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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糟糕的教育：揭穿教育中
的神话》一书，笔者的心情很沉重。
这本书封面上所标注的“颠覆：我们
所认为的‘教育真理’，可能都是错
的”，其实并不过分。作为教育工作
者，我们很多人都曾经用其中的一
些教育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教
育学生、论证观点。比如“人类只用
到大脑的 10%”“孩子成长关键期”

“学习风格”等。但是，我们信奉了
多年的教育理论居然被证伪，这样
的感觉自然是很尴尬的。

《糟糕的教育》一书是由英国伦
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教育学者主编，
所收录的文章作者大多是全球知名
高校的教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方
面的研究者。正所谓术业有专攻，
这些研究者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
对那些所谓的“教育真理”进行了有
理有据的批判。

尽管本书中所引用的事例大多
以英国为主，但是教育具有一定的
共性，比如职业教育地位不如普通
教育，家长热衷为孩子选择好学校
等。因此，本书对我国的教育工作
者也有启发意义。

评价办学要走出“偏见”

家长千方百计让孩子上好学
校，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孩子有个好
成绩，这一点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父
母心”。书中《有“好”学校和“坏”学
校吗？》指出：当考虑到学校的社会
组成差异后，我们发现，只有 7%的
学生考试成绩归因于他所在的学
校，其他 93%归因于学校外部因素
的影响。这一点似乎难以置信，然
而事实确实如此，只要你去学校读
书，去哪所学校并不重要。学生的
学业成绩确实有所不同，但他们之
间的差距非常小，对绝大多数学生
来说，选择学校对他们在学校取得
的学术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
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会更显著。不
过，作者也指出，在重点私立学校，

高成绩学生的存在提高了班里其他
学生的成绩，原因是同伴群体，而不
是教学质量。

可见，学生在学校取得的学习
成绩，学校本身的影响不是很大，关
键还在于学生自己。如果能真正认
识到这一点，我国家长狂热的择校
需求或许会大幅度降温。

在很多人看来，学校按能力分
组开展教学，这样可满足不同学生
的学习需要，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绩。但事实并非如此，本书中

《学校能力分组》一文认为，经合组
织的研究不止一次发现，进行能力
分组的学校越多，学生的整体成绩
就 越 低 ，并 且 会 加 剧 社 会 的 不 公
平。作者认为，课程和教学形式的
调整、学校和教师的期望、教师的专
业知识以及同龄人的影响这些因素
综合起来能使能力分组对能力较高
的学生有益而对能力较差的学生不
利。为此，总的趋势是反对班级之
间进行能力分组。

作者认为班内分组是有积极意义
的。想要更好地运用班内能力分组，
应让同龄人共同协作，因为同龄人在
行为、动机以及态度上表现出带头作
用时，这些方法就能提高所有学生的
学习成绩。我们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
倡导均衡分班，不分重点班有助于促
进教育公平，是一个好政策。

开展教学要避免走“极端”

这本书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探讨，
比如传统主义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
非正式教育与正式教育孰优孰劣，计
算器和计算机对数学的影响等。

在《传统主义教育 VS 进步主义教
育》一文中，作者把传统主义教育者视
为传播者，把进步主义教育者视为发
现者，把界于两者之间的教育者视为
联结者。作者认为，极端传统主义或
是极端进步主义教学，对教学质量的
影响不大。学生从步入社会开始就业
起，就需要掌握知识和常规能力，而教
师的问题主要是要找到一个更为合理

的中庸平衡点，把知识和技能联结起
来，建立全面复杂教学系统的模式，这
才是真正有效的。可见，教师扮演好
联结者的角色非常重要。

在《非正式教育优于正式教育》一
文中，作者提到，现在很多人在正式学
习和非正式学习的争论上，焦点在于
关于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内在优越
性的主张。所以，有很多人指责校内
的正式教育不好，主张校外的非正式
教育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英国教育
标准办公室的评论比较客观：当计划
和实施都很好的情况下，校外学习对
提升标准和改善学生个人发展、社会
发展和情感发展贡献良多。这个评论
的潜台词背后，就是一些学校没能成
功领会户外学习能给学生带来什么。
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正
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要趋向协作而非
竞争。

现在，我国正大力推进研学旅行，
这样的校外学习模式是对校内教育的
一种补充。加强对研学旅行的研究，
让学生在校外的学习中有更多收获，
是非常有价值的。

为了让学生熟练掌握心算这一基
本技能，很多数学教师限制低年级学
生使用计算器。这一点，英国也有类
似的做法，甚至教育部部长还发过计
算器禁令。在《计算器坏，计算机好》
一文中，“计算器经常被视为学生计算
能力低下的罪魁祸首，而计算机则被
视为改革教育的天降神兵”，这样的观
点被作者的研究证明是错误的。作者
指出：提升数学课的一个好办法就是
把科技设备的使用视为课堂中不可分
割的部分。的确，无论是计算器还是
计算机，都是工具。如何把工具用来
促进学生的学习，考量着教师的教育
智慧。

促进学习要避免被“误导”

在“学习者”这一章节，本书所探
讨的一些教育神话，对于我国的教育
工作者来说都很熟悉，比如说左右脑

理论、多元智能、学习风格等。
在《左脑、右脑、大脑游戏和游戏

袋：教育中的神经神话》一文中，作者
就“我们仅仅使用了我们大脑的 10%”

“有些人是左脑思考者而有些人是右
脑思考者，每种人都需要一种不同形
式的学习指令”“在学习提高时期大脑
的发展存在关键期”“大脑训练能够促
进学习”等“神经迷思”进行了详尽的
阐述，可以让我们走出以往的误区，也
避免自己成为这类神话的传播者。

在《从固定智力到多元智能》一文
中，作者认为，许多在学校工作的多元
智能支持者已经不加批判地使用该理
论并设计了一些混乱课程。作者指
出，多元智能作为一种选择，它的合
理性是没有证据支撑的。所有的心理
测量和共同经验表明，一个人的特殊
能力都是以一种共同的一般智力因素
为基础的。但现实中，不少人认为这
些特殊能力之间是完全独立的，这样
就不客观了。作者认为，在一般智力
处理器支撑下的特殊能力构成了一个
阶级模型，它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合
理的人类智力结构。一般智力是能够
通过合适的课程干预得到提升的，提
升学生的一般智力应该是从幼儿园开
始的。

本书还对学习风格的滥用进行了
批判，建议不要随意给学生贴学习风
格标签，并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
明将学习风格评价投入普通教育实践
是可行的。因此，我们也要避免步入
同样的误区。

《糟糕的教育》 是一本非常值得
教育工作者阅读的好书，可以更好地
对原有的一些教育理论进行梳理，引
发深入思考，并让自己进一步形成批
判性思维，加强教育的定力。这也说
明，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多关注教育的
最新研究，尤其是脑科学方面的研究
成果，让自己不再被教育“伪理论”
所误导。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区教科所）

走出教育“伪理论”误区
刘波 教师荐书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爱为学问之
始。”确实，有了爱，才会有兴趣；有了兴
趣，才会有动力；有了动力，才会促成飞
跃。教育是生命与生命的碰撞，这碰
撞，靠的不是粗暴地呵斥、严厉地责罚、
机械地灌输，而是依据学生年龄特征、
心理品质以及认知规律的心与心的应
和。唯有形成了感情上的“谐振”，学生
方能自觉、自愿地对教师产生认同感、
亲近感，进而信其道。在一个春意融融
的上午，我一鼓作气读完了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的《全脑教学与成长型思维教
学：提高学生学习力的 92 个课堂游戏》
一书，对“爱为教育之始”这一教育真谛
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尽管“教无
定法”，一个聪明的教师，在选择授知的
方法、技巧和规律时，恐怕都会毫不犹
豫 地 在“ 激 趣 ”上 下 功 夫 。 如 何“ 激
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毋庸
置疑，一个快捷而高效的捷径就是遵从
该书作者的良告，进行游戏的设置。

首先，从课堂情境的营造来看，需
要用游戏来活跃氛围，点燃激情。“蓬生
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如果教师能千方百计营造出愉悦、
轻松、活泼的课堂氛围，铺设温馨、和谐
的学习情境，势必能调节师生情绪，迸
发思维火花，刺激认知意识，最大限
度激发他们的潜能，圆满达成教学目
标。反之，如果一个教师不注重课堂
氛围的营造，只“照本宣科”或者

“问答式”简单而粗放地授知，课堂上
可能就会出现无波无澜、静如止水的
局面，消极、低沉的情绪也许会潜滋
暗长，在此影响之下，一些“学困
生”也许会借机违犯纪律，制造混乱，
中断教学任务；还有可能造成师生关系
紧张，后续教学工作深陷“泥淖”难以
开展。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就
此谆谆告诫：“如果教师不去设法在学
生身上形成这种情绪高涨、智力振奋
的内部状态，那么知识只能引起一种
冷漠的态度，而不动感情的脑力劳动
只会带来疲劳。甚至最勤奋的学生，
尽管他有意识地集中自己的努力去识
记教材，他也会很快地越出轨道，丧失
理解因果联系的能力。”

如何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作者
借助马埃斯特拉夫人的游戏，作了形象

而生动的诠释：“在第一次上课之前，为
了提高学生的注意力，作为老师的马埃
斯特拉夫人特意设计了一个‘快速答
到’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她喊

‘同学们’，学生们则喊‘到’。她怎么喊
‘同学们’，学生们就怎么喊‘到’——游
戏的结果可想而知，不一会儿，教室里
就‘到’声如雷，笑声似潮了。‘快速答
到’游戏只花了马埃斯特拉夫人不到两
分钟时间，但她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学生们无一例外都开心地听从起她的
指挥来。”小小游戏，就磁铁一样牢牢吸
引住了学生的注意力。其中的学问，不
能不让人深思。

其次，从教师教学手段的多变来
看，需要用游戏来穿针引线，消解“审美
疲劳”。“教似看山喜不平”，打个通俗的
比方，教师的教学就好像领着学生观
景，高低起伏的山峦、疏密有致的花草、
长短兼具的鸟啼、宽窄不一的飞瀑等繁
复多变的景致，才会让学生眼花缭乱、
乐不思蜀。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离开
一个“乐”字，是绝然行不通的。正如古
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
中所提出的“寓教于乐”那样，不可否
认，贺氏的观点是来阐释诗歌作用的，
拿到教学中同样适用，“寓教于乐，寓学
于乐”，无论是教师的教，抑或是学生的
学，都要把“乐”字蕴含其中。“乐”字当
头，整个课堂方能意趣盎然，美不胜收。

何以为“乐”？在本书中，形象而生
动的例子数不胜数，从“镜像模拟法”即
可窥见一斑：“主讲的教师缓慢地讲解，
讲到密西西比河的知识时，就在空中做
出沿着河的轨迹从明尼苏达州下到新
奥尔良画虚拟地图的手势；讲到大写字
母时，就做出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
的手势，以示大写字母就是‘大的字
母’⋯⋯一个段落或章节讲完，教师马
上停下来，然后挑选学生扮演自己，模
仿自己的动作行为、语言表达方式，把
刚刚所学的知识现场宣示给其他学
生。”“镜像模拟法”简单易学，不拘场
地，不知不觉间，即巧妙置换了师生双
方的角色，从而化被动识记知识为主动
运用知识。这无疑让我们茅塞顿开，原
来课堂“生成力”的产生竟如此之简单。

最后，从学生活动形式的丰富性
来看，需要用游戏来打破传统，创新
出彩。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或者学
生提问，学生回答，或者教师命题，

学生合作研究，或者教师示范行为举
止，学生比照践行，诸如此类，固然
可行，但节节如此，学生难免熟视无
睹。听着听着，可能就心浮气躁了，
可能就“梦游”到了“爪哇国”。为了
使课堂焕发“光彩”，学生活动形式非
得丰富起来不可。丰富学生活动形式，
可以是辩论，可以是访谈，可以是演讲，
可以是“跟帖写作”，可以是“听写大
赛”，可以是课本剧表演，可以是“感动
班级人物评选”，更可以是书中精心设
计的诸如“智力足球”“突然袭击”“给艾
瑟里亚星球居民写信”“寻找傻瓜的猎
人”“脏话粉碎机”“悬崖蹦极跳”“张贴
海报”等游戏。灵动多彩的活动，使学
生的“感官”时时处于刺激之中，其学习
与行为习惯的养成，根本不用教师生
硬要求，便可自然而然养成了。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
的老师”，这句话虽然说得让我们许多
教师“伤神”，但是课堂上，当我们还在
为学生总是上课睡觉而一筹莫展时，当
我们还在为学生不顺从“旨意”大动肝
火仍无济于事时，当我们还在为学生测
试错得五花八门而愁肠百结时，当我们
还在为学生回答问题声若蚊蝇而束手
无策时，不妨静静地翻一翻这本书，一
番品咂过后，也许那些曾经让你辗转反
侧、不得其解的问题瞬间烟消云散。古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得好：“不要用强
迫的方式，而是要用玩耍的方式来让学
生保持学习状态。”为学生量体裁衣的
游戏，将会使你寻找到一把钥匙，一
把开启学生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作者单位：河南省邓州市花洲实
验高中）

课堂游戏激活学生思维
王文建

书里书外

《糟糕的教育：揭穿教育
中的神话》

[英] 菲利普·阿迪
贾斯廷·狄龙 主编

杨光富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中国模
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书，系付八军教授在其长期从
事创业型大学研究基础上的作
品。浏览该书，确如作者在引论
中所言：“选题上的时代性、切题
上的针对性、体系上的完整性、
论证上的逻辑性、语言上的流畅
性、内容上的全面性、方法上的
适切性、观点上的辩证性、结论
上的新颖性，可以成为本书的创
作特点。”

作为一个概念，创业型大学
是20世纪末由美国伯顿·克拉克
和亨利·埃兹科维茨两位学者率
先提出的。但是，创业型大学的
实践活动早已有之。普遍认为，
创业型大学的诞生，主要缘于知
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西方高校
办学经费的短缺，从而一些勇于
创新的高校突破传统的学术范
式，开始通过知识资本化的形式
筹措办学经费，并且实现了学校
的快速发展，典型的高校便是
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以及
华威大学。该书对于创业型大学
的论述，遵循了学界的普遍观
点，认为创业型大学的中国实
践，同样要以办学经费筹措作为
基本途径，摆脱高校对于政府过
度单一的物质依赖，努力开辟多
元化融资模式。

但是，该书对于西方创业型
大学的直接融资模式进行了本土
化的改造，使得该书呈现出来的
创业型大学中国实践模式，远非
筹措办学经费等显性的功能与作
用，而是以提升教学服务的实效
性与科研成果的应用性为基点，
赢得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
支持、赞誉以及资助，通过间接
融资模式实现创业型大学“自力
更生”这个核心特质。从应用转
型的维度论述创业型大学，既对
接了中国本土化的应用型本科建
设，也大大淡化了创业型大学的
商业色彩。当应用型大学真正能
够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应用型成
果生产来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赞誉以及资助，这样的应用型大
学也就自然步入创业型大学的轨
道了。正如潘懋元先生在该书封
底的评论所言：“应用型大学是中
国创业型大学本土化实践的必经
阶段，这个观点有利于推动传统
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从
而构建创业型大学的中国模式与
中国流派。”

从筹资角度而言，国内研究
型大学比地方高校往往更为重
视，也更引人注目。但是，该书
提出，中国建设创业型大学的主
体是地方院校。这也表明，该书
对于创业型大学中国实践的论
述，更多的是从大学转型与发展
而论述，寻找中国高等教育体制
变革的突破点。该书认为，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处在中国大学金字
塔的顶端，在政策、经费、生源
以及声誉等许多方面均处于明显
优势，让这些院校缺乏主动转型
的紧迫性与必要性；高职高专
受到科研水平的制约，在短期
内还不具备通过科研成果的转
移 转 化 实 现 学 术 创 业 ； 在 政
策、经费、生源等各方面受到
严重制约的地方高校，若要摆
脱对于老牌研究型大学的跟跑
状态再而实现并跑到领跑，必
须转换知识生产模式，从而最
容易选择创业型大学的发展道
路。地方高校能否通过创业型
大学实践实现弯道超车，必然
受到许多外在条件与内在因素
的制约，但毫无疑问是中国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的一次破冰之旅，
值得探索与实践。

总之，该书新见迭现，又能
逻辑自洽，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
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与方向性
的高度上，赋予了创业型大学中
国模式的新内涵与新使命，是国
内学者研究创业型大学理论无法
绕开的一部力作。当然，作者纵
有千虑，也难免有瑕疵，希望各
位读者带着批判性的眼光阅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
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远非融资功能的
中国特色创业型大学

——评《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中国模式研究》

洪成文

好书荐读

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要立足经
典的根，追寻文化的魂。值得庆幸的是，
现如今更多的学校都已将诵读经典、传承
文化作为孩子成长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
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选择科
学、适切又富有价值的经典读物？让学生
在诵读经典的同时，收获身心的成长。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蒙
学慧读——三字经》 就是这样一部集经典
性与生活性、教育性与导向性、知识性与
趣味性于一身的经典读物。编著者是雪梅
与雪华姐妹俩，她们既是家庭教育的学
者，又深耽于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教育。姐
妹俩在深入研究优秀经典著作的基础上，
从自身的育儿经验与教训出发，投入到这
本书的编写中，希望帮助更多像她们一样
的家长，在陪读过程中能便捷又科学地陪
伴孩子一起学习优秀的传统经典文化。

《三字经》 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
其内容上，取材十分广泛，涵盖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
人伦义理等方面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
的浓缩；其格式上，三字一句，朗朗上
口，因其通俗、顺口、易记等特点，与

《百家姓》《千字文》 并称为中国传统蒙学
三大读物，合称“三百千”。读 《三字
经》 就可以辅助儿童概览中华文化之全
貌，在获取新知的同时萌发智慧、滋养兴
趣、涵养人格。

这本 《三字经》 导读不是简简单单的
原文再现与逐字逐句的翻译，全书的体例
与内容无一不蕴含着两位编著者的独具匠
心。按照 《三字经》 的行文顺序与内容结
构将全书划分为重教育、重常识、重经
典、重历史、重勤学五个部分，每部分内
容又按语句做出更加细致的内容划分，如
此系统又细致的编排既方便读者的查询与
检索，又将全书概况呈现出来。这本书编
排设计的一些板块也十分贴切：释义部分
采取意译的方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原
文进行解释，贴近现实生活，更易于儿童
的理解；拓展部分提供了贯穿在原文中或
是与原文内容相关的一些补充资料，在帮
助读者深入理解原文含义的基础上适当拓
宽知识面；事理部分以简短的文字提炼原
文与拓展内容的内涵，这是总结亦是升
华。一方面为家庭教育提供启示，另一方
面也为孩子提供道德与品格上的引导，是
本书教育性的直接体现。另外，本书还随
文附上了一些插图，辅助识字量较少的幼
儿理解文意，增添了不少童趣。本书在编
写体例上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适
应读者在学习 《三字经》 时的思维习惯，
着力应对读者可能产生的在含义理解上的
困难与知识联系及拓展等方面的需求，适
合有蒙学教育需求的家长以此为范本陪伴
儿童进行学习，同时也适合有一定识字量
与阅读基础的学生，以此为课外读物供经
典文化学习之用。

《三字经》 原文虽只有寥寥上千字，
但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与深沉的思想，可谓
微言大义。它所渗透的内容与承载的思想
不可为不盛。且由于时代所限，其中必然
涉及一些落后的不适合学生了解的内容。
因此更需要从中甄选适合孩子们学习与记
诵的精华内容，并进行精心编辑、诠释、
扩充与升华。

尽管本书多是对经典内容的择选，给
编著者的自我发挥余地有限，但也能在字
里行间感受到编著者的文思与智慧。首
先，这本书的立意很高，定位在为孩子启
迪智慧，荡涤精神。编著者以兴味盎然的
小故事为孩子们讲述着浅显易懂又深刻隽
永的道理，教他们明善恶、辨是非、知良
莠，让他们在中华优秀经典文化的熏陶与
浸润中，收获身心的成长。其次，拓展部
分呈现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的领域极为
广泛，不仅有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神话
传说、成语故事等教育性故事，也包含了
一些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科学常识、传统哲
学概念、农业生产常识等，打破学科间的
壁垒，将多元知识有机融合，实现一定程
度上的跨学科融合。由此学生的知识面也
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拓展，视野也更宽阔
了。再其次，编著者最大限度地对原文内
容进行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我为
主，为我所用”式的解读。譬如编著者将
腐朽狭隘的“人伦义理”“三纲五常”“五
伦十义”等拓宽至更加宏观的意味，从互
相尊重与互相理解出发，结合当代生活实
际，作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再如编
著者对女子教育的解读更是一大亮点，超
越了教育本身，彰显出女性作者的独特视
角与优势。

这本书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小册，却倾
注了两位编著者的心血，无论在编排和语
言上，还是在内容和思想上，都十分适合
孩子阅读与学习。这本经典文化的入门级
读物，足以敲开孩子心中追寻经典之门。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立足经典之根
追寻文化之魂

杨星宇

教师书房 《全脑》 书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