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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课堂

□ 清 瑕

课堂上“掷骰子”与提问题

在美国，教师在课堂上掷骰子，到

底上的是什么课呢？

原来是一节名为“茶（Tea）”的阅

读课。当学生通读完文本，老师把他

们分成几个小组，然后拿出一个大大

的骰子抛起来，骰子旋转停稳，一看，

向上的那一面有一个大大的“Why”。

老师问：“为什么茶在亚洲最多？”当

看见有学生举手时，老师却说：“这是

我的问题，你们每个人都读了这篇文

章，一定也有自己的问题，给每个小

组一个骰子，每人轮流投掷，遇到什

么疑问词，就问什么问题，看谁能回

答出来。”

玩过骰子的人都知道，骰子有6个

面，老师在这 6 个面上做起了文章，她

把 when、where、who、what、why、how

（时间、地点、人物、什么、为什么、怎么

样）6 个疑问词写在了骰子的 6 个面

上，然后用掷骰子的方式让学生进行

阅读理解。学生分小组对需要了解的

问题进行解读，并以不同问题相互提

问。美国学生对咖啡的了解远远大于

对茶的了解，老师不仅带来了家里的

茶让学生观察，还准备了大量的图片

让学生感受不同国家的茶叶。

学 生 掷 骰 子 后 ，出 现“When”

“Where”时，有学生会问：“人类是什

么时候发现茶的，茶最早出现在哪

里？”出现“Why”时，有学生则问了一

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好茶

需要送给皇帝？”学生的相互提问与

解答使得一篇阅读理解变成了问题的

“万花筒”。

原来，美国教师是用掷骰子的方

法培养孩子的问题意识。学贵有疑，

有疑才有思，有思才有问，有问才有

悟。教育家陶行知曾说：“发明千千

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

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

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也曾说：“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

开始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更形象地

说：“问题是接生婆，它能帮助新思维

诞生。”

那么，问题意识如何培养，如何让

孩子学会提问题呢？

我采访过哈佛男孩孟雨晴的爸

爸，他认为，让孩子学会问问题，是孩

子成长的起点。雨晴一两岁时，他就

开始启发孩子，一天至少问三个为什

么，可以是任何问题，包括看到的、听

到的、想到的。就这样，小雨晴在爸爸

的启发下，开始了观察、了解、思考和

学习，爸爸用问号在孩子心底安装了

一个永不停歇的发动机，问号引着他

从兴趣到乐趣，从无知到博学。

美国教师在课堂上玩骰子时，已

经把提问题变成了有趣的游戏，即使

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只要问题问出

来，就是最大的成功。

教 育 的 本 质 不 是 涂 抹 ，而 是 发

现。每个孩子都有潜藏在身体里的心

灵密码，只有孩子通过自己的感受和

思考，才能解开这个密码。作为教师

或家长，你会把骰子带进课堂和家庭

里吗？或许不会，但我希望大家都能

把骰子里的疑问词带进孩子的生活。

教师在课堂上的虔诚

做过数学教师的我，格外关注美

国数学教学的方式与我们有何不同。

我曾观摩美国加州伯克利市朗费

洛初级中学八年级的数学课。清晨，

美丽温和的教师玛洛·沃伯顿手拿写

有“I love a silent start（我喜欢安静的

开始）”的图片站在教室门口。她用

甜美真诚的笑容告诉每一个孩子：

“我希望我的班级充满爱和秩序。”学

生报以同样的微笑，安静有序地走进

了教室。

玛洛今天要讲的是八年级代数的

因式分解。她首先请学生尝试做一做

黑板上的两道热身题，同时鼓励大家：

“学会坚持，就会有答案。”

在玛洛的引领下，学生开始了自

我学习之旅。为了得到答案，有的学

生开始在书架上查找资料，有的学生

打开网络查证同学的观点是否正确，

还有的学生相互辩论。玛洛并不急于

让每个学生的答案都一致，只是不断

地引导，让每个学生都尽可能参与思

考和学习。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玛

洛告诉学生，如果认为困难是坏事，那

么就很难体会到生活的快乐；如果认

为挑战是好事，就会对每一件事都充

满期待。笑声、争执声、感叹声充满了

整个教室。

规定的时间很快到了。玛洛走到

学生中间，开始了她的计分模式：两颗

星，表示依靠自己，初次就解答正确；

一颗星，表示开始没做对，当看到答案

后马上理解，并会做了；“×”表示看到

答案后还是不懂。

我们再来看看这间教室的布置情

况，为了便于学习演算，教室里随处

可见大小黑板；为了方便学生查找资

料，电脑和书架摆放在教室一角；为

了满足学生交流分享的要求，教室中

有许多可随时用于固定纸张的悬挂

线。此外，教室里还有饮水机、洗手

池、挂衣架等各种生活设施。这里，

仿佛不是学习的教室，而是快乐的生

活空间。

当下的美国，像朗费洛初级中学

这样的现代学校较为普遍，已经成为

一种主流。上课伊始，教师用充满爱

心的卡片及爱的语言有序地组织教

学。在评价方式上，教师也不会用成

绩去衡量学生的优劣，而是用她自创

的星级标准考量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

课程内容。师生共同布置的教室温馨

整洁，让人感受到学习是有趣的，学校

生活是幸福的。

也许你可能会感觉这堂课并没

有什么新鲜的，因为现在这种教学方

式在中国随处可见。例如，教室里布

满黑板，让我想到了山东的杜郎口中

学；教室中有许多可随时用于固定纸

张的悬挂线，让我想起了青岛的向阳

小学；电脑和书架摆放在教室一角，

让我想到北京的黑芝麻胡同小学。

这些都是国内的名校，而在教室里摆

放饮水机、洗手池、挂衣架等各种生

活设施，在一些私立学校也很常见。

“以人为本”的教室设计和多元教学

方式，一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和

目标。

之所以介绍这堂课，不仅仅因为

课堂教学的多元方式，更是因为玛洛

老师在教育工作中那份视教育为信仰

的虔诚。它已经成为一种生命底色存

在于美国大多数教师心中。所以我想

说的是，所有形式上的东西都是一种

技术，而真正源于内心的真诚与需要，

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有些随意的课堂导入

人是情绪动物，难免会受到情绪

的影响。所以，虽然受过专业训练，但

是当教师走进课堂的时候，控制好自

己的情绪，并将它瞬间转换成正能量，

是件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美国的课堂似乎比我们的课堂导

入要更随便。Tamy 是个比较情绪化

的教师，一天，她满脸沮丧地走进教

室，来到电脑屏幕前，把自己手机里的

一张图片放了上去。照片上是一只小

狗楚楚可怜地望着老师的车门，那表

情似乎要告诉主人：“不要走，我不想

自己单独待在家里。”

看着这个画面，Tamy几乎是用哭

腔对大家说：“今天早晨，我的小狗病

了，它好可怜。我来给你们上课，不能

在家照顾它。我走的时候，小狗就是

这样送我的。”听了她的讲述，学生纷

纷表示同情。同时，大家询问小狗得

的是什么病，贡献了许多自家小狗治

疗的方法。在大家的讨论和劝慰中，

老师的情绪开始缓和，最后她精神饱

满地对大家说：“感谢大家给我的建

议，相信小狗会好起来，咱们现在上

课！”大家一起进入了教学环节。

这样的开场不止一次出现。我对

一些留学生和美国教师做过调研，他

们普遍认为，这种即时生成的课堂导

入，让学生感受到了人正常情绪的发

泄，以及一种平等友好的师生关系。

美国教育学者大卫·金斯伯格在

《每周教育论坛》上说，课堂不仅是学

习的地方，也是欢笑的地方。

在一节英文阅读课上，老师 Sha-

ron准备了许多颜色的笔，她让学生选

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学生可根据自己

的喜好任意挑选，这让他们十分开

心。如果有人挑走了某个学生喜欢的

颜色的笔，他就必须去选择其他颜色，

也许会有些失望。对此老师却说：“对

不起，这就是生活。”这个学生一笑而

过，老师又会这样说：“下次可能你会

幸运地得到最先选择权。”

Sam是英文老师，他最擅长的英文

教学是让学生用唱歌的形式学习语

言。他经常会边唱歌边提问歌中的某

个单词的意思。因为上课就是听歌，

学生都感到学习很轻松。有时在课堂

上，大家会不停地猜测歌曲中的单词，

老师选的歌都是非常好听的经典歌

曲，学生潜移默化地学会了许多歌曲，

Sam也成了学生心中的明星老师。

美国课堂生动活泼的教学模式，

带给我们的启示绝不仅仅是方法的借

鉴，更是一种尊重人性、回归生活、讲

求本真的教育回归。教育作为人类生

存发展的基本方式，没有必要也不需

要总是“端着架子”，所谓师道尊严正

存在于师生的点滴互动中，存在于真

诚和真实中。

美国中学的课堂教学，选班自由，

在学校跑班，并没有固定的同学。而

我们中学里所有的课都在同一个教室

进行，学生不动，老师跑教室。

美国中学教学模式的好处是，学

生可以跟能力相当的同学一起上课，

所以一个孩子可能英文课与这30个学

生上，数学课与另外 20 个学生上。一

个学期下来，跟全年级几百人都在不

同的科目同班过。简单来说，美国的

中学教育是看你的脚多大，再给你配

适合的鞋。

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但基于教育

的科学化和标准化，全世界的基础教

育都是在批量地开展教学。美国的教

育方式可能在资源分配上更适应了不

同学生的要求。

教育不是比较，但教育永远无法

消灭竞争。中美教育只是考核的内

容不同，竞争一直都存在于两国教育

中。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中，在关注孩

子成长的基本问题时，绝不能放弃对

竞争的关注。因此，要防止两个异

化：一是过度竞争，将教育异化为比

较，将不择手段、涸泽而渔获得优势

作为教育的本质目的；二是消灭竞

争，认为竞争是一种对孩子个性的异

化，无视竞争的客观现实，无视教育

的社会功能，一味强调所谓的“快乐

童年”。

（作者系旅美教育学者）

课堂教学需要多元方式的选择。

就物理教学而言，我一直倡导构建这样

的课堂——构建物理情境，开展思维碰

撞，链接“身边物理”，强化知识运用。

其实，所有的学科教学都要遵循教

学规律——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自主·

合作·探究·展示”的教学框架。现代教

育提倡教学方式多样化，即以知识为线

索，开展演示、演讲、游戏、争辩、探究、

研讨、魔术、对话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

动。试举例如下：

1.基于游戏的课堂

“切断了儿童的动作，就切断了儿

童的思维”。初中生具有好奇心强、渴

望动手操作等特征。因此，引导学生开

展游戏活动必然会受到学生的欢迎。

让全班学生闭上眼睛静静地听

（一位学生在讲桌下面摆弄着道具，让

其发声）：

师：这是什么动物发出的声音？

生（异口同声）：青蛙。

师：你们想玩吗？

生：想（学生发出期待的呼喊声和

笑声）。

师：那不行，青蛙是益虫，怕你们会

伤害到青蛙。

一位学生说：肯定是假青蛙，要不

然它发出的叫声怎么可能由人来控制

呢？（老师的伎俩一下子被学生戳穿）

操作实验的学生将可爱的青蛙道

具拿到讲桌上面。学生看到青蛙道具

开心极了，纷纷要求操作青蛙发声的实

验……

一会儿，游戏结束了，物理学习开

始了。

“在声音的特性中还有一个特性十

分重要，它就是音色。不同发声体的材

料、结构不同，发出声音的音色也就不

同。”这是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八年级

上册第二章《声现象》第2节《声音的特

性》的文字描述。这些文字中，没有生

僻字，没有难理解的句子，学生一看就

明白了，根本不需要老师滔滔不绝讲

解。老师要做的就是补充教材上没有

的、好玩的游戏。

2.引入魔术的课堂

学习《大气压强》和《连通器》，我用

魔术导入新课，引起了学生的好奇。

我先把一个普通的陶瓷碗倒立过

来，让学生深信碗里不会有液体。其实

碗里已经装有一些牛奶，只是用圆形光

碟挡住（光碟中央的小孔用透明胶密

封），因大气压的作用没流出来。然后

将陶瓷碗正立放在桌面上，再在陶瓷碗

上盖上一条干毛巾。

我又拿出一个装有大半杯牛奶的半

透明杯子，用毛巾稍微遮挡一下学生的

视线，将牛奶往毛巾上倒。结果“倒”出

一部分牛奶后，再把毛巾展示给学生看，

毛巾依然是干的，而杯子里的牛奶确实

“倒掉了”一部分（杯里安装有一个小杯

子，与大杯构成连通器，牛奶从大小杯的

夹层中流入小杯里，而在外面看起来好

像是倒走了一些牛奶）。再用毛巾遮盖

并把光碟移走，发现碗里有牛奶了。

以上给学生的印象是：牛奶从杯中

倒入陶瓷碗里，而没有打湿毛巾。神奇

的魔术给学生视觉上极大的冲击，希望

马上揭示它的奥妙，来探索这奇妙的物

理世界……

3.鼓励争辩的课堂

在探究“漫反射”时，课堂上学生争论

得面红耳赤。甲方学生认为，光的漫反射

不遵循光的反射定律；乙方学生认为，光

的漫反射遵循光的反射定律。双方针锋

相对，毫不相让。学生们用期待的目光

望着老师，希望老师能站在自己一边。

老师说：无论持哪种观点，都必须

充分说明自己的理由。

最后，你一言，我一语，选出了各自

的代表。甲方代表说：光的漫反射不遵

循光的反射定律。本来入射光线都是平

行的，但它的反射光线是射向四面八方、

杂乱无章的；乙方代表说：虽然反射光线

是杂乱无章的，但就每一条光线而言，它

的反射过程都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听了双方的辩论，老师高兴地说：

你们辩论双方似乎都有道理，甲方同学

是从光的漫反射的表面现象来陈述的，

而乙方同学是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了漫

反射的实质。当然，我们看问题必须要

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老师的

话让学生们恍然大悟。这样的课堂不

仅让学生学到了相关的知识，更学会了

判断事物的根本方法。

除以游戏、魔术、争辩的课堂外，演

示、演讲、讲述、探究、研讨、对话的教学

方式在课堂上时有出现。多样化的教

学方式让学生感到新奇、有趣味，让课

堂充满生命活力。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洪湖市教育科

学研究中心）

教学方式的多样化选择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朱道荣朱道荣

教育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式，没有必要也不需要总是“端着架子”，

所谓师道尊严正存在于师生的点滴互动中，存在于真诚和真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