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理论周刊·学校科研

2018 年 7 月 12 日

星期四

主编：
杨桂青 编辑：
杨桂青 设计：
王萌萌 校对：
赵阳
电话：010-82296615 邮箱：jykexue@126.com

特色课程
在我国快速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而外语能力是全球治
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国际合作综合英语教学实验项目”通过英语教学促进学生智能发展，培养学生用
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同时解决了英语教学费时多、效率低、质量差等问题，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减
轻学生学业负担也有一定启发。
——编者

培养向世界讲中国故事的现代人
本报记者 杨桂青
中山大学教授冯增俊一直想在他
持续了 18 年的“国际合作综合英语
教学实验项目”（以下简称“综合英
语”） 中实现一个愿望，通过外语教
学来促进儿童智能发展，解决中国外
语教学费时多、效率低、质量差等问
题，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探一
条新路，提供一种借鉴。
“怎么让中国人也能讲一口地道
的英语？为什么芬兰中学生可以讲包
括 2 种外语的 4 种语言，而中国学生
学了 20 年英语，一种外语都学不好，
只会看不敢说呢？”
这是冯增俊最初的
想法。由此，冯增俊又联想到学生学
业负担问题。能否让学生有趣、轻松
地学好外语，用一节课完成几门课的
教学任务？通过学外语促进智能提升
来
“减负”
，并提升民族素质？
这场教学实验和教育研究，最初
的想法源于上世纪末在深圳举办的一
次内地与香港的研讨会。当时，香港
学者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内地学者
则相形见绌。而深圳市教育局恰恰就
教育国际化中外语教学问题向冯增俊
提出研究建议。双方一拍即合。
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与全球治理，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
言讲述中国故事，仅有外语是不够的，
但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突破口。为此他
带的研究生都参与到这项实验中来。

海北小学
“综合英语”
课堂场景。
资料图片

就提高了。”
《自然》期刊上发表新近研究成果，提
长特点，分散在从童蒙到小学六年级
当然，无论对教师来说，还是对
出学习第二语言具有刺激大脑灰质
的各个学期、阶段。有些内容看似重
家长、孩子来说，这段时间都是“很
增生的效果。年轻人越早开始学习
复，比如端午节在童蒙英语、幼儿英
难熬”的。
第二种语言，对大脑的健全发展越有
语、小学英语中出现了 7 次，但并非
“刚开始，孩子、我和家长都不
益。综合英语强调学生多说、多读，
简单重复，而是把节日内容按不同特
适应。家长会说，你把这篇课文的意
也意在思维提升。黑格尔在《自然哲
点分到不同阶段。
探索用综合英语课减轻
思给我翻译出来吧，孩子问我，我不
学》中说：
“ 发音最接近思维，因为在
“划龙舟是传统民间文化，
在综合
会。
”三年级英语教师杨琴说，
“我会
发音中纯粹的主观性变成了客观的
英语的龙舟节课上，孩子们不是借划
学生学业负担
说，我们学英语，是通过课堂上的设
东西——不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现实
龙舟学英语，而是用英语作为语言工
“把体育、音乐、美术等部分课程
计、教师的引导，让学生慢慢理解其
性，作为一种状况或感觉，而是处于
具去探究和讲述划龙舟这种民间文
内容都变成英语课，学习语言的时间无
中的意思，而不是直接告诉你一段材
空间和时间的抽象之中。”
化，
了解端午节盛会怎么操作，
风土人
形中增加了，同时又学习了其他学科的
料，解释字词。语言是慢慢习得的过
语言学习要按照儿童语言发展最
情如何，
节日历史渊源等。
”
陈岚说。
知识，真正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
”
程 。” 慢 慢 地 ， 当 孩 子 的 英 语 开 始
佳期发展语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
对于新民俗，综合英语也及时吸
“英语学习，会影响其他学科的 “爆发”时，家长开始积极配合老师
语教育学院教授肖建芳经过研究发
收进来。海北小学五年级英语教师任
学习吗？”
的教学了。
现，把 3—12 岁儿童的语言关键期作
子义所上的“光”这节课，是从广州
“会影响，但是一种正向影响。”
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
为外语发展重点，可以为儿童思维的
一年一度的灯光节开始的，并借此展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小学
“最大的挑战是，教师要不断更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奥地利科学家劳
示了各种光。课堂设计由现代穿越到
校长陈岚说。该校进行综合英语实
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仅是英语，还
伦茨提出了语言习得关键期的概念，
古代，自然地串起了“皮影”这种传
认为和语言发展有关的神经系统必须
统艺术，孩子们分组演出自编皮影
验、打造特色学校已经 6 年了。“综
要在科学、中西方文化方面不断积
合英语课抓住儿童早期语言发展敏
累、提升，有做全科教师的感觉。” 在 3—12 岁之间激活才能正常发展。 戏，
“与影子共舞”。至此，任子义还
超过这段时间，无论第一语言还是第
不忘借机引申，影子是必然的存在，
感期，强化语言开发儿童智能的作
方晓敏说。
用，倡导探究式学习、玩中学，而且
这样的结果是，学生在学校里的
二语言，儿童的语言学习都会产生质
人生亦是如此。
的差别。
有人会说，让学生过早地学习英
知识丰富、文化信息容量大。学生很
学习容量、思维容量增加了。海北小
感兴趣，参与性强，思维更加敏锐、
学五年级学生林楷涵的妈妈说：“我
为了促进孩子思维的发展，方晓
语，可能会影响对母语和中华文化的
敏在教学中巧妙利用了思维导图，还
接受。冯增俊认为，不精通外语，母
活跃了。
”
的孩子没有上培训机构去补习英语，
实验中陈岚发现，综合英语教学
他在学校里学得就已经很好了。”陈
经常使用“手指图”
，用5个手指分别
语可能也学不好。早期双语学习能
表 示 “5 个 W”（what， where，
使学生在不同文化熏陶下，更深刻
实验开始倒逼语文、数学等学科的教
岚说：“当家长发现，孩子思维越来
学改革。“上过综合英语课的这些学
越活跃，有了发散性思维，对教育的
when， why， how）， 引 导 他 们 深
地领会中国日历中各种节气、民俗
入思考问题。“孩子们也慢慢懂得，
等内在含义，对中华民族独特文化
生，已经适应了讨论式、探究式学
满意度也就增加了。
”
习，喜欢参与到教学中来，对传统的
冯增俊说：“我们把很多课程整
回答问题不是为了得到奖励，而是要
及民族精神有更准确的理解。在近
让思维不断深入，体味到发现带来的
几年南海区举办的全区小学生语言
满堂灌已经不习惯了。”
合在一起了，相当于把体育、音乐、
综合英语强调整合、统整的教学
美术等部分课程内容都变成英语课，
快乐。
”她说。
英语听说能力比赛上，海北小学的
学习语言的时间无形中增加了，同时
选手每年都获得唯一的特等奖。选
理念，是一种倡导全息性语言教学的
懂中国文化，用英语讲
教 育 实 验 ， 整 合 听 、 说 、 读 、 写、
又学习了其他学科的知识，真正减轻
手们用流利英语惟妙惟肖地讲述中国
了学生的学业负担。”至 2017 年 12
电影中的精彩文化及英雄人物的动人
做，使各种知识信息同时作用于学
述中国故事
生，使学生从表面感知达致顿悟，促
月，先后参与实验的已有多个省份的
故事，令人赞叹。美的学校举办的英
“中国人为什么学外语？这不仅
近 100 所幼儿园、中小学，参与实验
语艺术节上，学生用英语讲解各种中
进智慧成长；重视不同教学手段、方
关系到对外交流，还关系到国家国际
法、要素及学科知识的有机整合，以
的教师近 2000 人，学生达几十万人。
国文化活动。美的学校教师谭红注意
化、民族整体素质、种族未来、个人
引导学生研究传统文化中中国人的抗
寻求最佳教学效果；重视把几种教
发展、教育水平。”
多掌握一种语言便多了
育目标综合在英语中完成。冯增俊
争精神，如愚公移山等，这些精神与
毛天一今年已经在海北小学上六
西方传统故事总是祈求外力帮助形成
说，综合英语倡导把英语作为教学语
一种发展思维、智能的工具
年级，细数自己所知道的端午节划龙
言，是一种在学习相关学科中获得语
了鲜明对比。
“孩子们也慢慢懂得，回答问题
舟的历史、月球可以反射太阳光再反
有人会说，英语课堂中所投射的
言能力的新双语模式。他们编制了包
不是为了得到奖励，而是要让思维不
照地球等知识，竟然是在英语课上了
括美术、音乐、体育、品德及科学等
价值观，可能会使孩子“崇洋媚
断深入，体味到发现带来的快乐。”
解到的。“英语课上，我知道了很多
外”
。对此，陈岚不以为然。
“综合英
内容的教材，让儿童在情景性主题活
冯增俊一再强调，综合英语所教
课外知识。”他不自觉地把这些知识
动中探究知识，一堂课完成多种教学
语不仅有地方文化传承的内容，还体
的“英语”是发展人的语言，是按照人
称作“课外”知识。
现着、传播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任务，既重视增长知识，又强调开发
的发展规律设计的，强调语言是人的
的确，传统上的英语课以学习语
智能。
观。”她说，“我们讲花木兰这一课
发展的关键基础，加速儿童语言及潜
言为主。综合英语则要培养将来能够
时，是在让孩子用英语更好地表达花
当然，这种对语言的习得、对思
能发展，让儿童更好地发展思维，
并为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现代中国人。
维的训练，并非一日之功。综合英语
木兰的心理过程和对祖国的热爱。有
儿童更高水平发展提供更高的平台。
这样的人，首先要了解中国。英
些学生还假设自己是花木兰或者花木
教育实验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设计者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语言对智
语课容量有限，为了在英语这一语言
和实验者的定力。
兰的爸爸，思考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报
能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恩格斯认为，
课上，融汇尽可能多的其他学科知
答祖国。
”
“综合英语要求教师全英文授
首先是作用自然的劳动 （活动），然
识，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英
课，实现大信息量教学，小孩子在最
综合英语最核心的目的恰恰是要
语，并找到合适的教材、教学模式和
培养懂中国 文 化 、 认 同 中 国 价 值、
初学习时，会经历一个语言转换期。 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
要的推动力，在它们影响下，猿的脑
评价方式，冯增俊和他的研究团队下
大约两个月后，学生开始‘爆发’，
能面向世界、参与世界竞争、讲述
髓就逐渐变成人的脑髓，而“脑髓和
了不少功夫。他的团队 18 年中为此
中国故事的中国人。冯增俊说，目
就像是‘顿悟’了一样，他们会在活
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
开展了 6 项纵向教育科学课题、几十
动中积极使用英语来表述看法，学过
前，中国学外语的人数是世界上最
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
项横向课题。从最初作为全国教育科
多的，但是世界有国际机构近 60 万
的句子遇到适当的情景就开始冒出
学规划“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来。”海北小学英语教师方晓敏说。 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
个，其中中国籍职员不足 2%。“为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愈来愈新的推动 “珠江三角洲、香港、澳门、台湾教
什么？因为不够格，大部分没有外
到小学五年级，孩子们已经能用英语
力 ”。 这 是 综 合 英 语 实 验 的 理 论 基
育发展综合比较研究”子课题，到全
进行较深入的交流了。
语工作经历。面试外语不过关，包
础。在设计综合英语实验方案时，冯
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小
括留学多年的人。”肖建芳说：“综
综合英语主张，遵循儿童语言生
成规律，在孩子的语言量变期，一定
增俊充分利用了语言与智能发展之间
学外语教育国际比较研究”，出版专
合英语教学加速发展学生英语学科
著 24 部。他们反复研究国内外各种
核心素养，培养学生跨学科思维的
坚持不说母语，不用母语解释英语。 的这种关系。综合英语教学实验以英
广州市天河区思源学校把综合英语实
语命名，却不仅是语言教学，还强调
英语教材，2004 年开始编写第一套
能力；培养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
人的智能发展。由此他意识到：“外
小学教材和幼儿园教材，迄今已经编
事，用英语了解世界；培养具有
验与该校自主教育特色结合起来，教
师特别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把课
语教育的重要误区是只教语言。
”
写了 4 套。
‘中国心魂，世界眼光’
、自信的阳光
双语对智能发展发挥着特殊作
在综合英语的系列教材中，中国
少年。
”
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充分表达。综合
英语是语言与百科知识融合式双语教
用。英国约克大学科学家最近在《心
本土文化的内容占据了一定的分量。
“中国人为什么学外语？这是个
理学和老化》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这些内容往往是以节日呈现的，比如
简单浅近却又非常深奥的问题，不
育，这是它一贯坚持的语言学习立
场 。 冯 增 俊 说 ：“ 语 言 不 是 背 出 来
成果：由于双语人总是不停地辨别两
中国传统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
仅关系到对外交流，还关系到国家
种语言，所以拥有快速整理重要信息
清明节等，五年级上册教材还专为中
国际化、民族整体素质、种族未
的。外语教育的规律，是回到语言本
身，要坚持听、说、读、写、做、演
和排除无用信息的能力，在解决复杂
国传统文化设立了一个单元，港澳台
来、个人发展、教育水平、科技水
问题时的反应速度超过只懂母语的
也是单列的一节课。当然，这些内
平、文化发展等——这是撬动国家
结合。把语言与生活直接结合起来，
语言就成了长智慧的营养，学习效率
人。英国伦敦大学的科学家最近在
容，根据语言学习规律和孩子身心成
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冯增俊说。

当班主任与质性研究相遇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教师研究
课堂学习，
通常是师生之间、生生之
间互动学习的过程，但一度让兴华中学
班主任顾国银困惑不解的是，学生进入
初二阶段后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课上
学生回答问题时，
集体回答还比较好，
但
当学生单独回答问题时，他们就会躲闪
老师的眼神，
不愿意单独回答问题。
是什么
“捂”
住了学生的嘴巴？
7 月 10 日，在北京小学大兴分校报
告厅举办的第二期教育质性研究工作坊
学习成果研讨会上，顾国银的一个问题
引起在座 30 多位班主任的共鸣。通过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顾国银完
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程序而
被发现的理论被称为扎根理论。根据扎
根理论，
研究的目的是生成理论，
而理论
必须来自经验资料；研究是一个针对现
象系统收集和分析资料，
从资料中发现、
发展和检验理论的过程；研究结果是对
现实的理论呈现。顾国银利用三维编码
对资料进行分析，并在此过程中进行了
资料补充，
一共经过了三个阶段，
分别为
课堂形式对问题的影响、他人评价对问
题的影响、集体氛围对问题的影响，
最终
她得出结论——学生是否愿意回答问题
取决于学生答错的勇气，答错勇气受到
集体氛围的影响，而集体氛围又取决于
学生学习态度的变化。
基于分析结果，顾国银采取干预措
施，改变学生的思维模式，并及时赞赏，
提升学生的自信。在班会上，她让学生
正确认识学习和回答问题的作用，端正
学习态度。同时，
她调整评价视角，
尽量
减少对错评价，而更注重对学生学习态
度、回答问题的勇气等作出正面、积极的
评价，并制定学生“自评表”、家长“赞赏
表”，鼓励相互分享。干预之后，学生愿
意回答问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
“学生不愿意回答问题的状况有所
改善，
我作为教师研究者，
自己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在所有变化中，我最大的
变化是学会了反思。
”
顾国银说。
顾国银是第二期教育质性研究工作
坊《反思型班主任培养项目》受益者之
一。质性研究是一种基于自然情感，以
研究者作为研究工具的研究方法，注重
实践价值和个人关怀，强调研究者的自
我认识和对研究过程的反思，与教育研

究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北京教育科学研
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富伟表
示，
教师从事质性研究，
不仅有天然的优
势，
更有助于形成反思性思维，
提升专业
发展。
“我前几天和一个小学校长交流，
我
问他现在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他告诉我是教师没有眼界。
”
北京大学教
育学院教授陈向明表示，
想提高眼界，
必
须亲身去感受。质性研究工作坊通过构
建一个平等交流的学习共同体来帮助教
师提高眼界。
2017 年，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
育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市反思型教师质
性研究室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培训中
心承办的北京市反思型教师质性研究课
程走进了北京市大兴区，以顾国银为代
表的大兴班主任与质性研究有了美丽的
遇见。
“当学生厌烦老师时，
班主任如何建
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 当我和家长的沟
通出现问题，
我怎么处理？
“
”为什么小郭
同学对作业消极对待”
……
不再是只靠经验，参加本次工作坊
的班主任结合班级管理工作中的现实问
题，
“做中学，学中做”，利用质性研究方
法中的扎根理论或叙事探究路径，经过
访谈、观察、焦点团体访谈和初级编码、
二级编码、三级编码或反思性叙事等资
料收集和分析方法，
最终写作成文。
“这些都反映出，
工作坊培训的功效
主要体现在思维层面上的变化。
”
面对班
主任们的现场汇报，北京教育学院副院
长钟祖荣如此点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管理学院院长余凯认为，
通过质性研究，
班主任能够更好地察觉，而察觉的能力
对他们非常重要。
其中，反思力已成为班主任与质性
研究相遇碰撞出来的火花。在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院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鱼霞
看来，
这是教师自主发展最核心的动力。
“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反思来解释合
理性或探索情绪及信念模式，进而促进
真正学习的发生。
”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
属实验学校班主任冯倩表示，
通过学习，
她学会从烦琐的工作中理出一些头绪，
找到科学的方法，
探索背后的规律。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校区班主
任赵菲认为，反思是自己在思维方式方
面最大的改变，
“学着并试着不在事情发
生的第一时间，
就断定事情的本因”
。

“释放”
儿童的身体
宋岭

儿童研究
“眼镜侠”和“小胖墩儿”越来越多，
影响着儿童形象，更影响着儿童的健康
发展。身体及其运动是儿童生命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
及其运动状态不仅影响认知，而且还参
与认知过程，
认知是大脑、身体和环境相
互作用的过程。认清并处理好身心发展
的关系，
解放儿童的身体显得尤为重要。
生命是什么？对于儿童来说，生命
便是田野间、草坪上嬉戏的笑声，是操
场上拍打篮球、追逐足球、学骑滑板的
运动状态，是课堂上的沟通与对话、校
园里的动手与协作、博物馆中的新奇与
想象……生命的活力彰显在儿童这些
“动”的状态上，身心的发展也孕育在这
些“动”的活动和过程之中。但在现实
中，却有不一样的景象 。 在很多幼儿
园，屁股不能离开板凳甚至不能随便挪
动，
“ 小手背背后”甚至被编成儿歌来规
训儿童的身体 。拿成人这种反对“ 好
动”
“不安分”
“野性”的所谓标准和常模
来规定和限制儿童生动活泼的天性，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儿童身心的自然生长，
泯灭了儿童的个性和特殊性。而且一
旦活动空间被限制，身体及其运动便会
被限制，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会随
之被限制。
这种做法的认识论根源是身心分离
的二元论立场，片面地认为身体及其运
动只能发展肌肉和感官的灵敏性，与认
知发展无关。且心智发展的优先级高于
身体的发展，身体的发展是为心智的发
展服务的，甚至认为身体的运动是阻碍
心智的根源。
其实，身体不只为“育体”，更是认
知、情感和存在的基础。
身体不仅是其他活动的物理性和生
理性存在的基础，同样影响和参与着儿
童的认知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具身认
知理论认为，身体及其所在状态、身体
的感觉—运动过程是认知的基础。认
知过程是不可分的整体性活动，身体的
各个部分及其运动状态都会不同程度
地参与到认知的过程中。例如左利手
和右利手的实验就表明，这两类人对左
和右的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且改变
用手习惯会改变思维方式。也就是说，
身体的不同运动方式构成了对事物和
概念的不同认知，感觉器官和身体运动
参与了自我概念的构成，形成了高级认
知过程的基础。其实皮亚杰早就提出，

身体及其活动是感知的源泉，感知运动
阶段的身体经验是高级认知发展的基
础。儿童的心智天然具有具身性，尤其
是幼儿，他们开始并不能分清你、我与
世界，并没有主客之分，最初的活动中
幼儿的身体和环境是浑然一体的。因
此，儿童更多地通过身体和具身体验来
认识世界、认识自己。
儿童的情感等方面的发展也来源于
身体体验。感觉内在地与情感交织在一
起。且认知和情感也因身体而联系起
来，
并相互作用。一方面，
身体感觉产生
情感和情绪，认知的过程伴随着情感融
入，情感和情绪会进一步影响认知的过
程，
进而影响认知的结果。另一方面，
认
知的体验和结果所带来的情感感受，会
直接影响主体进一步的或接下来的认
知，
包括认知方向、过程和方式等。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人在世存
在的基础。心智寓于身体之中，身体寓
于世界之中。即身体及其运动、身体与
环境的相互作用，不仅仅是情感和认知
的基础，更是人之在世所有行为的存在
方式，是人之存在的基本方式。无论是
身体、认知还是情感等方面的活动，
都是
在儿童的身体与世界的直接相遇与建构
过程中发展的。这种环境不仅包含自然
的、物理的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更包括
人本身，他人同样属于环境中的重要一
部分。儿童的发展及其自我建构，正是
发生在这种身体与自然、自我与他人、自
我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活动之中的。
因为身体及其运动是儿童生活和存
在的本质，
所以儿童教育中要释放儿童的
身体，
让儿童
“动”
起来，
用自己的身体、
感
官和大脑去感知、去体验、去亲知这个世
界，
从而认识这个世界，
全面发展自己。
幼儿教育的主要目标本不应该是客
观、不变的知识，
而是生命本质的活动方
式，是在世之“烦忙”。儿童本该接近自
然、接近生活，让儿童回归生活世界，保
持并养成身体运动和活动的方式及习
惯，也是在为整个人生发展奠基。通过
让儿童回归身体、回归自然、回归社会、
回归本真的生活世界，让儿童通过真实
的身体运动、活动、体验、游戏去与自然、
与他人、与文化、与社会、与自己互动，
具
身化地融入、沉浸在学习、生活和生存的
现实环境和世界之中，
以提高身体素质，
促进心智和情感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
便是儿童的成长。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