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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
新书速递

怎么上课，学生才会喜欢？这
是每个教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
题。教师学识渊博，教态亲切自
然，学生喜欢；教师语言生动形
象，幽默风趣，学生喜欢；教师思
维缜密，环环相扣，学生喜欢；教
师宽容尊重，民主和谐，学生喜
欢。如果以学生之心观之，教师怎
么上课，学生才会更喜欢呢？读完
北京十一学校历史特级教师魏勇最
新力作 《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你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答案。

能够给学生惊喜的课，学生最
喜欢。这个“惊喜”，作者解释
为，课堂会有出乎学生意料的，又
能让学生感觉很有收获的一些东
西，他可能想到了，但是他没有老
师在课堂上所提供的东西那么深
刻，于是他成长了，他变深刻了，
对他来说有惊喜。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压根就没想到，结果老师给
了一个他前所未有的想法、观念，
或者挖掘了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一个想法、观念，而且这个想法和
观念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惊喜的课有啥特点？课程具有
一定的“侵略性”，即让学生感到
震撼；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颠覆
性，即用不同的史料，从不同的角
度对一些历史内容的甄别；课堂对
话具有一定的“侵略性”，和学生
对话，不断地让问题深入，一直到
无路可逃。

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魏勇老
师逐渐发现，想要学生喜欢听自己
的课，自己就必须从学生的经验出
发来跟学生对话。即要在书本世界

和学生的经验世界之间，搭建一座
桥梁。通过桥梁把历史与现实有机
地联系起来，让学生充分理解历
史，走进历史的天空。

笔者不禁联想到语文课，很多
学生对经典课文无动于衷。要想让
学生对经典课文“有动于衷”，需
要在学生的生活和经典课文之间搭
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寻找学
生的生活与经典课文的结合点。类
似的感受会引起共鸣，学生就能够
找到自己阅读经典课文的切入点，
在老师的引领下，渐渐靠近文本，
最终走进文本，读出自己的感悟。

无论是哪个学科，如果能借助
“桥梁”把书本世界和学生的经验世
界打通，那么，既能够激发学生的兴
趣，又能让学生自我去探究，更重要
的是这样做才是真正地把教育教学
当中的知识内化为学生的素养。

学生喜欢的课，必须是好课。
但好课的标准也会“见仁见智”。
以教师为中心的好课，往往展示的
是教者的才华，理论上是以学生为
中心，实际上还是以老师为核心。
在精心设置的课堂上，作为配角的
学生，感受最多的是老师的教态或
口才，而不是思想和认识上的收
获。以学生为中心的好课，是师生
一起做的一次精神旅游或精神探
险，体现的是以服务于学生的成长
为中心，一切顺应学生的成长而设
置的。

魏勇老师认为，以学生为中心
的好课，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开放
性；好课应具有挑战性、批判性。

好课要有一定的模糊性。上
课，教师必须预设，但不能精确到
在哪个地方做什么表情，在哪个地
方要停顿。我们要关注和学生对话

时自然生成的一些话题，能够迅速
捕捉到学生智慧的闪光点及出现的
错误点，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促成
思想的碰撞，达到认知的升华。

好课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师
生都要随时准备接受他人合理的观
点，修正、完善对问题的认识；能
够打破学科界限，学科之间相互渗
透，自然融合。

好课要具有挑战性。课堂的挑
战性来自具有挑战性的好问题。例
如，讨论对鸦片战争的评价及其影
响时，用两个相冲突的评价观点让
学生来讨论就比直接问具有挑战
性。具有冲突性的问题，能够让学
生感觉到无法轻易地做出明确的判
断，在这种情形下，学生就会倾向
于深入去挖掘、了解历史。这样，
课堂气氛就容易活跃起来。

好课要具有批判性思维。通过
自己主动的思考，对所学知识或信
息的真实性、精确性、过程、理论、背
景、论据等进行个人的判断，从而对
做什么和相信什么做出合理的决
策。这是一种思维认知过程。

好课需要好教师。成为好老
师，首先要重新定义教师角色。信
息时代，教师不仅仅是传道、授业、
解 惑 者 ，还 应 是 策 划 学 习 的 主 持
人。教师必须改变过去“独霸知识”

“独霸课堂”扮演领航员及舵手的角
色，更大程度地转为像电视台节目
主持人那样的角色。通过策划学习
活动，把自己所掌握的社区资源、网
络资源、图书资源、学生自己的资源
等整合在一起，让学生通过各种方
式，尤其是顺应学生自己的好奇心
和天性的方式高效率地来学习。

成为好老师，要以真实的自我
跟学生相处。打破在学生面前“完
美无缺”的角色，用真实的心灵、真
实的面目和学生相处。

成为好教师，要有好的个性。作
者认为，总有想与众不同的冲动，就
是教师的个性。有个性的老师，对待
一个文本时，不仅仅是看别人怎么
教，更要考虑怎样能够避免雷同，怎
样能够挖掘出别人挖掘不出来的一
些东西，怎样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
西，延伸别人没有延伸过的领域。如
果我们总能这样考虑、备课，那么课
就容易出彩，就容易给学生带来惊
喜。如果你总是接受平庸，你就不可
能成为有个性的好老师。

成为好教师，要选择与自己天
性一致的教学方式。我们在学习他
人教学方式时，首先要对自己的天
性和特点进行一下评估，在学习别
人好的教学方式和教育思想的时
候，要尽可能学习其中能够与自己
的天性和谐共生的那部分，与自己
天性违背的东西再好，也只能作为
一个参考。当你选择了与自己天性
相合的教育方式，做起来自然就会
游刃有余，才会把自己的特点发挥
到极致，才可能成为一位有魅力的
老师，学生才会喜欢。

成为好教师，要设计出好问
题。好问题是一堂课成功的关键，
好问题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使课堂真正地走进学生的内
心。如何设计出好问题呢？书中作
者为我们提供了设计好问题的策略
及精彩案例。仔细阅读，你会受益
匪浅。

(作者单位：天津中学)

课堂不是教师自我展示的舞台
吴奇

我不认识余祯校长，但我知道
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的 《蓬莱
小镇》 课程，也知道加州影子项
目第一批学员，他们在加州期间
所做的项目研究。当看到余祯校
长主编的 《学生喜欢的作业——小
学语言类学科“有效作业”设计
的研究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这本集子时，那种发自内
心的欢喜，真的是很不一样。仔
细阅读之后，不仅对于余祯校长
和 她 的 老 师 们 做 的 研 究 感 兴 趣 ，
而且内心里竟勾勒出了一个校长
和教师们的形象。

《学生喜欢的作业》 这本书分
上下两篇。上篇是研究篇，作者
在 交 代 了 研 究 目 的 和 背 景 之 后 ，
用了相当的篇幅对上海和加州小
学语言类作业从现状、目标和特
色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改革

上 海 小 学 生 语 言 类 作 业 的 设 想 。
书中，余祯校长和她的老师们并
没有拘泥于设想，而是找准一个
一 直 以 来 “ 理 所 当 然 ” 的 问 题

“中高年级语文学科熟词抄写 ”，
展开了实证性研究。

小学语文学科的学生作业中，
字词抄写是最为常见的作业，无论
是生字词抄写还是熟词抄写，一般
学校都要求学生抄写 4 遍。如果抄
写一个词语以用时 15 秒计算，完
成一课的生字、熟词抄写作业至少
需要 40 分钟。这还不是语文作业
的全部，更不是学生一天所有学科
回家作业的全部。有没有可能改
变？

研究中，蓬莱路第二小学的老
师们发现：汉字的读音由音节组
成，字形则由偏旁部首和基本笔
画组成，文字的结构决定了学生

记忆的途径，所以免抄写什么是
有选择的；低年级 （1 至 2 年级）
学 生 初 学 汉 字 ， 从 拼 音 、 笔 画、
部首学起，适当地通过描摹和抄
写来记忆和巩固是必须的，但中
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学习了一部分
常用字，对造字的方法也有了一
定的了解，免抄是有可能的；生
字的学习可以通过适量的抄写来
记忆，抄写是必要的，但熟词是
否可以免抄，哪些熟词可以免抄
是值得研究的。

事实上，对作业的研究，尤其
是关于作业的积极和消极效用的研
究并不少见。但如此贴近现实，为
了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并不多
见。教学不是开始于教，结束于测
量学生的进步，而是开始于了解学
生知道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教学是
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设计的；教师

教学的真正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实现
学习，如果教师要帮助不同学习起
点、不同学习方式的学生达到相似
的结果，那找到的方法一定不是来
自日常的发现或者意外的惊喜，而
是通过精准的设计，深刻地解释复
杂的事件，缜密的反思来进行的。
余祯校长和她的老师们这样做了。

“适应性专家不仅能按惯例获
取更高的效率，而且当惯例不够的
时候能够创新”。透过 《学生喜欢
的作业》 中的只字片语，我能够感
受到余祯校长的团队不断地学习和
琢 磨 新 的 “ 测 量 ”“ 评 价 ” 等 方
式，去发现学生的学习起点、面临
的问题，寻找适合学生的方法。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变化了，教师也
成长了。

用心的蓬莱路第二小学的老师
们发现了日常学生作业的问题，在

对问题本身做调查和分析的基础
上，以教研组、年级组、项目组为
形式一起主动学习，积极行动，并
在对行动的不断反省中，改进教学
方法，促成学生的深度学习。老师
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就是教师的研
究，是教师的“行动之旅”。在这
样的“旅途”中，教师不断地根据
目的，检讨、调整、修正自己的行
动，并形成新的行动。

蓬莱路第二小学的老师们，借
助作业研究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提
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行走的是
一条“研究、学习、工作的融合之
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教学
实践行动的一种形式，这也是教师
研究和成长的真实意义。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在行动中思考的专业实践者
王洁

世间之书多矣，有些书读后如
“雁过无痕”，在你的内心深处难以
留下印迹；有些书读后宛如“湖中
涟漪”，虽有一时的荡漾之美，可
终究轻拂而过，难有深思。读徐飞
老师的新著 《读书，教师的第一修
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则让
人体验到“醉后的清醒”：“醉”是
因为书中的文字像美酒一般，而

“清醒”则是因为文字背后所蕴含
的思考与启示让人产生顿悟之感。

未经思考的读书没有意义

文如其人。书中的文字没有华
丽的修饰，却能让人安静地思考。
徐飞老师的 QQ 和微信昵称都是

“优雅的刺猬”，他很喜欢这一称
谓。“优雅的刺猬”典出法国电影

《刺猬的优雅》，代表着外表坚硬而

内心柔软、优雅高贵的读书人形
象。在徐飞老师看来，锐利的刺容
易伤害别人，而乏力的优雅却会成
为美丽的空壳。深刻却不世故，圆
润而不圆滑，正如徐飞老师所独具
的文风特点：安静的文字背后浸润
着哲理式的思考。

“在阅读时应伴随思考，反观生
活”。书中，四大思考贯穿始终：对
经典的思考，对阅读本身的思考，对
人生的思考以及对教育的思考。

对经典的思考源于徐飞老师身
上的学者情怀，这种情怀是对真理
的渴求与探索。阅读经典是一条

“充满艰辛的寻求智慧的旅程”，通
过阅读经典获取拂去幻影的慧眼，
找到精神家园。对阅读本身的思
考，使徐飞老师跳出了传统的阅读
经验，“在读书中学会读书”，自我
摸索出一套读书方法。无论是专业
发展的主题性阅读，还是以言传言
的表述性阅读，以及触类旁通式的
关联性阅读，这些阅读不断丰富他
的教育生活和内在生命。“读书可
以一步步去除遮蔽与狭隘，让我们
遇 见 越 来 越 好 的 自 己 。” 对 于 人
生，徐飞老师用了“成全”一词，
我想，这里的成全是对读书人的期
许，也是对人生的释然，人生的圆
满便是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作为
教师，徐飞老师用最厚重的笔墨书

写了对教育的思考，书中的思考不
仅包括对语文学科的思考，还有对
教育理念、教育原理的思考。

徐老师每读一本书都会伴随思
考，大多写成读书笔记，近几年，
他发表的读书笔记就达二十多万
字。他以自身的读书姿态告诉我
们：未经思考的读书没有意义。

读书本身就是最好的奖赏

徐飞将自己的读书史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浪漫——满足兴
趣；第二阶段，现实——应对工
作；第三阶段，综合——成全自
己。只有经历一、二阶段的浪漫与
功利，才能到达第三阶段的成全
——自我生命的不断完整。“反复
咀嚼，将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吸纳，
内化为自己的结构。”当读书超越
功利层面到达审美层面，读书本身
就是读书的目的。实际上，功利式
阅读在短时间内或许见效，但这种
片段式、割裂式的阅读，会逐渐让
读书成为一种负担，将思维僵化于
单独的场域内，难以使人获得整体
智慧的提升。

徐老师将“玖玖雅集”教师书
友会的读书宗旨定为“为学生读
书，为自己读书”。他已将教师这
一角色深深烙进了自己的生命里，
他提倡，为学生读书，让读书提升

自己的教育情怀与教学智慧。“为
学生读书”与“为自己读书”并不
是二元对立关系，教书是一门让师
生获得更多幸福的职业，因为教师
在阅读时将职业角色与自我人格合
二为一，读书的过程是个人满足与
服务学生的双重行为，它本就存在
于教师本职工作的范畴，是教师实
现自我的必然过程。从这个意义上
说，徐老师所倡导的读书倾向是

“为着幸福的阅读”。
笔者想到英国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芙的一句话：“在最后审判的
那天，那些伟大的征服者、律师和
政治家前来接受他们的奖赏——王
冠、桂冠或英名镌刻在不朽的大理
石上。万能的上帝看到我们腋下夹
着书走近时，他转过身来，不无歆
羡地对彼得说：‘瞧，这些人不需
要奖赏。我们这里没什么东西可以
给他们，他们一生爱读书。’”读
书人不需要外在的奖赏，因为读书
本身就是最好的奖赏。伍尔芙的这
一观点，在徐老师的这本书里也有
最好的呼应。

读书贵在转化

“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一个十
足的读书人”，这是高万祥先生对
徐飞老师的评价。“真正”与“十
足”所展现的是徐飞老师最纯粹的

一面。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将书本看
成自己的挚爱，“恰如呼吸，它一
定会联结着心肺，呼吸之间含着你
的气息、你的味道。”同时，徐老
师的读书又力图“打通书与生活的
通道”，跳出书本的视野，与生活
世界发生密切的联结。

徐老师读书，既有欣赏、接
纳，也有批判、否定，但最重要的
是要作用于生活。我很喜欢他的一
个比喻——“读书如蚕”。“读过几
本书，真不值得拿来说事，正如一
只蚕吃掉几簸箕桑叶，是不值得炫
耀的，关键还看吐出的丝是否白而
长。评价读书人，不是看他读了多
少本书，而是看他将书中的智慧转
化了多少变成他生命的智慧。”这
段文字真是太精彩了！徐老师是一
个纯粹的读书人，但他不是闭门读
书；徐老师似乎是实用主义的读书
取向，但他不会功利世俗。

柏拉图说：“思维，是灵魂的
自我谈话。”而我认为，读书也是
灵魂的自我谈话。读 《读书，教师
的第一修炼》 这本书，我几乎是一
口气读下来的，我听到了内心深处
冰层碎裂的声音，我也像徐老师一
样，在水波荡漾中看到了越来越清
晰的自己。

（作者单位：深圳市龙华新区
玉龙学校）

读书是灵魂的自我谈话
徐祥梓

教师荐书

“没有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管
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名言是《赢得未来的教学组织
变革》的灵感来源。作者陈丽走出书斋，在大量研究
先锋学校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分析中小学教学组织
变革。全书从三方面进行研究：中小学教学组织变
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中小学主要教学组织（如教学
管理组织、课程组织、教学研究组织、学生自治组织
等）的变革、中小学教学组织变革的趋势，展望了强
调多元共治理念，教学治理主体多元化等十大趋
势。如作者所说，这是一部“见微知著”的书，是身处
教育变革之中的作者斗胆“睹始知末”的结晶。

课堂的“教”与“学”是双边互动还是学生的
主体活动？陈宝铝老师的 《小学语文教法探微——
名师同课异教评析》 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作为被历
次语文教学课堂观摩活动邀请的评课专家，陈宝铝
老师将 12 篇课评稿集结成书，他突出地关注了教
师如何引发、激励学生主动学习，即不是去单向研
究教师教的方法或技巧，而更多从学生学习的生命
现象学视角精细地观察课堂，由此证明“同课异
教”的价值。此外，本书不局限于学科知识视角，
更重视核心素养视角；不局限于课堂的学习取向，
更重视课堂的成长取向。

学校是什么地方？教师的职业使命与价值在哪
里？教师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教师最基础的专业能力、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是什
么？老师教给学生终身有用的东西是哪些⋯⋯这些
让圈内外人士容易视而不见的问题，却引发了在基
层教育岗位上历练近 30 年的金佩庆老师的兴趣。
在长达 7 年、50 余场教师专业发展培训讲座的基础
上，他用了 5 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思考写成了书。
该书虽然谈的是教师基本的为师之道，但却“谈”出
了新意和趣味，“谈”出了独到的见解。

《赢得未来的教学组织变革》
陈丽 吕蕾等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小学语文教法探微——名师同
课异教评析》

陈宝铝 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寻找做老师的感觉》
金佩庆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灯下漫笔

《比较教育与管理》
谌启标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收入了谌启标教授关于比较教育方面的研
究成果，包括教师教育大学化研究、合作伙伴的教
师教育研究、新任教师研究、教师专业成长研究、
教师教育的制度研究等十多个专题研究，这些研究
范围广、内容深、方法独特，通过对外国教育事业
发展的各项比较，再与中国教育对比，对中国教育
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实习生 雒琪珊 整理）

《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
魏勇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