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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你的大脑》是我继《教
育与脑神经科学》之后阅读的又一
部脑科学著作。应该说，这是一本
触及了学习与教育本质的思想之
作，阅读本书能够廓清对教育本质
的认识迷惘。作者引入了“神经工
效学”的概念。“神经工效学”是
研究人类工作中脑与行为的科学，
至今不过二十年的历史，但因为与
教育紧密相关，眼前俨然已成显
学。当然，这只是一部科普读物，
作者并没有作抽象深奥的概念定义
和理论阐释，而是为了便于普通读
者的理解，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
椅子比凳子更符合人类工效学。因
此阅读起来，也就轻松写意，颇能
领受“科学”的意趣。

每个人其实都是“奇才”

作者说，从事神经工效学研
究，就是改变世界，改变一个又一
个大脑，从而改变人的命运，解放
人类的精神生活。其实，对这个主
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
初，英国心理学家雷内·斯皮尔曼
就提出了“G因素”，这就是智商概
念的起源。我们总是惊叹，这个世
界有那么多的人天赋异禀。

在热门电视节目《最强大脑》
中，我们惊奇地见证：有人能通过
心算将素数除到小数点后第六十
位，有人用43秒的时间计算出一个
500位数的73次方根，可是脑科学
的研究却发现：运动员在进行训练
时，肌肉会越来越大；但一个人在
精神世界进行训练时，大脑的体积
却基本固定。那些所谓的“奇
人”，他们的大脑与常人无异：没
有更多的神经元，没有更大的面
积，没有更快的突触。不同在于他
们除了充分利用大脑区域之外，还
激活了内嗅区、海马区和小脑区。
也就是说，他们的“卓越”很少依
靠天赋，与“智商”无关，完全是
后天习得——在受到启发的情况下

不停实践的结果。作者形象地比喻
说，就像我们提一个水瓶，我们只
是用了一个“小指头”，而奇人们
用了整只“手”。老实说，这颠覆
了我既往的认知和理念。

正如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双手一
样——每个人都能制作一首交响
乐，绘制一幅杰作，制作一把小提
琴等，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充分利用
大脑的全部“潜能”。因为那些智
商平平的人也能成为奇才，贝多芬
双耳失聪成了伟大的作曲家，巴顿
成绩平平成了伟大的将军。最具传
奇的记忆竞技者之一的纳尔逊·的
里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
们：刻意练习，即便起步较晚，也
能超越“天分”，一个精心训练的
大脑具有怎样的潜力。

在作者看来，每个人身上都有
一个莫扎特，都藏着“高深”的技
能。大脑和手一样，所做的动作与
活动要比我们能做的动作与活动有

限得多，我们只用了我们大脑的
“10%”，我们需要解放自己的大脑：
所谓的奇才并非与生俱来，而只是在
成长的过程中愿意发展某种才能而
已。

现实生活中，有人愿意把时间花
在250站法国城市的卫星图像上，有
人愿意去识记抽象的数字和代码，有
人愿意去辨识不同的人脸和名号，等
等。因为热爱，他们愿意数千次重复
一个身体或思维动作，花费大量时间
在别人看来是“苦差事”的任务上，
当他们注意力高度集中，刻意训练连
续达到五万个小时的时候，他们就成
了“奇才”。

用黑客思维去学习

今天的教育方式产生于工业革
命，以工厂的意图为导向，其基本的
目的是生产出合格的“零部件”，强
调的是标准和规范，有意无意地忽视

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生命个体。
填鸭式教育模式也就应运而生：

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大纲和课程标准，
学生必须按照教学进度表的速度吞下
规定的一切，在这个吸收的过程中，
任何迟缓和折扣都会被淘汰。对动物
的填喂养成了脂肪肝，对学生的填
喂，养成了一个个“脂肪脑”。要知
道：学生不是等着被装的壶，而是需
要被点燃的火！

当教育败坏了学生的胃口，“不
得不去学校”就成了很多孩子的无奈
选择。“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
不出杰出人才？”现在我们明白：没
有热爱，就没有出类拔萃，就不可能
卓越。好奇心、兴趣和激情才是学习
和发现的根本动力。保罗·卢加里
说：一位消沉的诺贝尔奖得主还不如
一名狂热的新手。真是至理！

如果囿于教条不去改变，我们的
学校教育只能是死路一条。在本书
中，作者提出把黑客思维的理念融入
学校教育，从游戏中汲取学习的经
验。

电子游戏充分借鉴了斯坦尼斯拉
斯·德阿纳的学习的重要原则，展现
出其在神经工效学方面的优胜之处：
吸引并引导注意力；让人积极参与，
刻意练习；用奖惩鼓励试错，但不会
让人害怕和窘迫，尽管它们比学校更
多、更频繁、更夸张地打分；它们用
逐渐强化的任务来巩固游戏技能。游
戏鼓励长时间刻苦练习，以及一种

“有趣的卓越”。游戏降低进入的门
槛，抬高退出的门槛，因此为一切形
式的学习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结构。

教育必须唤起孩子们的“食
欲”，让他们对知识充满渴望。不应
强迫让大脑适应学校，应该让学校适
应我们的大脑。必须将快乐重新置于
学校的核心位置，在一所有益身心健
康的学校里，老师们感到快乐，因为
他们是知识的星级厨师，学生们感到
快乐，因为他们享受美味并学习烹
饪。这并不是说，人们在学校时不需
要付出努力，而是说，充满激情的努

力不是痛苦。

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

为了明白学校教育的本质，作者
创造了打分生活和真实生活两个概
念。对比中发现，学校把自我定位、
质疑权威、独立自主、团队合作等六
种品质变成“恶”，服从才是至高无
上的美德。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都
迫使我们去服从。每个人都在“努力
地适应模具，成为一个个合格的馅
饼”。作者感叹：人的一生，从生到
死，我们不仅没有离开过幼儿活动的

“围栅”，我们还创造了其他一些围
栅，思维的、政治的，我们向其出让
自己的自由。这自然大大束缚了人类
无限发展的可能，这也是无数“奇
才”骈死于槽枥之中的根本原因。

作者借用乔布斯的话告诫我们：
“不要将时间浪费在重复他人的生活
上。不要被教条束缚，盲从教条就是
活在别人的思考结果里。不要让别人
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最重要
的是，勇敢地追随你自己的内心和直
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了你
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其他一切
都是次要的。”

了解自己是每个人在生活中无可
推卸的责任义务。成功的人生就意味
着自己能掌控人生，接受、突出而不
是压制其特性。每个人都是变革的力
量，普通人一样可以改变生活、影响
世界，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划
出自己的生命轨迹。自己之外，没有
谁能定义你自己。正如伯顿所言：做
人性要求你做的事情，不要期待别人
的掌声；遵循自我规则的人活得最高
贵，也死得最高贵。

这样的阅读不啻给我们注射了一
针清醒剂，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
生。读完本书，我也渐渐明白：解放
自己的大脑，重新掌控自己的精神生
活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解放。

（作者系安徽省含山县第二中学
教师)

用脑科学廓清认知迷惘
——读《解放你的大脑》

吴贤友

新书速递

2014年秋季，响应上级文件精神，
我主动要求到农高区太和小学支教。
从没有农村教学经验的我，做好了充分
的心理准备。首先要忍受每天三个小
时的长途颠簸，其次是学生的基础薄
弱。到太和一周，我才感受到学生的弱
超出我的想象，不仅是学习成绩差，学
习习惯差，关键是学生没有一点儿学习
自觉性，家长几乎不管孩子的学习，全
靠老师“孤军奋战”。只有一年时间，如
何改变这样的状况？反复斟酌，我选择
了住校。把每天耽误在路上的三个小
时节约下来，就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针
对农村学生的备课与课件，有充足的
时间给学生全批全阅作业，有充足的
时间与学生谈心交流，有充足的时间
写教育博客，发表学生的习作……住
校的第一晚，我就在我的教育博客开
辟了“支教太和”专题。

住在太和，我每天工作近16个小
时。每天晚上空荡荡的校园、诺大的
教学楼，只有我一人。家人担心地
问：“害怕吗？孤单吗？”我坦然一
笑：“每天忙忙碌碌到深夜，根本没有
时间害怕；一盏孤灯相伴，没有寂
寞，只有充实……”克服宿舍无水、
蚊虫叮咬、夏天酷热、冬日严寒等困
难，我利用晚上充裕的时间，做了一
百多个教学课件，写了五万多字的报
告，记了近十万字的支教日记，把学
生近百篇习作打成电子稿登在我的教
育博客，让学生惊喜地看到自己的大
作“发表”出来……

支教日记记录了我把浓浓爱意糅
进日常教学，进行启智开慧的教育旅
程。针对学生不读书、课堂不动脑、学
习习惯极差的问题，我每天全力以赴，
千方百计改变学生的不良习惯，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养。通过每天给学生讲故
事，让学生爱上了阅读，远离了电视；通
过画红花、奖智慧星的方式，让学生课
堂学会倾听，学会交流；利用小组合作、
互帮互助的方法，激发学生积极动脑，
改变课堂“默默无闻”的现象；我以身示
范，树立榜样，方法指导，引领学生认真
书写；从基础抓起，加大阅读、写话指
导，孩子们的写话从三言两语到下笔几
百言；通过红花榜、纠错本让优生更
优、后进生进步；我因材施教，采用

“望闻问切对症下药”的措施发掘学生
潜能；主动给每个学生家长打电话了
解情况，家校携手共育良才……“教
学反思”记录了我备好每一节课、做
好每一个课件、上好每一节课、开设
吟诵课程的点点滴滴。“教育叙事”叙
写了我细心观察、关注每一个学生，
为促进学生学习成绩提高、良好习惯
养成的想法、做法与收获。“教育感
悟”是我对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异同
的思考，努力寻找均衡教育的支点。

“心情随笔”展现了支教路上、住宿、
任教等一个个或无奈、或心酸、或温
馨、或欢喜的镜头。酸甜苦辣都是回
忆，又何尝不是财富？

在我所任职的汶源学校，我的课
堂就对所有的教师开放，谁都可以进
我的教室听课，在太和学校仍旧如
此。上学期，许多太和老师与我不
熟，还只是在学校、镇教办举行的观
摩课上听我的课。下学期，同事之间
熟稔了，老师们就不打招呼地随便进
我班听课了。幸亏住校的夜晚，我提
前备好了课、做好了课件，白天的课
堂还比较顺利。而被我从粉笔末儿中

“扒”出来的电脑特好用，上网速度非
常快，课件图文并茂吸引了学生的注
意力，学生终于爱上了语文课。一年
来，学生从上课无一不做小动作到基
本能专心听讲，课堂从我的一言堂到
有一半学生能踊跃发言，从不会执笔
到多数学生能工整写字，从不会读书
到所有学生都能用普通话朗读，从读
故事都结结巴巴到“故事大王”层出
不穷……我对所教的二年级（2）班学
生倾注了真情，用足了力气。

认真上好每一节课，让学生每节
课都有收获，都有提高，让听课的老师
也不断受益。对于经过艰苦努力取得
的经验，我毫不吝啬地与听课老师交
流，最大限度地展示教改思路，毫无保
留地畅谈做法，从课堂上促教师专业提
高。根据学校、镇教办的安排，上学期
我一月一次专题报告帮助教师专业成
长：9月，为农高区所有语文教师进行
识字教学辅导；10月，为太和老师吟诵
培训；11月，为农高区年轻教师做专业
成长报告；12月，为太和老师做期末复
习指导。而这些报告都是我在住校的

夜晚一字一句敲打出来的。
住在太和学校，我的手提电脑是

一大功臣，备课、做课件、写反思、
写报告，给学生打习作。语文教学必
须注重孩子口语表达、写作能力培
养，多年的经验让我认识到，让孩子
们看到习作“发表”会大大激发孩子
说话、表达的欲望。在汶源学校，我
每天都看学生的写话本，佳作我会画
上红花再写一个“选”字，家长会当
晚给孩子把习作用电脑打出来发在我
们的班级博客上。我修改之后，再通
过电子白板在班内当范文学习，范文
作者非常自豪。榜样带动，学生的写
作积极性越来越高。但是农村的家长
对孩子的学习都不闻不问，更别说给
孩子打印习作了。孩子们会上网玩游
戏，却不会打字。我只有利用晚上把
学生的优秀习作打出来，发在网上，
白天课堂上用电子白板展示。当学生
看到自己的习作“发表”，被老师当范
文表扬时，听说还会被全国的小朋友
看到、学习时，一个个激动万分，写
作主动性增强了。我对支教的这班学
生最满意的学习表现就是习作，现
在，孩子们都不再为写作文头疼了，
什么话题都能写出二三百字。

为了鼓励学生，我自掏腰包买了
一百个本子、二十本绘本、几十张卡
片，奖励优秀、鼓励进步，并把他们
获奖的彩照登在教育博客里，让家
长、学生都看到孩子的灿烂笑脸、孩
子的成长足迹。孩子们不断受到激
励，学习有了主动性，进步飞快，仅
仅一学期，期末考试及格率就从一年
级的80%提高到100%，优秀率提高
了25%。暑期期末考试，孩子们更用
理想的成绩为我的支教生涯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平均分 90.44，及格率
100%，优秀率64.1%，全镇第一！

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短短一年
的支教生活，竟积淀成一册厚厚的书。

文章摘选自《好老师好妈妈教育
笔谈》（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韩立
菊是山东省特级教师，该书用案例、
故事、日记、书信展现了一位好老师
的工作轨迹、心路历程，一位好妈妈
对孩子的点滴欣赏、舐犊情深。

一年支教短 学生变化多
韩立菊

书摘精选

书里书外

《解放你的大脑》
[法]伊德里斯·阿贝

尔坎 著
刘莉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做教学设计是教师的日常工
作。有好的教学设计，才会有好
的教学效果。假期中，我看了美
国作者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
麦克泰格写的《追求理解的教学
设计》（第二版）一书，就教学设
计和如何学习本书，谈几点不成
熟的认识和思考。

第一，设计教学的立足点：
是站在学生角度，树立“以学习
者为中心”的思想理念。按作者
的话讲：“精髓聚焦在一个问题
上：我们如何通过教学设计，使
更多的学生真正理解他们所要学
习的知识……我们的教学计划该
如何制订才能使每个学生都能受
到知识的影响，包括那些缺乏经
验的学生、有较高能力但缺乏学
习动机的学生、能力稍逊的学
生、具有不同兴趣和风格的学
生。”

这些话我们读来并不陌生。
“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为主体”
“面向全体学生”“不让一个孩子
掉队”等这些类似的话，我们也
常讲。其实，我们讲的这些话与
书中所讲并没有本质差别。但思
考下来，书中给我们的启示是：
很多情况下，我们还是停留在口
头上，或是浅尝辄止、急功近
利，缺少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有效
的落实。

第二，设计教学的切入点：
是关注教学结果，借鉴“逆向设
计”的思维方式方法。书中“要
求设计者在开始的时候就要详细
阐明预期结果，即学习优先次
序，以及根据学习目标所要求或
暗含的表现性行为来设计课程”。
这种从结果出发，再反推回到教
学过程，是一种“以终为始”的
设计思路和方法。应当说，这不
是我们多数教师做教学设计的常
态。这为我们设计教学打开了一
个新的思路。

第三，设计教学的落脚点：
是让学生理解，要把“理解”作
为重要的教学目标和宗旨。作为

教师，无论传授知识，还是培养
能力，都必须以学生理解为目
的。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围绕

“设计”和“理解”两个不同但相
关的概念展开的。我们可以这样
来理解二者的关系：如果把“逆
向设计”看作是一个果，而“理
解”则是果中之核；如果把“逆
向设计”看作是一种理论，而

“理解”则是这个理论的灵魂；如
果把“逆向设计”看作是一种方
法，而“理解”则是这个方法要
达到的目标或实现的目的。这也
正如作者在书中反复讲的，“如果
理解是目标，那么教学设计必须
使得特定的知识和技能在解决问
题时有意义”。

第四，学在书内，也要学在
书外。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
麦克泰格自1998年起就将“追求
理解的教学设计”这一理念引入
了教育领域。20年来，他们一直
没有中断此项研究。这中间，又

“经过六年持续不断的研究和开
发”，“根据读者的反馈、自己的观
察，经过多次修改”才推出了我们
现在所见到的该书第二版。这种
坚持，体现的是敬业精神。两位作
者都在中学做过多年教师，也都
是资深的科研工作者。对这一很
有意义的改革成果，他们认为：

“这一改革视角既不是完全原创
的，也不是非常彻底的。这本书
与过去十多年里很多教育家、研
究员、改革家的观点有相同之
处。”作者这种坚定、执着的工作
精神，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
注重调查和实践的工作作风，学
习、尊重他人工作成果的工作品
格，还有客观看待自己工作成果
的科学态度，都是教育工作者，
特别是从事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应
有的工作品质。这种书外的东
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书内带
给我们的更珍贵，更值得我们学
习。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
学分校校长）

在教学中学习教学
——读《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朱靖华

好书荐读

《且读且思：高考作文满分得主的素
材积累》

白杏珏 赵慕宇 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以2014—2018年作文题的高频
关键词分为15个主题: 阅读、成长、自
我、道德、传统、现实、标准、法治、家
园、爱、美、创新、科技、变化、智慧，
一个主题一章，每章设有题解、素材辑
录、文本解读和应用建议栏目。题解，提
纲挈领地分析讨论主题关键词，提供思想
脉络；素材辑录，源自中国古代典籍、现
当代文学名著及西方经典文史哲著作，涵
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
学、人类学、科学等诸多学科；文本解
读，围绕素材与话题的关联展开，帮助读
者快速准确地理解材料；应用建议，简明
扼要地告诉读者如何正确地积累并使用素
材，结合高考真题，提供行文思路。

本书是特级教师丁如许及其团队在
《魅力微班会》的基础上努力创新，深化
微班会课研究的最新成果。书中精选了
60篇一线班主任的创新微班会课例，容
量10分钟，课课有新意。凝聚全国各地
一线班主任的智慧，传承魅力班会课的特
色。方向明确，设计巧妙，措施得当，效
果明显，故事精彩纷呈，情怀真切感人，
启迪学生心灵，助力教师成长，是班主任
的良师益友。

《创新微班会》
丁如许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
由雀巢童书奖评委会主席，惠特布莱德童
书奖、布兰福·博斯奖评审，依列娜·法
吉恩奖获得者朱莉娅·埃克谢尔主持编
选。她邀请世界各地30余位杰出的作家
与插画家共襄盛举，对人类历史上最优秀
的童书进行梳理，甄选了1001种被广泛
认可的童书，并加以解读与评介。

本书的撰稿人团队中有6位英国儿童
文学桂冠作家，4位凯特·格林纳威奖获
得者，6位惠特布莱德童书奖获得者及国
际安徒生奖、纽伯瑞奖、卡内基奖、布克
奖、卡夫卡奖等获奖者和众多畅销书作
家，以及文学评论家和教师。

本书作者为法国国民教育部部长，曾
任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校长、法国国民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学校的教育。本书
中，让-米歇尔·布朗盖捍卫了这一既充
满激情又不乏现实主义色彩的信念。他拒
绝一切教条主义，清晰地分析了整个法国
教育系统，借鉴了其他国家教育改革的经
验以及儿童发展科学的众多成果，给出了
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描绘出一幅未来学
校教育的蓝图。

《未来的学校——基础教育革新建议》
［法］让-米歇尔·布朗盖 著 刘敏

张自然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
朱莉娅·埃克谢尔 主编
中国画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