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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圣陶的价值
□本报记者 褚清源

这个春天， 圣陶校园里的繁荣来得有
点早。

满树繁华间早有蜂蝶翩翩其间，此刻，
我们又一次探访圣陶学校， 开始了为期 7
天的发现之旅。

圣陶学校的确是一所难懂的学校，这
是记者近两年来 21 次深入圣陶学校后得
出的结论 ，在不少人眼中 ，圣陶学校的经
验可能有点 “玄”， 有太多的做法充满了
“偏执”。 这里的确集纳了太多的教育悖
论，挑战了太多的教育公理和常识。比如，
脱离了教材的学习到底是怎样一种学习？
打破既定进度的学习如何应对考试？跳级
学习是否违背成长的规律 ？ 课堂怎能无
师？ 如果课堂无师，那么教师存在的意义
到底何在？

这样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如果你不亲
自走进圣陶学校细细品读， 实在无法理解
这样一所学校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采访圣陶学校是一次特殊的体验。
76 岁的王天民始终保持一种孩童般

的好奇心。 校园里的柳叶绿了，桃花、杏花
开了，这位老人显然格外兴奋，“来吧，让我
们一起去发现校园里的美”。与王天民一起
漫步校园，每一次都有新的生机，每一次都
有新的发现。

“破而复立，立而复破”，这是圣陶学校
的改革逻辑， 也是我们发现圣陶过程中不
自觉地进入的一种认知模式。 圣陶有太多
的“怪现象”让你无法准确捕捉它的价值。
圣陶的价值在于实现了教材的有机整合？
圣陶的价值在于打破了班级授课制？ 圣陶

的课堂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学生？ 这些都属
于圣陶学校，但远不是圣陶的全部，初次走
进圣陶学校往往会像盲人摸象， 始终无法
窥见圣陶的全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很难
用一种理论来精确概括圣陶的改革。

我们在许多学校的课堂上看到的是控
制和约束，而在圣陶的课堂上看到的则是自
由。 自由，是圣陶课堂和圣陶教育的天然属
性，圣陶教育的高度正是在近乎无边界的自
由中抵达的。 “给学生多少自由，学生就可以
创造多少精彩；给学生多大空间，学生就能
发挥多大能量”。 对于学生而言，一旦拥有了
自由，所谓学习自主、管理自治便会自然发
生。 这一点不是哪一所学校可以随便做到
的， 处在县城闹市中的圣陶学校高中部，没
有校门，没有门卫，三个年级 80 多名学生只
有一名教师，学生却可以安心学习，这又不
只是“自由”两个字可以解释的。

圣陶学校的 “无师课堂 ”真的没有教
师吗？ 有师还是无师并非问题的关键，关
键是“无师课堂”佐证了学校里大规模的
自主学习是可以实现的。 王天民常说，想
在圣陶学校听一节课，要看你的运气。 因

为通常情况下，教师什么时候讲课要接到
学生的邀请才行。即便是你很幸运遇到了
一节课， 也实在很难发现你想要的精彩。
“无师课堂” 的另一个名字就叫 “自主学
习”。 王天民为此曾经总结过圣陶学校自
主学习的一系列经验。圣陶的课堂告诉我
们，师生可以从“相互伤害”中解放出来 ，
学生可以从厌学和苦学中解放出来，走向
另一种和谐的境域。

有来访者曾问： 圣陶教师是如何让学
生可以如此自觉进入自主学习的？ 八年级
教师王豆豆给出的解释是，“就像孩子学走
路时，妈妈总会装着比孩子跑得慢一样，教
师要善于向学生示弱”。当教师真正认识到
学生在学习上无所不能时， 自然会有敬畏
之心，自然会放下身段，以生为师。 如果说
示弱是圣陶教师最大的智慧，那么，示弱的
背后又是什么？ 背后可能正是圣陶学校所
形成的“相信文化”，校长相信教师，教师相
信学生，反过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
对校长王天民充满了无限的相信。 在圣陶
学校， 师生绝对相信王天民的教学方法和
主张，在王天民所引领的改革航道，圣陶人

具有高度的道路自信。在圣陶学校，我们再
一次发现了“相信的力量”。

圣陶学校重建了课堂和课程吗？ 从重
建课堂到重建课程， 在许多学校的实践里
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在圣陶
学校，在王天民的手里，这一切都是自然发
生、同步进行的。圣陶不是将知识按章节加
以细分，不是按学期、课时把知识弄得支离
破碎，而是按知识的内在逻辑进行教学，将
一个学科甚至多个学科看作一个整体，从
碎片化学习走向整体化学习。于是，圣陶学
校的课程与教学突破了许多边界。

《科学学习法》 一书的作者在研究了
圣陶学校的经验后说，圣陶学校的改革为
我国教学改革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打破
课时、学期、考试对学习的羁绊，按自然科
学、 社会科学以及做人内在逻辑的连贯
性，自然流畅地开展教学 ，从而在学习领
域体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老子道法自然的
思想。圣陶的改革实践为基础教育从许多
想当然的状况向顺其自然的状况转变提
供了一种可能。

正像 100 个读者中有 100 个哈姆雷特

一样， 每一位学习者眼中都有属于自己的
圣陶。 拿现有的理念和理论对照圣陶学校
的改革，似乎都缺乏应有解释力，甚至彻底
失去了意义！ 用王天民的话说，圣陶的经验
就像空气和水，每天都是流动的，他没有固
定的模式；圣陶经验是灵动的，每天都有新
事情出现，每天都有奇迹发生。

如果真要确定一个概念的话，那就是在
圣陶这块教育土壤中自然生长出的“第三种
教学关系”，即告别“以教为中心”的第一种
关系和“以学为中心”的第二种关系，走向师
非师、生非生、师亦生、生亦师、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的和谐状态。 凭借师生之间天然的平
等关系，生生之间朴素的“同学”关系，圣陶
学校注定产生更多的未解之谜！

圣陶学校正像王天民的一方自留地，
10 年来他守一方净土，少有外界的干预，躬
身培育一种“无公害”的教育。 如今，王天民
和他的圣陶学校已经成为人们注意力的中
心，有人怀疑，有人批判，也有人叹为观止。
作为一位 76 岁的老人，王天民早已看淡了
一切，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知道自己要追
求的是什么。

多么希望前来造访圣陶学校的学习者
和研究者， 都能读懂王天民的提醒：“别过
多关注什么教材整合、无师课堂，这些都是
术，都是圣陶教育之道的副产品，学校是教
做人的地方，教学生做人，做好人，做中国
人，这才是道，才是根本。 ”

这就是圣陶精神， 圣陶精神比圣陶经
验更能穿越时空，更容易诠释学习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

“教材，教材，是教的材料，不是学的材
料。 现有教材适合教学用，不适合自学用，
因为教材里没有问题详解。”圣陶学校校长
王天民一辈子不用教材上课， 不按教材的
次序教，“因为教材的序是人为规定的，并
不一定符合学科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教
学不应以教材为依据， 而应以知识本身和
学生的接受能力为依据”。

那么， 圣陶学校究竟是如何超越教材
的？ 如何重建教学内容的？

为什么要抛开教材

为什么圣陶要打破教材？ 圣陶学校之
所以不用教材，是为了不割裂地进行教学。

比如， 某小学数学教材体系中关于分
数的内容，三年级上学期有同分母加减法，
三年级下学期、四年级却没有分数内容，五
年级有异分母加减法、通分约分，六年级有
分数乘除……教材割裂了分数知识体系本
身的系统性。

再比如， 初中数学关于因式分解的内
容，八年级上学期学习因式分解，九年级上
学期学习用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为什么不放在一起学呢？ 所以， 王天民认
为，“教材有时会成为绊脚石， 基础训练容
易成迷魂阵”。

教学需要循序渐进， 但循序渐进就是
按教材体系走吗？在王天民看来，真正的循
序渐进不是按照教科书的体系安排， 而是
遵循学科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顺序。

“教材不改是一些地方课改推动缓慢
的原因之一。 ”王天民建议，教材的每部分
内容后要附上答案和提示， 这样便于学生
自学。

圣陶学校不依赖 ， 甚至完全抛开了
教材。 其做法是，形式上打乱顺序 ，内容

上有所取舍、有所补充。 教育教学内容来
源于社会 、自然 、生活 ，舍去不适合地区
特点的、不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 、偏难怪
的内容。

比如，小学数学教材，圣陶学校有几项
内容是不学的：

认识人民币不学。 因为生活中小孩子
自然会认识，“现在教材上的内容是元、角、
分，然而，现实生活中基本上没人用分了”。

认识钟表的内容不学。 一方面，这是
生活中自然可以学会的内容 ，不需要教 ；
另一方面 ， 这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比
较难，“更有甚者，竟然测试孩子‘镜子里
的钟表’”， 这在王天民看来完全是不应
该的。

一些远离生活的应用题不学。 原因是
应用题本来是在生活中应用的， 而不是在
书本上“应用”的。 圣陶学校的教学实践表
明，小学不学应用题的学生，到了初中，这
些应用题不教自会。

这些内容不学，考试时怎么办？王天民
说：“到底是考试重要， 还是孩子的学习兴
趣、生命成长重要？ 考试时，这些内容丢点
分，我们不怕。 ”

在圣陶学校， 与无教材配套的是无教
师。其实，所谓的无师并非无师，其真意是，
无授业之师，有传道之师；无教书之师，有
育人之师。就课堂教学而言，“学前有师，学
中无师，学后成师”。

如何重组教学内容

圣陶学校虽然抛开了现行教材， 但没
有自编教材，因为“编出来的就是死的，教
材是例子， 关键是通过教材培养学生的什
么素养”。王天民说，“我们没有也没打算固
定教材，各班、各教师有自己特色的教学内

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好比一桌菜，大人、小
孩都可以吃，各取所需。 ”

圣陶学校重组教学内容主要有三种形
式：一是完全抛开教材，教师自主驾驭学科
知识体系；二是有时超常教学，虽学教材，
但学得特别快，两条腿走路；三是在学习本
年级内容的基础上，适当超常。

就初中数学而言 ， 圣陶学校是这样
打破教材的 ： 先学八年级上册的因式分
解，再学九年级上册的一元二次方程 ，这
好像坐电梯，直接上到山峰最高处 ；再学
八年级下册的分式方程 、 七年级下册的
一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一次方程组 ， 以及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像坐滑梯一样 ；上
山时不上台阶，下山时不下台阶 ，省时省
力，轻松愉快。

小学数学也是这样： 学了加减法和乘
法口诀后，直接学通分、约分，“抓住了核心
问题，其他问题就容易多了”。

在圣陶学校， 任何一个知识点都可以
在任何年级教，这是王天民的最大独创。

25 课时如何学完小学数学

25 课时学完小学数学基础知识？ 这是
怎样做到的？

河南省洛阳知行学校是一所国学特色
小学。 去年该校近 20 名孩子来圣陶游学，
这些二三年级的孩子多数读了许多经典，
但数学没怎么学， 许多孩子连加减乘除都
不会。

“我一句不讲，全班都会。 ”“学数学特
容易，我 3 分钟，让你们会做一道河南中招
题。 ”一上课，王天民就在黑板上画了一个
数轴，然后开始问问题。

请大家观察数轴上都有什么数？ 最大
的负整数是几？最小的正整数是几？孩子们

在互相议论的基础上，几经猜测，最终发现
是-1。 在讨论的基础上，孩子们发现规律，
数轴上的数字越往左越小，越往右越大。接
着，王天民列出了 10 组数字，让学生比较
每组数字的大小……

王天民指着数轴上的数字又问 ：“-1
的相反数是+1，-3 的相反数是+3，请问，-
2 的相反数是几？ 谁会请举手！ ”

“正 2！ ”“这就是 2013 年河南省中招
数学第一题的答案。 你们真是学习数学的
天才！ ”教室里顿时发出掌声和欢笑声。

用这样的方式， 王天民引导学生发现
了什么是相反数，两个相反数和的规律，在
数轴上找正负分数、正负小数、正负开方。
学生在此基础上明白了有理数、无理数、奇
数、偶数，水到渠成地找到某个数开方前后
连续相邻的两个自然数……

通过数轴， 王天民让这些小学二三年
级没有任何数学基础的孩子，在短短 30 分
钟内， 学会了从小学到初中有关数的基本
知识。

“陈景润，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王天
民在此基础上又给孩子们提出了哥德巴赫
猜想、孪生素数猜想、黎曼猜想，“你们要研
究出来，为国争光”。

这个教学片断是圣陶学校抛开教材，
按照学科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进行教学的
一个缩影。 这样的教学不仅能避免肢解学
科知识整体系统的弊端， 而且能大大缩短
教学时间。

如何用 25 课时学完小学数学基础知
识？王天民给出了教学内容的逻辑框架（见
右表）。

“这只是小学数学知识框架，每部分内
容的背后，都有精选的练习题。”王天民说，
“这就是圣陶 25 课时学完小学数学基础知
识的秘密。 ”

25 课时如何学完小学数学
□本报记者 王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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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材，是教的材料，不是学的材料。现有教材适合教学用，不适合自学用。

圣陶学校小学数学知识框架表
第一章 实数

第一节 整数
第二节 相反数、绝对值
第三节 无理数
第四节 数的认识

第二章 有趣的数

第一节 倍数、因数
第二节 质数、合数
第三节 最大公因数、最小公倍数

第三章 分数

第一节 分数的认识
第二节 分数加减法
第三节 分数乘除法
第四节 分数混合运算
第五节 百分数

第四章 小数

第一节 分数化为小数
第二节 小数加减法
第三节 小数乘除法
第四节 小数混合运算

第五章 平面图形

第一节 正方形、长方形的周长和面积
第二节 平行四边形的周长和面积
第三节 三角形的周长和面积
第四节 梯形的周长和面积
第五节 圆的周长和面积

第六章 立体图形

第一节 三视图
第二节 正方体展开图
第三节 正方体、长方体的表面积和体积
第四节 圆柱、圆锥的表面积和体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