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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没有冲干净的饭堂和一群孩
子湿漉漉的衣服，听到孩子们“有人
拿水管喷人”的告状声，我又气又
急。一次老师没带着劳动就乱成这
样！我决定就这次“风波”开一次主
题班会。

安排被喷湿的学生换好衣服，班
会课开始了。劳动委员聪聪首先承认
了自己作为劳动委员的失职之处，他
保证以后不再玩水管，并提出要为大
家做三件好事，弥补过错。我脸上虽
绷着，心里却有点小小的温暖：知道用
为他人服务来改错，我平常的责任教
育算是没有白费。

我问衣服被喷湿得最厉害的强
强：你为什么拿着水管向别人喷？他
说有人故意欺负他，所以他向别人喷
水报复。而事实上，最初别人只是不
小心把水弄到他身上了。怎么消除他
的“敌意”呢？我先讲了对他喷水的

小翔跟他同桌时帮助他的事情，强强
听着听着低下了头。接着我问了他三
个问题：你的衣服湿了一定很难受，
有比你更难受的人吗？这个事件可以
不发生吗？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怎么
做？经过引导，强强意识到，自己的
错误在于太冲动，根本没给别人解释
的机会，就认为对方是有意欺负自
己，而且故意向女生喷水报复，是很
没有男子汉风度的。

“别人不小心把水溅到了自己身
上就对喷，平常劳动时，你们有时也
把水溅到我身上，这时候我该怎么
做？”我把问题抛给大家，大家纷纷
举手：“应该像老师一样一笑而过，
多宽容别人。”“看来你们们懂得彼此
宽容的道理，可是仍然控制不住，为
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对方的态度不够
真诚。”说到这里，小翔和曼曼也低
下了头，他们反省说，自己不小心弄

湿同学衣服，应该及时解释，真诚道
歉，而不该故意取笑，火上浇油。

我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今
天的这个戏水风波，暴露的不仅是我
的管理问题、你们的自律问题，更多
的是大家的人际交往问题。两个人有
了小摩擦，怎么跟对方沟通？有没有
弄清小小的伤害是无心还是故意？想
想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教室
里一片安静。

小 宇 的 话 打 破 了 沉 寂 ， 他 说 ：
“我们不要总怕自己吃亏了，遇事多
想想对方的好处。心里光有自己就不
容易宽容别人。”说得多好，孩子们
开始由喷水风波深入反思了。德育课
程，只空讲道理不行，还需借助特殊
的教育契机，让关爱和责任流到孩子
的心里。

心与心的交流开始了。“君子有
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此一乐

也。你有 （堂表） 兄弟姐妹吗？有哥
哥 姐 姐 好 不 好 ？ 当 哥 哥 姐 姐 好 不
好？”我话音刚落，孩子们的话匣子
打开了。在家里是弟弟妹妹的开始炫
耀了，而当哥哥姐姐的忍不住抱怨。

“ 孩 子 们 ， 你 们 说 了 真 话 ， 很
好。做哥哥姐姐有很多时候受的委屈
多，你们年龄大些，对弟弟妹妹有爱
护的责任，所以尽管不是自己的错，
可能也会受到长辈的批评。有时候，
你在做事的时候，你的弟弟妹妹捣乱，
还大哭，会让你很恼火，他们抢走了你
的零食，玩具，甚至是宠爱，可是你却
没有真的生他们的气，因为你爱他们，
所以会宽容他们。你的爱护，你的宽
容，他们不可能感受不到。”

说着说着，同学们都静静地沉思
了。突然，一个从小父母离异的女孩
站起来哽咽着说：“弟弟从小就护我。
我们在广东的时候，弟弟才三岁，看着

别人欺负我，就拿着棍子⋯⋯晃晃悠
悠举起来要打那个欺负我的家伙。”不
少同学眼圈红了。刚才犯错的孩子都
在述说着弟弟妹妹的好。好呀，孩子
们懂得了责任和关爱是相互的，给予
和收获更是一体的。先前的不快一扫
而光，此时，泪流不止的小寒吸引了全
班同学的目光。孩子道出了秘密：“我
和哥哥从小到大都没有吵过架，从来
都是快快乐乐的一起玩耍。可是看到
哥哥沉迷手机游戏，我却没有及时地
提醒他、阻止他，以至于发展到偷拿钱
买手机玩游戏，学习一落千丈⋯⋯视
力也每况愈下，我好后悔⋯⋯自己没
有尽到责任⋯⋯”

教室里安静极了。看来，这次戏
水风波湿润的不是衣服，也不是眼
睛，而是我们自省而温柔的心。

（作者单位：湖北省枣阳市平林
镇初级中学）

无关欺凌，只是一场温情的戏水风波
——一堂特别的德育班会课

金家俊

我 1956 年踏上教学工作岗位，亲
历了我国数次重大的教育改革，也见
证了我国数学教育的变化和发展。在
长达 60 年的小学数学教育工作中，我
先后进行了“三算结合”的教学实验、

“应用题教材结构与教学进程”的实验
研究、“小学生数学能力培养和发展”
的实验研究、“小学生代数思维萌发”
的实验研究。让孩子聪明起来是我研
究小学数学的不懈追求，这些在不同
历史时期和不同改革背景下进行的实
验研究，都把重点聚焦在小学生的思
维能力培养上。

开发潜能，要关注学生的现实
性，更要关注学生发展的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对人的促
进作用，是从现实的发展到可能的发
展。用数学中的基本图形来解释，现
实性就像是线段，而可能性就像射线，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延长与拓展
的空间。在教育中超越现实，走向可
能的发展，首先要相信人的潜能，从关
注学生的现实性走向开发学生的可能
性，构建以开发可能性为中心的教育。

数学教育的核心是思维教育，知
识是思维的载体，学习数学的目的是
为了促进智慧的增长。《新思维数学》
的教材编写，按照国家义务教育数学
课程标准的要求设计“应该学习”的数
学，以现代儿童的认知发展观为参照
设计“可能学习”的数学，以建设国家
未来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为培养目标设
计有利于促进学生智慧发展的数学。

以四则混合运算为例。“应该学
习”的数学，主要是学习计算的技能，
包括掌握运算的顺序，学会正确地计
算。如：480÷20-5×2，（480÷20-
5）×2，480÷（20-5）×2，480÷[(20-
5)×2]，这些算式中参与运算的数是
相同的，由于运算的顺序不同，计算的
结果也不一样。这种形式的练习，算
式是给定的，按照固定的程序运算，就
可以算出答案来，是一种基本技能的
训练。

“可能学习”的数学，以基本技能
的训练为基础，着眼于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如：用 1，2，5，6，8，9 六个数
字，运用“+、-、×、÷或（）、[]”,构建数
学等式。基本的规则是数字可以自由
组合，但在一个等式中数字不能重复
运用。如 6+8+15=29，（29+1）÷6=
5，6×9÷（5-2）=18，6×（8+2）=59+
1，（59+1）÷6=8+2，28÷（6+1）=9-
5，56÷[（9-2）×1]=8，8×9÷[2×

（5+1）]=6 等等。这种形式的训练，不
仅可以巩固基本的运算技能，还能培
养学生的数感、运算能力，发展学生的
代数思维。2011 年，我们就此题，在
杭州城区一、二、三类共 14 所学校的
1690 名四年级学生中进行测试，学生
从不同角度构建了56个不同的等式。

促进学生智慧发展的数学，则是
“转识成智”，着眼于培养学生创造性
地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如：
用八个“8”组成得数是 1000 的算式。
这个问题联系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还是
四则混合运算，但由于解决问题没有
固定程式，需要学生自己构建分析框

架，属于非算法化的问题。如 888+
112=1000，问题就转化为用五个 8 组
成得数是 112 的算式。因为 88+24=
112，所以 888+88+8+8+8=1000；因
为 111+1=112，111=888÷8，1=8÷
8，所以 888+（888+8）÷8=1000；因
为128-16=112，128=（8+8）×8，16=
8+8，所以 888+（8+8）×8-（8+8）=
1000；因为 16×7=112，7=8-8÷8，
所以 888+（8+8）×（8-8÷8）=1000，
也可以构建起 125×8=1000，8000÷
8=1000，1008- 8=1000 的 分 析 框
架。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开放的，
答案也是多样的，不仅训练了基本的
运算技能，也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数感、
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

在学生的现实性与发展的可能性
之间，横亘着一堵厚重的墙，数学教育
不能坐等“可能”的到来，而是要用力
推倒这堵墙，主动拓展“可能”的发展
空间。相信学生的潜能，用实验数据
来说话，不能过分地依赖主观的经验，
不要迷信专家的权威。坚持实验，脚
踏实地，才能真正闯出一片数学教育
发展的天地。

开发潜能，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为核心，就是在可能性的空间里发
展学生核心素养。花开有季，数学教
育只要留下“可能”的发展空间，学生
的智慧就一定能增长，并且充盈全部
空间，最后结出丰硕的果实。

鼓励创新，要提高学生数学素
养，更要降低学生学数学的难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 纲 要 （2010- 2020 年） 》 指 出 ：
“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
心任务⋯⋯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
课程难度。”数学课程设计，如同生物
遗传学基因序列的研究一样，是具有
攻坚意义的课题。

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表明，人的思
维是可以训练的，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
思维能力的有利时期。数学知识是培
养学生思维的重要载体，数学教育在发
展学生的思维方式、思维品质和思维能
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数学不仅仅是各个分支的简单总
和，数学课程的各个领域之间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教育任务的数
学，是从学术形态的数学改造而来的，
改造的关键是对知识进行合理组织，
构建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培养能力、
学会思考、学会学习的序列。

核心知识在学生学习中起着关键
的作用，是联系不同知识领域的纽带。
核心知识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这种内
在逻辑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在此基础
上容易建立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我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注重设计核心知
识的学习脉络，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
的过程中，学会思考，学会学习。

例如：乘法分配律 a×(b+c)=a×
b+a×c 是最重要的运算定律，是小学
数学课程的核心知识。它涉及乘法的
意义、算法的转化，是学生学习多位数
乘法的算理核心。特别是运用乘法分
配律进行乘法与加法运算的转换，可
以实施灵活简洁的运算，对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有独特的价值。

我设计的乘法智慧运算，对乘法

分配律的学习是从乘法口诀开始的。
中国的数学教育传统十分重视乘法口
诀的学习，但也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
向。有的侧重于背得熟练，形成快速
的计算技能，有的侧重于意义理解，运
用口诀探索新知。

我设计的“乘法智慧运算”，以乘
法分配律为知识的内核，按照“前有蕴
伏、中有突破、后有发展”的思路设计
学习序列，在不同学习阶段都重视算
法的自主探索，加强计算活动中的思
考性训练，达到“提高数学素养，降低
学习难度”的双重目标。

培养学生高层次思维，关键是设
计出合适的学习材料，把创新融入小
学数学教育教学。这既是一片贫瘠的
土地，也是一块丰收的沃土。我在这
里耕耘了一辈子，在困难中坚持，在孤
独中前进，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既有
不被理解的忍耐，也有取得成功时的
欢乐。我在这种曲折与反复的过程
中，享受着独特而又幸福的数学人生。

坚持特色，要传承优良传统，
也要放眼世界兼容国际经验

改革总是艰难的，《新思维数学》
发展前进的每一步，都努力地维系珍
贵的教育传统精华，糅合不同时代的
创新精神。我在不同的时期一直思考
一个问题：中国的数学教育优势在哪
里？问题在哪里？特别是当今时代，
教育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国际视野下，如何发展中国的小学
数学教育？《新思维数学》如何继承优
良传统，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大问题

可以小思考。我从亲历的几次国际交
流中体会到，改革创新要把坚持中国
特色考虑在先，放眼世界要把继承优
良传统考虑在前。

应用题是中国特色的教学内容，
从中国古代经典数学著作《九章算术》
开始，就注重运用数学解决应用问
题。在历次的课程改革中，应用题也
是关注的焦点，无论把应用问题改成

“解决问题”还是“问题解决”，都需要
冷静思考“把应用题改为解决问题或
问题解决，真正解决问题了吗？”需要
扬什么弃什么，传承什么，怎样创新？
个别概念的重建或者某种理念的创新
并不一定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新思维
数学》对应用问题教学的研究与改进，
有个历史的长期积淀过程和顺应时代
发展的过程，构建了“从总体出发抓结
构，从联系入手抓变换”的思路与架
构，形成了“重基础，突出基本关系与
基本训练；重变换，着力基本复合与同
构变换；重结构，重视复合关系的基本
结构”的教学模式。这些基本关系与
训练、基本变换与结构，是在千变万化
的应用问题中，用联系的观点去分析，
通过分类、归纳得到的，是应用问题中
的核心知识与关键能力。经过几十年
教学实践与改进，《新思维数学》仍保
持着完整的结构体系，从未在改革的
洪流中轻言放弃。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的几项重
要的研究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如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的“三算结合”教
学研究，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
日本琉球大学比嘉良冲教授与美国梅
利兰德大学弗拉那根教授考察“三算
结合”教学实验后指出：“中国杭州三
算结合实验班达到最优秀的技能水
平。”日本人曾先后五次派代表团来我
国 访 问 ，学 习“ 三 算 结 合 算 术 教 学
法”。上世纪 90 年代，德国一位几何
专家来杭州讲学，我与其交流数学教
育的经验与方法，德国专家对我们介
绍的儿童空间观念发展专项训练内容
和方法盛赞有加。2008 年，我与同行
一起远赴墨西哥参加第 11 届国际数
学教育大会，我们在“数学课程重建”
分会场介绍的“小学新思维数学”教材
体系，引起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近
年来，我们积极参与国际数学教育交
流，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数学教育专家、
重要的数学教育研究机构与我们频繁
交流。目前，我们正在洽谈筹备将《新
思维数学》翻译成法文版、德文版、英
文版。我们的数学教育引起西方发达
国家的关注，说明中国的数学教育有
独特之处，这些独特的东西，是我们自
己应该珍惜与坚持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虚心
诚恳地借鉴国际经验，融入国际数学
教育大舞台。《新思维数学》根植杭州
上城区，能影响全国，最终走向世界，
有很多的原因，坚持特色，把发展学生
的思维能力放在课程的中心，可能是
最重要的原因。特别地，在大力提倡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背景下，不管数
学教育如何发展变化，对于数学教育
来说，就是要让孩子们在学习数学中
变得聪明起来，这是数学教育对人的
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发展思维能力是数学教育之“根”
张天孝

张天孝：浙江省功勋教师、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曾任杭州市上城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杭州
现代小学数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浙江省“国培计划”首批
专家；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中等师范学校教师一等奖，1999 年、2007 年、2016 年分别获得浙江省人
民政府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主编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 《现代小学数学》、九年义务教育小学
实验教科书《数学》等多套教材，编写的《小学数学思维训练》《学数学 长智慧》《小学生数学能力训
练系列》等小学数学课外读物深受欢迎；出版专著20余本，发表论文120余篇。

人物介绍：

名师 思录录反反

⦾品味

复杂情境与高阶思维，是学科核心素
养的两个关键词。如果说复杂情境是学科
核心素养的“场域”，高阶思维则是学科
核心素养在这个场域的“机制”和“结
晶”。说“结晶”，指向成果，是高阶思维
的名词形式；说“机制”，指向过程，是
高阶思维的动词形式，也就是说，是其自
身造就和成就了它自身。

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
层次上的心智活动和认知能力。人们通常
将布卢姆认知目标的记忆、领会、运用、
分析、综合和评价六个层次的前三者指认
为低阶思维，后三者指认为高阶思维。这
就形成了一种误会，即高阶思维是从低阶
思维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如果是这样，
至少在逻辑上，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初
级阶段”就可以脱离情境了。这样的认
识，于学科核心素养害莫大焉。有人指出
的中小学搞应试教育、大学搞素质教育的
中国教育之怪现象，其逻辑或者在此。再
具体到年级的由低到高，内容的由浅到深，
一仍旧贯。学段的低高、知识的易难，不
等于思维品质由低阶到高阶，也不等于学
习情境由无到有、由简入繁。怀特海敏锐
同时也是尖锐地指出：“对这个问题有一
种传统的回答，即人的大脑是一种工具，
你首先要使它锋利，然后再使用它⋯⋯这
种说法⋯⋯为迄今存在于教育理论中的最
致命、最错误因而也是最危险的一种观
点。”“学好了再去做”，与“做中学”是
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观念。那种指望学生
带着中小学学得的满脑袋学科知识，到大
学去做发展素养的“启动资金”的念想，
完全有悖教育规律和教育价值。殊不知，
脱离了情境教学和情境学习，习得的知识
必然是惰性的，那些装满“储蓄罐”的

“启动资金”，只能是“死钱”，无法“兑
换”和“投资”。广为诟病的“高分低
能”，即指此疾。“低能”，就是指低阶思
维。

那么“记忆、领会、运用”三个层
次，是不是低阶思维呢？就拿第一层来
说，如果生成于复杂情境，“记忆”就能
成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信息筛选
和提取的行动策略。这样的“记忆”，属
于高阶思维。如果脱离情境，输入—“死
记”、输出—“硬背”，习得的只能是惰性
知识，远离更背离学科核心素养。我们看
到，一方面，脱离情境的“死记”带来了

“硬背”；另一方面，应试教育对“硬背”
的需求和要求，造成了“死记”的泛滥。
疗此痼疾的方子，就是相互配伍的复杂情
境与高阶思维，由此来推进学习者从学科
知识习得向学科核心素养养成转变。

高阶思维也不是由单向训练总加而成
的。若干个孤立的、终结性的“100 分”
无法累积为高阶思维。高阶思维孕育于复
杂情境，具有显著的整体性、发展性特
征。学科教与学，是目的性很强的活动，
其中基于复杂情境的高阶思维的培养固然
会有 （围绕的） 核心和 （指向的） 目标，
但仍然是综合性的。仅就复杂情境中

“人”这一重要的因素来说，学习者的合
作能力、人际关系的认知和协调能力、自
我情绪管理能力等，都与特定的核心与目
标骨肉相附。正如杜威指出的，那些在学
习中“附带”的收获，有时甚至更富有教
育性。具有综合性的高阶思维还蕴含着德
性的元素。研究显示，在一些自私类型人
格中，主体的狭隘性阻碍复杂情境下的预
见能力和统筹能力，极易在行为中体现低
阶思维。杜威强调品德“内在”于学科教
学，就因为他所主张的学习者思维是基于
连续性的情境进入和问题解决的。抽离情
境的“育分”的教育，不仅培养了只会应
试的低阶思维，也培养了片面的人，让我
们在“高分低能”的同时还看到大量令人
痛心的“高分低品”的现象。如何培养学
生学科高阶思维，教学设计理论、学习科
学以及基于机器学习的深度学习理论等，
都做了许多探索，取得了不少进展，尽管
还没有统一的理论，但从中也足见基于复
杂情境的高阶思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
中，有些模型和实验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有操作性的启示，值得研究和借鉴。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主编、编审）

⦾专栏

学科核心素养
与高阶思维

杨九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