实中观思想的课堂。中观思

想指教师站在系统的高度“教”，学生

用联系的方法“学”，教学遵循先见森

林再见树木的原则，具体到学科，是以

学科思想为指导，通过构建中观线索

形成学科知识结构，落实课程标准。

中观课堂预期实现三个目标：一是

能加速具体知识的学习和促进学习结果

的迁移，提升学习力，同时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二是教师不再天经地义地把片

段的“课程”塞给学生，而是提高专业素

养，享受教学相长的乐趣；三是通过“一

切都在相互关联中，无时无刻不在相互

关联中”这种学习实感，培养师生对自

己、他人，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真正从

知“识”的教育转向知“道”的教育。

中观课堂的教学结构是：站在系

统的高度创设情境，明晰宏观脉络；用

联系的观点设计序列化活动，构建中

观线索；以中观视角选材，落实微观教

学；以中观思维方式进行当堂检测，明

确学习规划。构建中观线索是中观课

堂的精髓所在，具体的构建策略有：课

题联想、目录解读、问题驱动、学科基

本思想应用、主题拓展序列化活动等。

当“中观课堂”遇上“问
之力”课堂

随着中观课堂的实践，开始慢慢

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学科发展不

均衡，文科教师认为中观课堂更适合

理科教学，对于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科

作用不大，特别是语文学科构建不出

中观线索。校长李传英提出的语文

“1+X”阅读教学推进收效甚微，语文

教师始终找不到指向阅读方法的“1”。

后来，语文名师纪现梅应邀到学

校上了一堂不一样的语文课，让不少

教师遭遇的困惑开始逐步明朗起来。

纪现梅倡导的是“问之力”课堂，当“中

观”遇上“问之力”，使教师的教走向了

深入，学生的学走向了真实。

何为“问之力”？

第一，学习从学生提出问题开始，

此之谓“问”。

为什么要这样做？

学生的学习学什么？学不会的东

西。如何知道他们哪里不会？让他们

自己来问，这是最简单、最直接“备学

生”的方式。提出问题是激发学生内

在学习动力最有效的方式。

第二，目标是训练能力，此之谓

“力”。

什么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查

阅资料提取信息的能力、表达能力以

及面对一个问题深入探究并进行追问

的能力，一言以蔽之，就是思维力和表

达力。除此之外，还有想象力、感受

力、欣赏力、行动力。

第三，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此

之谓“之”，是“到”的意思。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学生没有困

难，教师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如果

学生在学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了，就要

教——教方法，教路径。譬如挖矿，挖

着挖着遇到花岗岩了，那么教师就要

给学生一把能挖花岗岩的工具，让他

们继续挖，而不是替他们去挖。

“问之力”还意味着相信“提问的

力量”。我们常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

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解决一个问

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

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就意味着新

的可能性，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甚至

可能意味着科学的进步。

语文的“1+X”大阅读受制于一些

因素，阅读中“1”的挖掘停留在根据文

章内容主题进行简单划分的层面。在

“问之力”课堂上，这个“1”开始渐渐清

晰起来。以记叙文为例，七步阅读法

为：看着题目提问题；初读课文，尝试

解决问题，并产生新问题；画思路图；

看着思路图复述课文；用一句话概括

文章内容；看着思路图谈感受，并用一

句话概括主旨；思考怎么写的。

七步中的每一步都可以作为“1”

进行“X”篇阅读训练，有些步骤也可以

分解出多个“1”进行训练。比如其中

的第三步最为核心，是厘清文章逻辑

关系的关键步骤，可分别以时间、地

点、人物为线索把不同段落的关键事

件用情节发展线串成一个思路图，教

学中就可以把时间线索、地点线索和

人物线索作为三个“1”分别进行训

练。第七步也可以分解为多个“1”，从

写作方法、修辞、表达方式和顺序等方

面进行“1+X”式训练。

第三步画思路图，实则就是中观课

堂中的中观线索。只是一直以来，不少

教师都认为中观线索图不适用于语

文。现在经过实践，教师已经逐步习惯

于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去带领学生读

懂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段落、每一句

话。思路图不仅适用于记叙文、说明

文、议论文、文言文，甚至诗歌也可以。

当思路图画出来后，文章的思路清晰明

了，中心大意也就自然浮出水面了。

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张丽娜说：

“第一次觉得教语文‘有法可依’。原来

的语文课堂总感觉不能教给学生切实

可行的方法，特别是阅读；写作也成为

教学的盲区，束手无策。纪现梅老师推

翻了语文教学‘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说

法，不可言传是因为没找到方法。”

数学教师刘敬生上《勾股定理》时

预设了4个问题：什么是勾股定理？勾

股定理怎么来的？有什么用？“勾股”

什么意思？

而课上学生提出的问题有8个：什

么是勾股？什么是勾股定理？什么是

定理？勾股定理是不是也要像三角形

一样学习它的定义、性质、判定和应

用？勾股定理是不是与直角三角形有

关系？为什么要学习勾股定理？勾股

定理为什么要在全等三角形之后学

习？勾股定理怎样证明？

显然，教师的预设与学生真实存

在的问题是有差距的，比如问题3、4、7

是出乎教师意料的。如果教师只按照

自己想当然的重点难点设计教学，是

很难解决学生真实问题的。当学生遇

到困难时，教师再出手协助解决，这个

时候需要达到的效果不是找到答案，

而是找到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方法，那

学生的收获将是不言而喻的。

改变在遭遇困惑时发生

一天，语文教师刘华连上两节阅

读课，纪现梅全程观摩。

第一节，学生用之前老师教的方

法自读；第二节，师生共同就阅读过程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解决。

两节课听完，纪现梅说：“大半年

了，我终于看到了曙光。”大家意犹未

尽，于是下午让刘华接着进行。结果，

在第五步概括全文内容的环节卡住

了！为什么会卡住？教师对这个内容

也知之不详，自己做的时候不过是大

而化之。

“纪老师，你来吧，我进行不下去

了。”刘华涨红了脸，进行求救。

纪现梅摇摇头：“自己解决。”

被“残忍拒绝”的刘华回到讲台继

续“挣扎”！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观察之前画

的那个思路图，按照原因、经过、结果

分出来？”听课的曹建伟老师补充说。

纪现梅不加评判，对刘华说：“试

试看！”

结果，很快搞定。

从中观课堂到“问之力”课堂，教

师经历了种种体验，发自内心的心得

和盘托出。最初有教师说：“这样上

课，根本不行。学生根本提不出问

题。”后来，逐渐有教师说——

“我现在备课不用看教参了。”

“原来，不是学生不行，是我不行。”

“我发现，这七步阅读，囊括了试

卷上所有的阅读理解题，上语文课和

讲试题根本不是割裂的。”

“这样上课是很难，但是再让我回

到过去，我觉得回不去也不愿意回去

了：老师口若悬河地讲，学生呆若木鸡

地听！别说学生，我也受不了！”

“老纪，你的课有毒！我中毒太

深，以至于到现在从害怕发展到讲课

上瘾。两节连堂连续上了 4 节公开课

的我竟然还想继续上，丝毫没有压力，

反而兴奋到静不下来。”

不难看出，教师最大的转变是不

再高高在上埋怨学生这不行那不行，

而是深刻感受到自己的不足。因为，

一旦课堂放开了，教师就需要面对学

生的真实问题，能否驾驭这样的课堂，

这对教师是一个挑战。

“老师，我们发现你上课不带小喇

叭了。”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因为课

堂还给了学生，老师讲得少了，也就用

不着小喇叭滔滔不绝了。课堂和教师

的转变最终受益的是学生。学生在这

个过程中如是说：“我第一次觉得语文

课这么有意思”“我感觉写作文有东西

可写了，不用凑字数了”！

教学改革注定是一个不断创变的

过程。从中观课堂走向“问之力”课堂

就是一个不断创变的过程，是让教学

走向创造，让教师走向幸福，让学生走

向真实学习的过程。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高新

区实验中学）

□ 韦凤莲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陈陈 文文

主题生态作文是通过主题活动，让

学生去体验、观察、思考、感悟，把自己

真切的思想和情感自然表达出来。正

如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潘新和所说，“为

学生创设一个愉快的使他们感兴趣的

生活场景，一个能激发其写作欲望、写

作激情的教学情境，使他们身心愉悦地

投入到写作的创造之中去”。生态作文

就是记叙真实的生活经历，描述真实生

活的某种状态，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

每一次主题生态作文，教师都要从

某一真实场景创设一个能激发学生情

感、让学生“脑洞大开”的自然情境，如

校园主题生活、家庭主题生活、社会主

题生活、节日主题生活、阅读主题生活

等。一次主题生活的生态作文教学，一

般要连续进行一两天甚至更长时间。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原有的习作水平连

续完成两篇以上的习作。一个主题结

束后，教师对这个主题中所有的优秀作

文进行系统分析，并与学生共同探究，

哪些作文可以换题目，哪些材料可以换

主题，在这样的循环练习、分析、修改过

程中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

本色人生，生活之本，是主题生态

作文的灵魂。文字与写作是生命的表

达，要将自己的触觉探到心灵深处，真

实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就

要用自己的人格和意志写作，用自己

的心血和心力写作，让作文教学返璞

归真，回归“生活之本”，抒写“人文之

真”，这是人生至真、至善、至美、至爱

的境界。

叙真事，抒真情，做真人，让习作成

为学生自然生活的状态。表达是人之

天性，写作是表达的延伸，因而写作是

一种倾吐的快乐，是人的普通生活状

态。主题生态作文教学将有机整合各

项活动，让活动向纵深推进。这样既达

到了活动本身的目标，也通过训练逐步

把知觉发展成有目的、有系统的观察。

在主题生态作文练习中，教师要尽可能

减少对学生写作的束缚，旨在让学生说

真话、写真事、抒真情、做真人，鼓励学

生自由表达以及有创意表达，大胆让学

生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力、价值取向，自

主选题、自由发挥。只有让作文教学回

归“生活之本”，才能找回写作的“人文

之真”。

爱生活，为他人，强责任，引导学生

用心灵智性地表情达意。叶圣陶说：

“学生有怎样的生活，就有怎样的习

作。”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

作文是学生语文素养的一张名片，写作

能力是语文素养这张名片上的身份，往

往能反映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和道德水

准。“文如其人”之说便是典型的诠释。

文字与写作是生命的表达，创作者用心

写作，并且不懈地在诗意的表达中融入

对生活的热爱和社会的责任意识，从现

实生活中提高生命质量。主题生态作

文教学有利于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主题

活动，让学生贴近社会、深入生活，真切

地感受人性，领悟真善美，由此引领学

生关爱自己、关心他人、关注社会，这就

是热爱生活、对生命负责的表现。

研课堂，重实践，善反思，探究主题

生态作文教学方式。在主题生态作文

教学中，写作前教师不需要过多指导，

尤其不做写作技能方面的讲解，尽量放

手让学生根据主题生活自主作文。在

与学生共同经历了主题生活，并通过学

生的初次习作之后进行精批细改，再对

习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点拨。在

这个探究过程中，教师真正提炼出主题

生态作文的教学指导方式、评讲策略，

从而擦亮主题生态作文教学的星空，使

学生爱写、乐写、会写。

（作者系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教师

发展中心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主题生态作文的生活回归

好课堂的魅力何在？

答曰：好奇心！

英国思想家培根曾说：“知识是

一种快乐，而好奇则是知识的萌芽。”

纪现梅老师倡导的“问之力”课堂是

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课堂从学

生提问开始，简单直接地激起学生的

好奇心；而且想象、分析、对比、类比、

分类、整合、归纳、质疑等思维能力，

在提问的过程中就已经同步发展。

在这样的课堂上，寻求答案从来不是

他们最牵挂的目标。

创造力的培养有三个重要元

素：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

在“问之力”课堂上，它们就充溢在

学生的大脑里，它们都是超越“知

识”本身的。这三个元素相互关联：

由好奇心启动学生去探究；想象力

突破现有的局限，去拓展思维空间；

而批判性思维让学生挑战已有的成

果，去寻求更新、更优的答案。

在这样的课堂中，倾听、表达、

阅读、写作能力的训练浑然天成，显

然，这对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能

力、语文素养的要求很高。所以，教

师在这样的课堂上更能学到“平等

的尊重”，只有尊重学生的学习起

点，尊重学生的自然想法，才可能有

更精彩的生成。

而这个过程正是“教学相长”的

最佳路径。师生在这样的课堂中都

能体验到成就感，他们都会深陷其

中，乐此不疲……

（作者系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特聘讲师）

“问之力”课堂的魅力
□ 王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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