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贤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一直被奉
为圭臬，武汉市江汉区前进二路小学为不同基础
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布置难度不同的作业，分层
次地辅导，这一尝试无疑是“因材施教”思想的延
续，但“分层次作业”能否真正让学生受益，能否
走出一地一校的实验，得到大面积的推广，笔者
并不乐观。

“分层次作业”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
先，老师必须对所教的学生有全面而充分的了解，把握每一位学生的
学习能力、学习状态；同时，他们还要吃透教材，吃透习题，知道如何对
作业进行科学地分类。 这样一来，布置作业的工作量增加，批改和辅
导作业的任务也相应加重。 新闻中，前进二路小学的“分层次作业”出
现在武汉市“小班化”教学研讨会上，可见，“分层次作业”更适合“小班
制”教学，若是班级人数众多，负担几何级增长，老师将难以承受。

再则，“分层次作业”强调自主选择，自主学习，笔者无法相信，年
幼的小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在哪个水平，需要选择哪一个层次的作
业。 今天的小学生课业已经相当繁重，不排除他们之中有人逃避难度
更高的 B类和 C类作业，把简单、省事的 A类作业当作首选。 若是如
此，“分层次作业”也达不到其想要的效果。

“分层次作业”看上去很美，但它阻力重重，而其中最大的阻力来
自根深蒂固的评价体系。 且不说高考、中考，我们的大部分小学，在考
试时都是同一张试卷，同一套考题，在“分数高者胜出”的语境下，学
生、家长、学校都希望能“拿高分”。 很明显，“分层次作业”没有办法让
每一位学生得到同等的训练，只做了 A 类作业的孩子，很可能在考试
时失掉高分难题。 被“人人平等”的分数胁迫，又有多少孩子和家长能
够做出“自主”的选择？

实际上，笔者并不反对“分层次作业”的大胆尝试，但通过“分层次
作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未来的路还
很长。 个中阻力我们心知肚明，但冲破藩篱，智慧和勇气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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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娅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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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李阳春 羊羹虽美众口难调，学

生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在传统的一刀切的作业方式下，往往导
致一些学生要么因学力不够“吃不了”，要么因为学有余力“吃不
饱”，而“分层次作业”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学习能力与兴趣选择难度适宜的作业， 将不再视作业
为畏途，能很好地实现“光盘行动”。 让学生自主选择哪类作业而
不是固定于某一类型，是对他们的尊重，又怎会沦为学生的身份
标签呢？

@ 读者陈攀峰 A 类作业是基础题，B 类作业是稍难一些的
题，C 类作业是质疑题，需对一些知识提出自己的疑问。 在当前
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 相信更多的家长唯恐自己的孩子学得不
够多，C 类作业当仁不让地会成为大家的首选。 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说，“分层次作业”可能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基础类的
A 类、B 类作业“无人问津”，难度较大的 C 类作业最后却成为大
多数学生的“标配”，“分层次作业”难免会遇到这样的尴尬。

@ 读者刘斌 布置作业，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创新。“分层
次作业”有利于自主学习，培养自主能力。 在同一个班级里，学生
的认知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学生自主选择作业，满足了各层
次学生的需要。 培养和发展了学生的主体意识，为学生提供自我
表现的机会，给学生以展示创新意识与能力的空间，变“要我做”
为“我要做”，让学生成为作业的主人、学习的主人。 不同层次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都得到提升。

@ 怀化市会同县王家坪村明德学校林春“分层次作业”有效
地避免了潜能生在面对一些高难度题目的时候，自信和积极性受
到打击。 就像笔者所在的农村中学，学生基础十分薄弱，优等生和
中等生偏少，大部分都是潜能生，其中不乏智力有所欠缺的学生。
在面对各种学生的时候， 必须保证作业要让所有学生都能动手，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课后抄袭作业的情况，也才能增强学生
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体验到顺利完成作业的成就和快乐。

小学“分层次作业”是因材施教
新闻背景:在近日举行的武汉市“小班化”教学研讨会上，江汉区前进二路小学推出的“分层次作业”颇受关注，“A 类作业是基础

题，B类作业是稍难一些的题，C类作业是质疑题，需对一些知识提出自己的疑问。 ”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任选一种作业，形成
分层施教、自主学习的学习氛围。 但也有人质疑“分层次作业”容易沦为学生的身份标签。 （《楚天都市报》）

冬日， 江西省宜春樟树市玉华山下芦
岭教学点， 黄文春老师和娃娃们一起打篮
球，享受着快乐的大课间。“这个年轻老师
就是我的接班人、芦岭教学点的新希望。 ”
68岁的全国模范教师陈云根笑着说， 脸上
不见了退休前的焦虑。

（1月 5日《宜春日报·月都早刊》）
68 岁的全国模范教师陈云根所任教

的教学点终于有了“接班人”，他悬着的
心总算可以落下了， 这本是一件皆大欢
喜的好事情，然而，笔者看后却酸甜苦辣
咸一并涌心头。 有人把那些只有一个人
坚守的教学点的老师称之为“孤烛”。 令
人纠结的是如今很多教学点只得靠老教
师，甚至是退休返聘的老教师坚守岗位：
在安徽省舒城坚守 40 余年的方家胜，退
休后依然重返三尺讲台； 河南省卢氏县
的杜振民，守着“巴掌小学”37 载……中
国如此之大，一些学校由于条件限制，既
无法并校，也无法搬迁，需要教学点的存
在，更需要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 的情怀、 愿意无私奉献的教
师，用自己的“一烛灯火”，点亮乡村孩子
的天空。

如何延续教学点的“孤烛”之光呢？ 新
闻中详细报道了陈云根老师多次找到黄
文春，希望他考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老师。
陈云根说：“我快退休了，没有人来芦岭教
书了，你一定要回来教书。 ”后来，黄文春
被陈云根的真诚感动，终于接过了陈云根
的教鞭……这种靠个人力量寻找接班人
的困境折射了当今乡村教育的残酷现实，
这是教育的一大悲哀。

笔者看来，为了改变这一困境，政府
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加大乡村教学点的
教育投入力度，想方设法给那些志愿为乡
村教育奉献青春的大学生创造更好的环
境。比如，以“委培”“保送”等方式，鼓励当
地大学生返乡任教，并以更有力的奖励政
策吸引城市优秀教师下乡支教，确保边远
贫困乡村的教育不断档，让教学点的“孤
烛”之光永远延续下去。

近日有媒体报道，安徽省滁州某中学老师为
防作弊想出一“高招”———让学生们戴上处理过
的报纸。该老师还将现场拍下的照片传到自己的
QQ 空间，赞叹“以前怎么没想到”。 有网友表示
反对，认为会给学生造成心理阴影。不过，日前校
方对此举作出了情况说明，表示这只是一次舒缓
学生压力的互动游戏。

文 /王铎

“分层次作业”，看上去很美 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 林日新

戴上报纸防作弊

让教学点的
“孤烛”之光延续下去

新的语文课程目标不但要求学生“养成独
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增强思维的严密性、
深刻性和批判性”， 而且还要求学生在阅读与
鉴赏中“学习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发展
想像能力、思辨能力和批判能力”。 由此可见，
新的课程标准已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作为阅
读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所谓“批判性思维”，是指“对相信什么和
做什么做出合理决策的能力”（恩尼斯）。 如在
学习中，有的学生敢于与同学争论，敢于向权
威挑战，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格言作
为座右铭，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表现。反之，有的
学生迷信教师和书本，把权威的话当做金口玉
言，便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表现。当然，批判性
思维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需要后天培养的。
在阅读教学中，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有法
可依的。

一、消除迷信权威的定势
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首先要进行

阅读批判的心理准备， 而学生要具备阅读批
判的心理，就要消除迷信权威的心理习惯。 长
期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 教材与教师的权威
以及应试教育等诸多因素， 造就了一大批惟
书惟师的温驯“小绵羊”。 教师要求学生循规
蹈矩，做听话的“乖”学生；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的父母希望儿女听老师的话， 做一个规规
矩矩的好孩子。 教师讲授的都是“无可置疑”

的教材知识， 教材是专家制定后在全国统一
实施的蓝本，只能遵从复述，不能质疑创新。
而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创新思维， 它提倡的
是怀疑精神，它要求不迷信，不盲从，不要将
固定的思维模式强加给眼前的事实， 而是要
学会如何另辟蹊径。 因此要具备批判性思维，
首先要消除心理定势，不要迷信教材，迷信老
师，迷信权威，不能把权威当做自己思维的无
形枷锁，不能因为是名家的文章就惟命是从，
而是要在阅读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并提出疑
问。 学生只有放下思想包袱，从思想上解放了
自己，才可能有自己的思维，进而敢于怀疑，
勇于批判，破除迷信。

二、创设批判性思维环境
要建造一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在传

统教育中，部分教师往往注意师道尊严，过分
讲究课堂纪律和有序性，对学生实行专制化管
理，视学生的质疑和提问为挑战，或是视为扰
乱课堂纪律，甚至讽刺、挖苦学生，使得学生不
敢思、不敢言、不敢问，导致学生的思、言、行一
切活动时时都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要培养学
生批判性思维需要建立起民主、平等的师生关
系，只有师生关系平等了，师生情感才融洽，课

堂气氛才活跃，学生的思维才能被激活，批判
性思维的火花才会频频爆发，学生的见解才能
更深刻。

要让出半个讲台给学生。传统的灌输式教
学是老师唱独角戏，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知
识的状态。 比如教学《祝福》，教师分析完祥林
嫂的形象，再分析鲁四老爷的形象，分析了柳
妈的形象，还要分析小说中“我”的形象，整堂
课都是教师在大讲特讲，学生毫无独立思考的
空间，全无发表见解的机会。如此教学，如何能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因此，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应尽可能地留出时间，让出讲台，让学生
自己去思考、探究、发现，而无须把问题“格式
化”在课堂上。

三、学会批判性思维的方法
要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反思。 阅读批判是从

阅读反思起步的， 其着力点在于超越作品和作
者，发表与作品、作者相异和相反的见解。 朱光
潜《谈美书简》中说：“所谓持‘批判的态度’去读
书，就是说不要‘尽信书’，要自己去分判书中何
者为真，何者为伪，何者为美，何者为丑。 ”因此，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多问自己：“我”
对作品有什么看法？“我”的判断和作者有什么

不同？“我”的疑问有什么独到之处？经常性的反
思，有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

要鼓励学生大胆怀疑。怀疑是培养学生批
判性思维的良好开端。 教师应成为激发学生质
疑的专家，要经常提一些学生感兴趣的、特别
是能体现见仁见智的问题， 以激起学生的疑
问。 但更重要的是应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
们自己设疑解惑。 比如《虞美人》（人教版高中
语文第三册第 61 页）一课，课下注释对“只是
朱颜改”的解释是：“只是宫女们都老了。朱颜，
红颜，少女的代称，这里指南唐旧日的宫女。 ”
课堂上有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朱颜改”
改变的不应是宫女，而应是李煜。 问题一提出，
同学们就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并且不时有精
彩的言论冒出。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老师“激
疑”，还是学生“自疑”，有了疑问，就要解疑，而
解疑的一个有效手段，就是分组讨论，因为讨
论有利于培养批判性思维。

要引导学生异向思维。 异向思维以打破常
规为目的，在美中寻找丑，在丑中发现美；在众
人肯定时提出否定意见、在众人否定时力排众
议；可推陈出新，亦可新中见奇。 异向思维要求
学生不惟书不惟上、不迷信老师、不轻信他人，
倡导提出与教材、与老师不同的见解，鼓励学
生敢于和老师争辩。 正如英国思想家密尔所
说：“对于异于寻常的人， 不应该阻止他们，而
应该鼓励他们的与众不同”。

在阅读过程中培养批判性思维
衡阳市衡阳县英陂中学 盛志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