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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探究教学可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
发展，因而在科学课堂中备受关注。然
而，笔者发现，由于真问题的缺失，使
得探究教学在实践中逐渐异化为假探
究。

我们在一些物理或化学的课堂上，
经常看到一些教师安排的探究环节，学
生只需要按照教师指定的步骤进行操
作，记录实验现象，并得出相关结论。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未能充分
体现，他们只是机械地按照教师的要求
操作而已，所谓的“实验探究”只不过
是“实验验证”。

探究本质上是调动高阶思维去解决
答案未知的问题。正如布鲁纳在《教育
过程》 一书中谈到的：“无论哪里，在
知识的尖端也好，在三年级的教室里也
好，智力的活动全都一样。一位科学家
在他的书桌上或实验室里所做的，一位
文学评论家在读一首诗时所做的，正像
从事类似活动而想要获得理解的任何其
他人所做的一样，都是属于同一类的活
动。其间的差别，仅在程度而不在性
质。”可见，探究的含金量体现为问题
解决过程中高阶思维的参与，此为“真
探究”之“真”所在。探究的过程可以
有实验，但有了实验并不能保证一定发
生了真探究。

问题是探究的基础，探究活动无时
无刻不紧密围绕着问题而开展。在专家
眼中，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著名科学家
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在 《物理学的进
化》 一书中写道：“提出一个问题往往
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
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
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
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
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
真正进步。”没有像样的问题就没有科
学家的探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无从谈
起。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应该是真探究，
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也能称得上是真问
题，且这些真问题多半具有很高的复杂
程度。专家的探究与学生的探究具有类
似的性质，那么倘若希望在科学课堂上
发生真探究，一定要让学生面对真问题，
对假问题开展的所谓探究，只能沦为假
探究。

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的问题，不在
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哪怕只有一两个真
问题，也远远胜过一大堆假问题。著名
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
中写道：“提问就是进行开放。被提问
东西的开放性在于回答的不固定性⋯⋯
每一个真正的问题都要求这种开放性。
如果问题缺乏这种开放性，那么问题从
根本上说就是没有真实问题意义的虚假
问题。”言下之意，真问题的答案对于
个体而言应该是未知的、尚不确定的。
反之，如果答案已经或者能够轻易知
晓，这样的问题就不是真问题。

学生探究的真问题首先应该立足于
课程标准与教材的要求、学生的学情
等，除此以外，真问题之真至少蕴含着
两个基本要义。

一是真实的情境。真探究所围绕的
真问题应该具有真实的问题情境。它既
是探究活动顺利开展的平台，也是展
现、提升以及评价学生学科素养的载
体。在杜威的“教学五步法”中，排在

“真实的问题”之前的就是“真实的经
验的情境”，足见真实情境的重要性。
教师创设真实情境所选取的素材来源于
多种渠道，既可以是学生日常的学习生
活经验，也可以来自与社会生产生活相
关的话题，还可以取材于学科发展史和
学科研究前沿。

二是真实的障碍。心理学一般认
为，问题就是“在给定状态与目标状态
之间存在某些障碍，需要加以克服的任
务情境”。真问题的给定状态与目标状
态之间必定存在着某些障碍，且个体只
有调动高阶思维才能将其克服，只不过
这种障碍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判断它是
否客观存在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
是因时、因人而异。例如探究电流、电
压、电阻之间的关系，在欧姆定律提出
以前，该问题即便对于物理学家也是一
个真问题，但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
下则不然。现在它对于未曾接触过该知
识的人来说是真问题，但对于已经掌握
电学基本知识的人则基本算不上真问
题。

因此，科学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
需要深思熟虑，对问题或学习任务精雕
细琢。只有打造出适合学生的真问题，
才能让真探究回归科学课堂并大放异
彩。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

真探究呼唤真问题
诸芫泽

中国古典诗文中，言春秋多，言夏
冬少。独特的时间意识，决定了古人
的审美趣味常常限定在“伤春”或者

“悲秋”，对于火热的夏天与严寒的冬
季关注相对少得多。这是中国古典文
学的幸运，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遗
憾。然而，屈指算来，还是有一些雪穿
透千年的云雾，纷纷扬扬洒落下来。

那返乡的戍卒，唱道“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江
畔的屈子，吟道“霰雪纷其无垠兮，云
霏霏而承宇”；那狂放的太白，高歌“燕
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那
沉郁的老杜，眷念“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那边塞的岑参，发
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那应试的祖咏，默念“终南阴岭
秀，积雪浮云端”；那借宿的长卿，喜道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那公正的
梅坡，判断“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
梅一段香”；那痴心的张岱，记下“湖上
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
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当然，还有大唐帝国元和二年的那
场雪，落在了永州司马柳宗元的文字
中，那就是统编语文教科书小学二年级
上册中的《江雪》。《江雪》一出现，就以
其孤独傲岸的审美趣味，建立了具有教
科书级别的美学品格示范意义。

进入文本的最佳路径，我们认为
是时空结构。柳宗元的《江雪》一诗，
从结构上来说，空间建构特别值得注
意。

“千山鸟飞绝”，诗人的目光仿佛
在山野之间游观，这样寒冷枯寂的世
界中，一无所有，连鸟都不愿光顾，更
别说留下一点指爪的痕迹。一个“绝”
字，道尽多少冷清，多少寂寞，多少凄
凉。鸟类的喧哗、往日的生机、生命的
灿烂，像时光一样全都消逝而去，只剩
下沉默的群山兀自屹立。

千山如此，那么万径呢？我们注
意到，从第二句开始，诗歌的空间开始
从广阔的“千山”，缩小到具体的“万
径”。空间的变化，意味着诗人的目
光，由游观变为细察。假如套用电影
的镜头语言，首句是全景，次句则是中
景。千山鸟飞绝了，万径人踪还在
吗？人的意志，应该更强大吧。我们
本来还有所期待，但是一个“灭”字，连
这最后一点念想也灭绝了。多少人向
往野趣盎然的山林，多少人憧憬大雪
纷飞的世界，但是一当涉及现实的泥
淖和严寒的威逼时，人们就裹足不前
了。面对风雪严寒，你能踏出脚步
吗？由知到行，从美到真，其实是需要
勇气和力行的。

就在这鸟飞绝、人踪灭的千山万
径之中，却突然跳出一舟一人，简直是
石破天惊。不是说人踪灭吗，怎么又
有了人？而且还是披着蓑衣戴着斗笠
的渔翁。前面的人踪，其实是泛指普
遍意义上的芸芸众生；后面的渔翁，则
另有所指。他可以是真的渔翁，也可
以是寂寞的隐士；可以是贬谪的骚人，
也可以是蹭蹬的士子。无论他是谁，

反正，在这天寒地冻白雪皑皑千山万
径之中，只有他出现了。我们若说他
是一个大写的人，也不为过吧。没有
一定的勇气和性情，他不可能出现在
这里。人的出现，让这幅图景获得了
生命，获得了意义，获得了解释的可
能。

从空间上来说，由千山到万径到
孤舟到渔翁，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狭
仄，仿佛镜头不断向前推进，直至聚焦
在孤舟上的蓑笠翁；但是景物的密度
却越来越大，越来越紧致。是人的重
量，将千山万径给压住了——自然之
中，人是最重的。所以，在空间和体量
上，人是最小的；在密度和功能上，人
却是最大的。诗人给孤舟上的渔翁一
个大大的特写。

令人惊喜的是，空间变化并没有
止步于蓑笠翁，尾句“独钓寒江雪”又
翻出新的层次，空间再次由小变大。
人的出现，给大自然带来了活动：渔翁
在独自钓鱼。天那么冷，雪那么大，他
真的能钓到鱼吗？看来他并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什么呢？山水吗？他钓的
似乎又不只是鱼，是寂寞，是孤高，是
傲岸。而且，他是在“寒江雪”的大背
景中钓鱼。一个小小的渔翁，在天高
地迥、山长水阔、天寒地冻、白雪无垠
的自然舞台上，书写着自己的“寒江独
钓图”。如果说前三句是镜头不断推
近的话，那么最后一句又将镜头拉远，
人重新成为自然中的一个点。然而，
这个点却点燃了整个画面。

这首诗的空间结构，从大到小，又
从小到大，转换得特别奇崛。

我们再来看这首诗的章法。从章
法来看，这首诗名为《江雪》，开篇以来
却始终不见“雪”字，直至全诗结束，才
点出“雪”来。虽不言雪，却无处不是
雪景：若非大雪数日，何以百鸟匿踪？
若非雪深数尺，何以人迹罕见？若非
飞雪连天，何以寒江“独”钓？雪，仿佛
是一个魔术师，安排了这一切。直到
人的出现，雪才被逼现出原形。对于
渔翁来讲，雪景不过是舞台背景。雪
景的广阔，恰恰反衬出渔翁的孤傲与
不屈，反衬出人类意志的伟大。

《江雪》的空间结构和章法，营造
了一种峭拔的意境。满江的飞雪，终
究敌不过渔翁的傲岸情怀。这是一个
怎样的渔翁啊？

我们自然会想到，渔翁正是柳宗
元 的 精 神 化 身 。 唐 贞 元 二 十 一 年

（805），柳宗元参与了王叔文倡导的
“永贞革新”。这次改革朝政只持续了
146 天就以失败告终，柳宗元也因之
被贬到湖南永州。《旧唐书》《新唐书》
说柳宗元“履蛮瘴之地，自放于山泽之
间，每有郁结，则寓诸文字，览之者无
不为之凄恻”。柳宗元每日与朋友“上
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
不到”（《始得西山宴游记》）。他感叹
小 丘“ 连 岁 不 能 售 ”（《钻 鉧 潭 西 小
丘》），内心自然是愤懑的。《江雪》的创
作，就是柳宗元作于贬居永州之时，其
中蕴含着比兴与寄托。人们大多喜欢

春夏、花朝、清明，冷落秋冬、月夕、雨
雪。那飞雪连天的寒江，又岂是常人
能够消受，非有大意志、大情怀之人不
能领略。渔翁，没有选择热闹温暖的
世界，他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想随世俯
仰，与世浮沉。他沉浸在这个“凄神寒
骨，悄怆幽邃”的冰雪世界，他拒绝妥
协，他以自己的行动来明志。在渔翁
身上，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柳宗元的人
格力量和审美趣味。而审美趣味，其
实是人格境界的反映。一曲寒江独
钓，点亮了古今多少孤独傲岸的心灵。

《江雪》这首诗虽然只有 20 字，语
言上却颇见锤炼功夫。若把全诗的首
字拈出，分别是“千”“万”“孤”“独”，这
四个字两两相对，绝妙！千，状山之连
绵；万，写路之纵横。孤，写舟之渺小；
独，写人之坚毅。“千与万”，又和“孤与
独”，构成了一种张力。文本的张力，
造成了奇妙的审美效果。原来，孤独
也可以这么美。

在格律上《江雪》也有讲究。“千山
鸟飞绝”与“万径人踪灭”对仗，“孤舟
蓑笠翁”与“独钓寒江雪”对仗。后者
当然不是严对，而是宽对。诗的用韵
也很奇特。王力说“近体诗以平韵为
正 例 ，仄 韵 非 常 罕 见 ”（《汉 语 诗 律
学》）。这首诗押的不但是仄声韵，还
是仄声中的入声韵。“绝”“灭”“雪”，为
入声九屑韵。入声字读来短促激昂，
很适合表现压抑愤懑的情绪。这点也
是值得注意的。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学院）

寒江独钓凌千古
——谈谈柳宗元的《江雪》

方麟

2018 年儿童节当天，山东省委书
记刘家义到济南市市中区爱都小学看
望慰问师生。他看到孩子们特别精神
可爱，就走进孩子们中间，和孩子们一
起玩起“滚铁环”的游戏。刘书记娴熟
的动作博得孩子们阵阵掌声，有的孩
子大声夸奖“爷爷你真牛！”有的还跟
爷爷比赛起来⋯⋯

这就是爱都小学可爱的孩子们。
过去他们是一些见人害羞甚至自卑的
留守儿童，现在他们在任何场合下、任
何人面前，都是落落大方、自信满满。

这些留守儿童的变化得益于爱都
小学“新童年教育”的实践研究。

让自然走进课堂

爱都小学地处济南市城乡接合
部，这个社区的居民大多是进城打工
的人群，但是这里树木茂盛、山水如
画、鸟语花香，这些正是开展生活教育
的难得的自然资源。记者走进爱都小
学，看到一群孩子正围着一棵树指指
点点，几个孩子趴在树下兴奋地比划
着；花坛边，几个男孩边议论边往本子
上写着什么⋯⋯这是植物兴趣小组在
进行“观察行动”。

跟着几个孩子走进大厅，“春天的
气息”就扑面而来：一幅幅落花制成的

标本画、一张张用花瓣装点的书签、一
块块敲拓染出的有春天气息的手帕挂
满整个走廊。教室里，用彩泥和树枝
创意制作的作品更是让人惊艳，那一
棵棵绚丽多彩、生动形象的“树花”，让
人仿佛进入世外桃源。

周末，孩子们带着花仙子游学单
有备而去，走进春天与花仙子约会。
在山野中，孩子们不像平日春游一样
撒欢奔跑，而是一个个聚精会神地数
数花瓣、找找花蕊，画下春天的色彩，
回来之后，进行写绘讲述。

就这样，课程与孩子们的生活关
联在了一起，那么自然，那么和谐，无
需更多的语言去讲解，因为缤纷的花朵
装扮了孩子们的眼睛；无需更多音符去
诠释生活的真谛，因为鸟语虫鸣就是最
好的课件；无需更多的色彩去调动孩子
的已有经验，那些都是生硬的，因为漫
山的嫩叶、飘香的花朵已经把大自然
描绘成一幅活生生的画。

从发现到融入到体验，孩子们和
春天融为一体。教室内外、校内校外
融为一体，生活就这样自然地走进了
课堂⋯⋯爱都小学吕华校长说：“新童
年教育的课程建构就是基于儿童的成
长需要，从儿童视角出发，又回归儿
童，打破学校与社会的壁垒，让生命自

由地舒展，让世界自然地融入孩子们
的学习中。”

让学习随时发生

今年中秋节这一天，水滴班的奥
博特别开心地带着奥利奥饼干来到了
学校。原来他们通过阅读绘本《爸爸，
我要月亮》、诵读儿歌、科学老师讲解
月相变化之后，要用奥利奥饼干进行
月相秀的制作。

小组成员对照图片认识了不同时
期的月相，合作完成月相图。可以舔
一舔、扭一扭的奥利奥饼干在小水滴
们的口下变身月相图。一个没舔好吃
掉它再舔一块，最后再吃掉剩余的饼
干，在吃吃玩玩中学生就了解了月相
知识，真是好吃又好玩的课程。

由于所带奥利奥口味不同，有奶
油味的，有草莓味的，有巧克力味的，
所以有的小组还出现了彩色的月亮。
这期间小水滴们互相帮助认识月相、
互借饼干，是一次有意义的合作。

可爱的小水滴们还舒展着身体演
示月亮的圆缺：有的用双臂表现，有的
用手指表现，还有的两人合作完成。

“看，学习就这样发生了，可是孩
子们根本不觉得这是学习。”老师们这
样对记者描述着。

“学校选择了节日和民俗这样的
切入口，让学习与生活发生密切联系，
尽可能多地利用身边资源学习。开学
第三周，就是中秋节，以前，我们在这
一天也会带着孩子们做月饼、赏月、诵
读诗歌，但这些活动都是孤立进行的，
和主课程、主学科没有深度关联。现
在，当我们把中秋节作为课程来做的
时候，中秋就具有了教育价值。”葛静
萱老师说。

让教育真实可感

对于刚刚走出幼儿园的小朋友，
特别是“留守儿童”来说，上小学不是
件轻松的事情。学校是什么样子？老
师会喜欢我吗？有我认识的小朋友
吗？带着这一串串的疑问，孩子们独
自走进校园，开始了探寻之旅。每一
个新生胸前贴着班级标志，在进入校
园的路途中通过寻找地上的标志，寻
找自己的教室。

突然走廊内传来了一个小男孩的
哭声，原来他刚随着爸爸妈妈从老家
来到济南，因找不到自己的教室哭了
起来。泽辰闻声赶紧从教室走出来，
看到他胸前的标志，和自己的一样，立
刻安慰他说：“别哭了，咱俩都是青竹
班的，我领你进来，中午你就能见到妈

妈了。”边说边掏出纸巾帮他擦眼泪，
主动坐在他旁边，成了同桌。

这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孩子啊！
开学典礼上，吕校长向全校同学讲述
了这个真实友善的故事，并隆重地送
上带有亲笔签名的礼物——给善良的
泽辰 《我是霸王龙》，送给浩浩 《勇
气》，并告诉大家“勇气有很多种，
有的令人敬畏，有的平平常常，总之
不管哪一种，勇气就是勇气。勇气是
你有两块糖，却能留到第二天⋯⋯”
这是该校在入学教育时进行的“自信
教育”。

教育在生活化的课程里就这样自
然而又真实地发生着。课程浸润着生
活，生活中交织着课程，形成生生不息
的教育生态，这也是学生未来生活技
能的操练场，是学生未来人生阅历的
实习地。

爱都小学的每一间教室都是独一
无二的，糖果班、小水滴班、火苗班、
满天星⋯⋯一个个富有童趣而又有内
涵的昵称深受孩子们的喜欢。这里处
处充满着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释放。
在包班老师的陪伴下，每一个孩子都
散发着自己的七彩光芒，这样的自由
呼吸的生命如何不润泽！这，就是新
童年课程的魅力！

为生活重塑教育
——济南市爱都小学“新童年教育”纪实

本报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吕华 葛静萱

清明节前夕，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前红流
涌动，队旗招展，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的师生子们来到这
里祭奠英烈并举行传承红色基因“英雄中队”授旗仪式。

左图 学生们向雨花台烈士陵园敬献花圈。
下图 郭纲琳烈士的后人郭常根来到活动现场并向

“英雄中队”授旗。
丁海洲 陶燕虹 摄

清明前夕祭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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