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5月24日 星期三

主编：汪瑞林 编辑：汪瑞林 设计：丁京红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40
博客：http://blog.sina.com.cn/jybjiaoshizhoukan 邮箱:jybjiaoshi@vip.163.com

聚 焦 课 改 前 沿 引 领 专 业 成 长

课程周刊 09

学科教学中过于突出知识的
工具价值，会导致人的工具化。
从有限的认知角度来教授知识，
而忽略知识化育生命的人文意
义，就会使教学窄化为传递知
识，人窄化为工具和手段。

人的工具化有多种弊端。一
个工具化的人往往过于看重实际
的结果和功利的获得，容易以自
我为中心，成为“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一个工具化的人往往也
是一个丧失希望和热情，缺乏存
在感、价值感的人。

解决之道，是学科教学走向学
科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终极价
值。学科教育的取向和路径，是知
识人格化。知识人格化首先是对
知识过度工具化的矫治。知识人
格化，就是知识不仅仅成为一种外
在的工具，更成为丰富学生生命、
养成健全人格的养分。

从教知识到培养能力再到形
成素养，从“双基”到“三维”
再到“核心素养”，理念上我们
无疑越来越重视知识的个人经验
化、生命化、人格化。这背后，
是知识观在变化。知识不是一种
纯客观的符号，是有着生命的温

度、散发着生命气息的，是认知
性和精神性的统一，既具有工具
价值也具有精神价值。

怎样做到知识人格化呢？
首先，要以育人为目的确立

学科的核心价值，厘清学科基本
结构。即在学科逻辑与学生需要
的结合点上，分析学科群中这一
学科对于育人不可或缺的价值及
相应的基本结构。核心价值往往
凝练为学科目的，如语文科目的
就在于发展学生言语能力、丰富
言语生命。指向育人的学科基本
结构应当是金字塔式的，包括价
值观、思想方法、知识结构群
等，是立体、具有纵深的层次，
而非扁平的堆栈式结构。

对学科核心价值及结构高度
自觉的老师，就不满足于教一堆
客观的、外在的符号，不满足于
教零散的知识点，而乐意追问知
识对人的价值，追问知识与人的
需要、动机、兴趣的关系，致力
于帮助学生建立金字塔式的心理
结构。这样的老师重视教结构上
具有统摄力的知识，发挥核心知
识在系统中主干、基础的作用，
重视教功能上具有生长力的知

识，追问种子知识，追问知识的
发生，追问背后的思想方法以及
所蕴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培
养具有主动发展、创造性发展意
识、愿望和能力的人。

其次，要还原知识发生的过
程和情境，激活知识蕴含的生命
气息，建立知识与人、与生活多
向度的交融关系。

尽可能设置相对复杂、真实
的情境，让学生遭遇富有挑战、带
有生活质感的具体疑难。情境是
能力和素养的缘起和孵化器，人
们不可能在情境之外发展能力、
形成素养。在情境中帮助学生亲
历（当然不能真正做到）知识创造
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过
程，在情境中运用知识、思想、方
法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体验探索
的欲望和好奇心、情感和美、信念
和意志等，这样才能形成受用终
身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追问：知
识与我，与生活，与生命，有什
么关联？知识与学生的疑惑、兴
趣、需要以及发展的可能性，有
什么关联？缺乏情境支持，割裂
历史、过程、生活和学生需要的

内容展示、知识灌输、结论传
递，意义寥寥。

再其次，要建立真诚自然、
互动开放的师生关系。教学是一
种优质生活，是一种生长意义的
交往。这离不开好的人际关系、
好的学术关系。师生之间、生生
之间，发生着美好而重要的关
联，彼此敞开生命空间，思想交
汇，情感共鸣，才能共同往宽
广、光明的地方去。而压抑、遏
制生命气息的知识传递型教学，
师生关系本源就可能是生硬、单
调、疏离和自我防卫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教师
自身要成为知识人格化的示范。
知识影响德性，学问可以化人。
一个身心和所教学科格格不入的
老师，会对学生形成强烈的消极
暗示。反之，知识人格化是一种
美，一种力量，一种无言的召
唤，一种若有若无又无处不在的
教育场。须知最好的教育是不言
之教，春风化雨了无痕，当学生
感觉被教育时，已落入下乘。

学科老师要特别警惕学科束
缚，防止偏执和狭隘。学者为
己，君子不器，教师既要展现学

科知识人格化的特别魅力，又要
展现一般科学人文知识人格化的
育人魅力，才能成为知识人格化
的最佳形态，让人心向往之。这
样的老师，自身就是最好的课
程，他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角度和
方式，他的视野、格局、胸怀，
他的态度、情感、意志，都直接

影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知识人格化，是学科育人合理

的取向、路径和方式。倘能如此，
当能矫治应试教育造成的人的工
具化之病。让学生成为主动发展、
和谐发展的人，过一种丰富的、完
整的学校生活，是我们的期待。

（作者单位：长沙市雅礼中学）

知识人格化：学科育人的取向和路径
王良

李吉林是情境教学的首创者。
情境，时代的话语。随着核

心素养研究与实践的深入，情境
的时代色彩越来越浓重，情境教
育备受关注，自然，中国情境教
育的创立者李吉林更让人崇敬，
我们总想从她身上发现什么。

李吉林认为自己没有什么
秘密，她总是说：“我是一个小学
教师。”不过，她说过另外一句
话：“小学是我的大学。”两句话
合在一起，就会发现李吉林成为
教育家的许多秘密。

李吉林：一个丰富而深
刻的情境

李吉林曾用两个比喻描述自
己：“我是一个竞走运动员”“我又
是个跳高运动员”。她曾经是南
通市的女排队员，还是江苏省跳
伞运动员。正是这两个浅近的比
喻，让我们看到了李吉林的精神：
竞走运动员，永远向前，永不停
步，双脚永远不离开大地，踏踏实
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又快又
好。那大地，是实践，是生活，是
田野，给予她无尽的力量，铸造她
脚踏实地的品格。跳高运动员，
面前总有那根横竿，她要助跑，从
大地上，弹跳起，越过它；而那横
竿，不断提升，她便要不断起跳、
不断越过。那横竿，其实是教育
的高度、人生的高度，是意义和价
值的高度。

我常常想，李吉林创立了中
国情境教育，情境究竟在哪里？情
境究竟靠谁去创设、构建？后来，
我突然领悟：李吉林本身就是一种
情境，丰富、深刻又极为生动，不妨
称之为“李吉林情境”。我们学习
情境教育，不妨先从“李吉林情境”
中去探究、领悟和发现。

“李吉林情境”有许多情境
因子，即情境元素和要义。第一
是李吉林对教育事业的挚爱。
这种爱是对语文教学的，是对小
学教育的，说到底是对儿童的。
爱不能代替教育，但教育不能没

有爱，爱能激发教育，教育需要
爱 的 力 量 和 方 式 。 第 二 是 追
求。追求几乎成了李吉林的精
神标识。也许用德国哲学家尼
采的话来描述更合适：新的进步
新的荣誉，不是在所来之处，而
是在将要前往的那个地方。“前
往”就是追求。第三是事业。李
吉林具有极高的专业意识和专
业水平，既具有扎实的学科知
识，又具有丰富的学科教学知
识；既具有教育经验，又具有教
育理论——条件性知识；既具有
教育事业，又具有浓郁的多彩的
生活情趣。专业让李吉林走得
更深。第四是审美。李吉林是
多才多艺的人，会弹琴，会跳舞，
会游泳，会打球，会书法，会演
戏，会朗诵，会主持⋯⋯她具有
很高的审美情趣和品位。是美
学精神让她自觉地将教育与情
境勾连起来，形成教育教学特有
的意蕴和气象；是美学精神让情
境教育走向新境界。第五是研
究。李吉林是个研究者，善于进
行教育的实验研究，近四十年，
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一项研
究紧接着另一项研究。不仅自
己独立研究，还和高等院校的教
授合作研究，建立研究基地或研
究中心，形成了研究机制。研究
成了李吉林的学习方式、教育方
式和生活方式，研究让李吉林的
情境教育走得更高更远。

以上五个方面的情境因子，
实际上是李吉林所体现出来的核
心素养。核心素养早已存活于李
吉林的教育教学之中。李吉林的
发展告诉我们，要成为优秀教师，
必须培育与发展自己的核心素
养，必须在教育情境中，将执爱、
追求、专业、审美、研究等整合起
来，成为一种综合形态。

中国儿童情境学习范
式的三块基石，让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扎下根

李吉林建构中国儿童情境

学习范式是个漫长而复杂的过
程，但她很快乐，因为她寻找到
了这一范式建构的几块基石。
这几块基石让她增强了自信，也
使这一范式建立在更扎实的基
础上。基石进而又成为一个平
台，与传统对话，与世界对话，与
未来对话。

第一块基石：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情境教育受到国外母语教
育和经验的启发，但它把根深深
地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
壤中，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
想和理论的营养。一千多年前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近代学
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意境
说”的代表杰作对她影响很大。

正是从“意境说”的沃土中，
李吉林开挖出“真、美、情、思”四
大特点，用于情境教育和儿童学
习范式的建构。她的概括、提炼
是：真——情境教育给儿童一个
真实的世界，一个儿童可以观、
可以闻、可以触摸、可以与之对
话的多彩的世界。美——情境
课程以美为境界，以美育人，通
过美的形式、美的内容、美的语
言，让美滋润儿童的心灵。情
——情境教育注重以情激情、以
情育人。将儿童情感活动与认
知活动结合起来，促使儿童的思
维、想象、记忆等一系列的智力
活动处于最佳状态。思——情
境课程讲究广远的意境、宽阔的
想象空间，让学生在学习中思接
千载、视通万里。

李吉林说：“‘意境说’中的
真、美、情、思，我以为正是儿童
教育之所需，而教师也应是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这四个要素指
向儿童的核心素养，亦指向教师
作为“赤子”的核心素养。

第二块基石：现代学习科学
理论。

情境教育是一个开放的系
统。李吉林把目光投向了国际
教育改革的潮流，关注现代学习
科学理论的新动态、新进展，促

使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教育理论、
思想与现代学习科学理论发生
链接，寻找其中联系、整合的契
合点，又将这一切运用于情境教
育中。

学习是一种科学。李吉林
学习、借鉴现代学习科学理论，
把重点放在教学设计上。她将
教 学 设 计 概 括 成 以 下 几 个 方
面。一是“学习知识的复杂性
——整合知识，选择最佳途径设
计情境”；二是“学习过程的不确
定性——以情激智，唤起持久投
入的内驱力”；三是“学习系统的
开放性——连接生活，凭借活动
历练实践才干”；四是“学习催发
潜能的不易性——着眼创新，不
失时机发展儿童的想象力”。以
上四个方面，针对儿童学习知识
的复杂性、学习过程的不确定
性、学习系统的开放性以及学习
催发儿童潜能的不易性，进行了
高水平的教学设计，促进儿童快
乐、高效学习。这样，现代学习
科学理论聚焦并融会于教学设
计中，而教学设计又以儿童学习
为核心，体现了儿童情境学习的
特色。

第三块基石：为儿童研究儿
童的理念与方式。

情境教育是为儿童的、基于
儿童的、以儿童为主体的、以儿
童创造为境界的。这是李吉林
的信念。深入的儿童研究，让情
境教育真正成为儿童自己的教
育，儿童的核心素养也正是在这
样的情境中培养、发展起来的。

李吉林的儿童研究有三个
特点。其一，从宗旨看——为儿
童研究儿童。这是一句“大白
话”，但意蕴却丰富而深刻。有
的儿童研究不一定为儿童，而是
为自己，为自己有理论建树，为
自己能有学术成果，甚或为自己
成名成家；有的则可能为了学校
的声誉，等等。显然，这样的儿
童研究目的是不正确的，因而不
可能真正认识儿童、发现儿童，
也就不可能去研究和把握儿童
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当然就不
能 有 效 培 养 和 发 展 核 心 素 养
了。李吉林为研究儿童坚守了
几十年，她所创立的情境教育是
儿童自己的情境教育，儿童本身
也就成了发展的情境。

其二，从过程和方式看——
与儿童一起研究。在李吉林看
来，儿童发展是儿童的主体行
为，他们不只是教育的对象，处
在“被研究”的状态，而应在教师
的引导、帮助下，与教师一起研
究。李吉林采取各种办法，与儿

童一起研究。她认为这是一个
情感培养、学习动力激发的过
程。她让儿童参与到教育活动
过程中来，无论是看日出、做小
实验小研究，还是课堂里的情境
表演，儿童都参与设计，参与资
源开发，也参与评价，因为她认
为儿童有无限的潜能。在李吉
林的语文教学中，教学过程就是
教师与儿童一起研究的过程，教
师的研究与儿童的研究融为一
体。

其三，从前提与保障看，教
师也是儿童。李吉林说：“我是
一个长大的儿童。”她说：“我在
爱孩子中长大。我把这种爱，升
华成自己的理念，又把它细化成
自己的行为。”儿童与儿童的相
遇、对话是最为神圣、精彩的教
育，是最为生动丰富的情境。

以上三块基石支撑着情境
教育，同样支撑着儿童核心素养
的培养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让学生的核心素养有了根
与魂，有了文化自信，他们会走
向世界与未来；现代学习科学理
论，让儿童学会学习，学会发展，
学会创造，用科学去引导儿童发
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
儿童研究儿童、儿童自己研究、
与儿童一起研究，儿童在主体行
为中成为发展需求的发出者、参
与者、研究者，核心素养在研究
中“长”了起来。更为重要的是，
三块基石一起在儿童的学习中
融合，知识、能力、态度情感价值
观以综合的形态呈现，核心素养
形成了、发展了。

儿童情境学习范式中
的要素、操作要义等可以催
生儿童的核心素养

儿童在情境中究竟是怎么
学习的，快乐而高效的学习究竟
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李吉林研
究的重点，她探索出情境创设的
六条途径、促进儿童发展的五要
素、情境教育操作的五个要义，
并在情境语文、情境数学、情境
科学、情境体育、情境美术等学
科作了具体方法的探索。所有
的这些要素、要义、途径、方法，
都已转化为儿童的学习活动和
学习方式，抑或说，这些要素、要
义、途径本身就是儿童的学习活
动、学习方式，更别说学科中的
具体教学方法了。正是这样的
学习活动、学习方式，孕育着、发
展着儿童的核心素养。

李吉林所概括的五大操作
要义是：以“美”为境界，以“思”
为核心，以“情”为纽带，以“儿童

活动”为途径，以“周围世界”为
源泉。虽为操作要义，实质是学
生 发 展 核 心 素 养 的 个 性 化 表
达。这一表达既具有情境教育
的特点，又具有重要的普遍意
义。五个“以”不仅意味着对象
与条件，也极具操作性，可以转
化为儿童的学习活动，包括学习
的策略、路径和方式。

对于促进儿童发展的五要
素，李吉林作了概括，其中三条
是：以培养兴趣为前提，诱发
主动性；以指导观察为基础，
强化感受性；以训练学科能力
为手段，贯穿实践性。此外，
还有与发展思维相联结的着眼
创造性，与激发情感相联结的
渗 透 教 育 性 。 兴 趣 —— 主 动
性 ， 观 察 —— 感 受 性 ， 思 维
—— 创 造 性 ， 情 感 —— 教 育
性，学科能力——实践性。这
五要素，前者是手段、方法，
后者则是价值取向；前者形成
了学习活动的闭合环，后者则
形成了价值链条。五大要素组
合了儿童完整的学习过程，也
正是儿童核心素养发展的完整
过程。李吉林将它们称之为“促
进儿童发展的五要素”，不正是
儿童核心素养发展的五要素吗？

再看儿童情境学习最佳环
境范式。环境可以形成学习情
境，但也有一个转化、优化的过
程。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离不开
最佳的环境。最佳的环境首先
是教育空间的拓宽。儿童所在
的空间，不应是封闭的，而应是
开放的；不应是静止的，而应是
流动的。在这样的空间中，学生
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
资源、更多彩的创造性。在情境
教育中，只有“教师学生”和

“ 学 生 教 师 ”， 没 有 其 他 的 角
色，就是说，无论是教师还是
学 生 ， 都 是 教 育 教 学 中 的 主
体，是合作的伙伴，是学习和
发展的共同体。

在对情境教育的中国儿童
情境范式进行梳理和分析的过
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儿
童情境学习范式与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的发展范式是相契
合 的 ， 而 且 还 可 以 这 么 去 判
断：中国儿童情境学习范式为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发展
范式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对我
们深入理解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开启了一扇重要的窗户。情境
教育对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的研究与实施是有贡献的。

（作者系国家督学、原江苏
省教科所所长）

情境教育：核心素养的发展范式
——李吉林教育思想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育的启示

成尚荣

聚焦核心素养·回望教育家⑤

李吉林：1938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儿童
教育家，著名的语文教育专家；江苏省首批特级教师、
名教师；现任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
副会长。

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成果，
获得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中外专家
赞誉其为“回应世界教育改革的中国声音”。其理论及
实践成果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被称为实施素质教育的
一面旗帜。

假如有人问我哪一次考试最庄严神
圣，我会说是高考；假如有人问我哪一
科考试最富有情趣，我会说是语文；假
如有人问我哪一道题目最刻骨铭心，我
会说是高考作文题。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高考作文题目
的内容：仔细阅读一则短文，然后写
一篇读后感 《毁树容易种树难》。短文
的内容是：杨树横着种可以活，倒着
种 也 可 以 活 ， 折 断 它 再 种 仍 然 可 以
活。可是一个人种十个人毁就没有一
棵活杨树了⋯⋯因为毁树容易种树难。

参加过高考尤其是参加几次高考的
考生，应该会有这样的共识：写高考作
文不允许你举棋不定、优柔寡断、三思
而行。因为考场上时间有限，你不可能
像卢延让那样“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
须”，你更不可能像贾岛那样“两句三
年得，一吟双泪流”。你应该果断确定
文章的主旨，快速定好文章基调，立即
调动知识储存，马上酝酿文章结构，然
后提笔疾书，快马加鞭，一气呵成。我
当时看到作文题后，脑海中立刻蹦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来。
这个成语来源于 《管子·权修》，比喻
培养人才是长久之计，是不容易的。由
这则成语的启示，我立即把文章的主题
确定为：全社会要重视人才、呵护人
才，为人才的顺利成长创造条件。我写
起来也感觉得心应手。

语文考试结束后，我才知道有人写
的是要爱护树木，有人写的是要尊重植
树造林者的劳动，有人写的是要严惩破
坏森林的不法之徒⋯⋯这种写法固然可
以，但我认为没有悟出题目的弦外之
音、言外之意，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
高度上。北大温儒敏教授认为：“作文
教学的第一要务是文通字顺，有一定的
思想内涵。”我想我当时的这篇高考作
文，与今天温儒敏教授的观点基本上是
暗合的。当年我以语文 86 分 （满分为
100分） 的较好成绩考进大学，作文帮
了大忙。

说起作文，我不得不提及高中时期
我读书的一个笨办法——背成语词典。
两年高中 （后来改为三年制），除学校
统一发放的不太多的复习资料外，我只
买过一本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

《汉语成语词典》、一本 《汉语知识》、
一本油印本的 《增广贤文》，除此之
外，几乎没有买任何书刊，偶尔也借同
学的参考书刊看看。主要原因是我根本
没有钱买书。高中两年里，语文课外书
籍阅读对我而言主要是背诵了 《增广贤
文》 和基本背诵或熟读了 《汉语成语词
典》，此外，别无他书。在今天这个

“屏中风景”太迷人、“快餐文化”很流
行的网络年代，类似于我背成语词典的

“笨蛋学习法”几乎无人问津了，但我
却仍乐此不疲。我在高中时就觉得，背
成语是一举多得的良好学习方法，成语
中有饶有兴趣的寓言，有高深莫测的神
话，有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有启人智
慧的格言警句，有来自民间的口头俗话
等。

今天，写作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
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36 年前一篇
比较成功的高考作文对我产生了激励作
用。当我的 《高考作文是什么》 在 《湖
南教育》 发表受到编辑表扬时，当我的

《学海弄潮一惊鸿——为纪念吴健雄诞
辰一百周年而作》 荣获 《光明日报》 征
文一等奖时，当我的作品一次次获奖
时，我就常常想起 36 年前的那篇不足
1000 字的却让我释放生命力的高考作
文，所以，我发自肺腑地说：感谢 36
年前的那篇高考作文。

（作者单位：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
洲镇教师进修学校）

忘不了那篇
高考作文

江必红

⦾前沿论道

多彩的“课程日”

日前，山东省安丘市大汶
河旅游开发区海龙小学五年级
学生利用课程日，走进该市一
家三页饼手工制作坊，亲身体
验三页饼的制作过程。近年
来，该校充分利用本地民间文
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
戏剧、曲艺、地方名吃民俗等资
源，开展研学活动，不但丰富了
学生的文化生活，还培养了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刘剑钊 韩静静 摄影报道

话说当年·我的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