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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罗伯
特·J.斯腾伯格说，想成为世界的主
导力量，必须要培养具有创造性技
能、实践性技能，能够产生最重要想
法并能将其变成现实的人。仅仅只在
于培养记忆性技能、分析性技能的人
是远远不够的。

受益于《思维教学》的我，有幸
读到由宁波出版社出版的《成功智力
的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效能与成绩
（第二版）》一书。在书里，作者用
虚构的《灰熊的午餐》解释了成功智
力的概念：成功智力是指在生活中取

得成功所需要的一组综合能力。具有
成功智力的人会通过平衡地使用分析
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来
扬长避短，取长补短，适应、改造和
选择环境；用爱丽丝、芭芭拉、赛丽
分别代表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
实践性智力，从感性上解读三种智
力；用40个成功智力教学有效课堂
的范例，为我们集中阐述什么是成功
智力教学。

为分析性智力而教

分析性智力是成功智力的第一个
成分，是人们进行分析、评价、比较
或对比时所需要的能力。这种智力可
以有意识地引导思维加工，以找到解
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做决策，不
管是选择还是评估，都需要分析技
能。对问题解决的过程，斯腾伯格提
出了自己的一套问题解决技能。

首先，确定问题。合理地认识问
题的存在、确定问题的性质，不仅对
学习来说是重要的能力，在日常生活
中也是至关重要的。以培养分析能力
为目标的教学就是鼓励学生发现问题
和提出问题，而不仅仅是回答问题。
然后，配置资源。如果对资源分配合
理，问题就会解决得很出色；如果对
资源分配不合理，本身容易解决的问
题也可能解决不好。教师的目标就是
帮助学生确定什么资源可以用来完成
一项任务。

其次，理解问题和组织信息，提
出问题解决的策略。教师要鼓励学生
在解决问题前，先做好解题的计划，
鼓励学生深思熟虑，讨论一下解题策
略，而不要冲动地解决问题。还要对
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实施监控，对自
己正在做的事情了然于胸，对还没做

的事情也要经常核对。
最后，要评估问题的解决方案。

教师可以让学生评论自己和其他同学
学习中的优缺点，以此来鼓励学生进
行评估。

分析性思维可用于解决各种问
题，做出决策等。然而，许多教育者
似乎只在于培养学习者分析性智力这
一方面，很少甚至没有注意到人生的
成功恰恰在于另外两个重要方面，即
创造性智力与实践性智力。

为创造性智力而教

创造性智力是产生新奇而有趣的
思想的能力。它是人们进行创造、发
明或发现时所需要的能力。大多数教
师希望鼓励学生的创造性，却不清楚
如何去做。作者为我们提出了培养学
习者创造性智力的12种具体策略。
这些策略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管理者、
父母及想发展自己创造力的人。

当人们面对一个问题却不知道怎
么解决它的时候，最好重新界定问
题。当教师鼓励学生自己去定义和重
新界定问题时，其创造力才会提高。

有创意的人善于质疑假设，并且
最终能让别人也质疑这些假设。教师
应该将质疑作为课堂交流的一部分，
教会学生分辨哪些假设值得质疑，并
学会挑选值得质疑的假设。对学生来
说，知道提什么问题和怎样提问题，
比知道答案更重要。

教学中是否遇到障碍不是问题，
问题是，富有创造力的人在遇到障碍
时有没有毅力坚持到底。要提醒学
生，许多有创造性的想法在最开始都
没有受到重视，要对创新充满敬重
感，不要对别人的意见产生过多的顾
虑。只要学生努力去克服障碍，即使
不怎么成功，教师都要表扬。

要帮助学生成为有创造性的人，
教师应该鼓励学生接受模糊时期，并
且延长创意的磨合期，将不确定性与
进退两难看成是创造性活动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要相信自己具备总有一天
脱颖而出的能力，建立自我效能感。

为实践性智力而教

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遭遇失败。
实践性智力出色的人不是不会犯错
误，而是善于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
蹈覆辙。

作者提醒教师，应该注意以下19
个影响思维的障碍：缺乏动机，缺乏
控制冲动的能力，缺乏坚持不懈的精
神或太固执，运用了不恰当的能力，
不能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缺乏结果导
向，不能完成任务无法进行到底，难
以迈出第一步，害怕失败，拖延，责
罚对象不当，过分自怨，过度依赖，
消沉于个人困难中，注意力分散缺乏
专注，想做的事过少或过多，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分析性思维、实践性思
维和创造性思维之间失衡，自卑或自
负。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障碍并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力障碍，而是一些
实践障碍，也就是行动上的绊脚石。
但如果人们能够控制这类实践障碍，
就能够真正地发挥自己的智力优势，
并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针对这些障碍，作者主张：保持
高昂动机，控制冲动，专心致志，有
毅力但不固执；做事合理安排，勿忘
大局，适当的事情采用适当的办法，
将计划付诸实施；注重最终成果，有
始有终，做出承诺，承担风险；做事
不拖延，分清责任，善于应对个人困
难；增强自信，自立自强，不过度自
怨自艾。

最终还是要平衡三种智力品质。
生活中有些时候需要批判与分析，有
些时候需要创造与综合，还有些时候
则需要实际执行能力，重要的是要知
道在什么时候需要运用哪一种智力成
分。

《成功智力的教学》不仅仅是一
本参考书，也是一本关于如何在课堂
运用这些具体技术的入门书。这本书
是为所有教师而写，适合从幼儿园到
高中的教师，也适合大学教师。无论
是想改善自己的教学还是想提升自己
的评估技能，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
相应的方法。

（作者单位：天津市天津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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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国雄这本 《寻找语文的可能
性》一书翻了数遍，遣词熟悉，内容
共鸣，实实在在接地气，恍惚间以为
是自己十数年教育教学随笔。这本书
可以一气呵成地看完，现场感很强。
我对这样的文字充满敬意，并觉得作
者是难能可贵的，他似乎有意精简文
字，尽可能把话说明白，这实在不像
被我脸谱化的语文教师。

文学多诗意烂漫，印象中的语文
课，讨论过情感伦理人生命运，少有
把经济学摆上桌面。在《寻找语文的可
能性》这本书中，殷国雄讲《威尼斯商
人》会和学生聊高利贷，把《小狗钱钱》
《富爸爸穷爸爸》和桌游作为读写教学
的实践，这些，他不是首创也不是唯一，
但确实少有语文教师愿意花时间讨论
这些不够高雅悠远的话题。

生本位的选题难免需要迎合学生
口味，殷国雄并不擅长讨好，他有时
会有一种沉浸式的自我意识：他带着
学生走，自有人不跟，也有人走散，
他似乎觉得路再长一些，走着走着，
那些走散的人也会渐渐走来。

记得很久之前，殷国雄找我聊过
关于班级管理的话题，彼时我在一个
艺术见长的普高连续担任班主任多
年，生源谈不上多好，处境和殷国雄
有些共鸣。他抛出的观点俨然政治不
正确：他认为适当的惩罚是必要的。
而我当时自恃近十年的班主任经验，
颟顸回复：不需要。他追问，如何进
行管理？我搬出制度管理那套，把如
何讨论修订班级管理条例、如何招标
班级工作岗位、如何选举评测班级管
理委员会等等这套所谓“未来公民公
共生活”制度体系说了大概。

殷国雄那时已经对小组积分奖惩
有一些思考，虽然大概我们彼此都知
道，量化细化都不是真正的教育，但
对于我们身处的环境、面临的生源来
说，算得上有效的管理。

知其难者而行，直面问题，教
育，在生源不理想的普通中学才真正
发生。对于《寻找语文的可能性》记
录的教学展开困境，我深深明白，且
不说他期望的更高更深的挖掘，恐怕连
简单识记和叙述也是有些困难的，不用

多问便知，因为心有戚戚然。也恰恰是
这寻常而不可得，他还愿意蹲着守着等
着，竟也有了莫名的悲壮和伟岸。

有其高远者，已走远；留守者，
难免失之琐碎。形而上与形而下践履
结合而坚持着，可贵矣。

我曾和一位名校的班主任讨论过
某个班会的选题，这类公开班会，免
不了公共议题、家国梦或者远大前
程，讨论到瓶颈之时，我提了些建
议：是否不要一如既往地高大上，而
是切切实实地聊一聊学生自己最关注
最困惑的话题，类似情感、人际交
往、亲子关系等，这位前辈觉得，名
校的学生不当如此狭隘短浅，他们应
当思考更深远一些。

我们难免有这样的选题偏好，哪
些人群应当讨论哪类话题，一如当年

“肉食者谋之”的泾渭分明。但你可以
看到《寻找语文的可能性》，殷国雄给
学生的一些选题，从公地效应自由贸
易到打小报告，从穹顶之下到性教
育，社会问题或是爱情友谊，阳春白
雪下里巴人，实实在在没有任何标
签。所以，他的野心不在字里行间，
而在日拱一卒的教学实践。这本书，
如他所做的那样，早已超出“语文”
的范围。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诸暨高级中
学海亮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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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限制了学校的正常活动，老
师们纷纷把课堂搬到了“云端”，使学科课程
没有耽搁，但文娱活动等课程的实施仍有难
度。那么，备受学生欢迎的丰富多彩的校园文
娱活动能否搬上“云端”呢？深圳市龙岗区扬
美实验学校精心策划的“网络影视·戏剧节”
活动，较线下更有广泛参与面、更具互动性、
更别开生面，丰富和提高了学生的艺术创造能
力。这种线上开展大型文娱活动的经验，或许
能给教育者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影视课程与戏剧课程一直以来是扬美实验
学校的特色课程，深受学生喜爱，而一年一度
的“影视·戏剧节”是学校的重要节庆活动，
学校全员参与，也成了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今
年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尝试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网络影视·戏剧节”，设计了丰富多元的云端
活动形式，既是德育课程的延伸，也营造了和
谐、轻松的教育氛围，培养了学生的多元智

能。
在动员阶段，学校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了

多期影视与戏剧课程：亲子戏剧游戏介绍、动
画短片《发之恋》鉴赏课、音乐剧《猫》鉴赏
课、佳片推荐等，营造了影视、戏剧学习的氛
围，为活动的开展作铺垫。

本着学生全员参与的原则，学校设置了
相约歌声里——“歌声魅影”影视音乐剧歌
曲演唱比赛，配音特有戏——“声临其境”
影视片段配音比赛，创意乐活秀——“梦马
乐活秀”短视频比赛。其中，影视音乐剧歌
曲演唱比赛以提交演唱作业的方式进行海
选，小学组以学唱影视英语歌曲为主，中学
组以比赛指定音乐电影的视频演唱为主。影
视片段配音比赛通过模仿台词体会不同人物
的特点，提高学生的影视戏剧修养与配音表
演水平，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对
声音的控制能力。短视频比赛将趣味表演与
视频剪辑技术相融合，使学生在录制过程中
学会场景设计及画面构图艺术，有的作品甚
至呈现了特效，颇具创意。

随着比赛活动的深入推进，从海选到班级
复赛再到决赛，老师都及时确定并将信息推送
给参赛学生，分组建群对学生给予支持与指

导。直观形象的演示，调动了学生的创作热
情，明确了活动任务与程序，使技术难题化繁
为简、化抽象为具体，有助于学生理解与操
作。每个比赛都巧妙应用热门APP，演唱比赛
用“全民K歌”，配音比赛用“配音秀”，短视
频比赛用“抖音”，老师们用 CCtalk 上直播
课，通过“晓黑板”发布任务、发起讨论等。

每个学生都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自由参
赛，在网络舞台上展示自己。既简化了环节，
也丰富了评选途径，比赛面对的观众不再局限
于校内，而是走向了社会。

空中大赛场也增强了互动感。各科组的老
师多次开展线上直播会议，对活动环节流程进
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并进行了多次线上彩
排、优化活动，使活动直播时学生有更好的观
看感受与参与性。学校将录播与直播相结合，
以直播的方式保证现场的互动感，以录播的方
式把控现场节奏，二者结合优势互补。比赛时

前台主持、后台插件播放、演出联络、投票统
计、网络支持、录制节目等工作都进行了明确
的分工，更好地保证空中赛程的顺利进行。赛
程中，选手与评委进行同屏互动，结果即时公
布，制造出现场竞赛的氛围，将活动推向高
潮。

很显然，借助网络科技作为教学手段，使
扬美实验学校的“网络影视·戏剧节”如虎添
翼、精彩纷呈，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实现
了“扬美智慧云教育”课程体系的完美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校遵循“一切有利
于学生发展的资源、环境、文化皆是课程”的
课程理念，建立了丰富的课程体系，为线上各
类课程的进行夯实了根基。疫情防控期间上线
的美雅语文、超脑数学、趣味英语等文化课
程，德育、防疫、心理、劳动、科学等生活课
程，健康宅舞、音乐冥想操、绳操等体育课程
以及亲子观影、阅读、下棋等娱乐课程，均是
基于这样的坚实基础。

同样是上网课，扬美实验学校为其赋予
了更丰富的内涵。“网络影视·戏剧节”的精
彩举办，点亮了学生在家中的生活，同时也
说明校园大型文娱活动完全可以搬上“云
端”。在后疫情时代，线上教学活动的探索还
将继续，而未来线上线下结合的校园文娱将
更精彩。

（陈 理 叶凯伦 邓 萃）

深圳龙岗区扬美实验学校

云端文娱 德育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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