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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界有两个典型的 野隐喻冶院
园丁与鲜花遥把教师比喻成野园丁冶袁把
学生比喻成野鲜花冶袁都是一种野物化冶
思考袁而不是野人化冶思考遥 但是袁这两
个野隐喻冶袁一直在深层次地影响着我
们当代教育的观念袁 现行的考试制度
设计中袁一直不把学生当野人冶袁而是当
野物冶来考量的遥 在语文教育中袁还引进
了野科学冶的观念袁野量化冶野科学化冶语
文袁把语文也变成了一种野物冶遥语文这
门学科袁在几十年的发展中袁渐渐地变
成了什么都可以装的垃圾筐袁工具性尧
思想性尧人文性袁却没有文学性遥

野语文是什么冶袁谁也说不清楚遥
上海特级语文教师钱梦龙曾撰文

说过袁教了几十年语文袁发现不知道语
文是什么遥语文的核心定位问题袁一直
困扰着语文学界遥

但如果从 野人的教育冶 角度来思
考袁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遥

巴金先生在叶随想录曳里曾经写了
叶小端端曳等三篇文章袁从自己外孙女
做作业的角度袁 直接思考现在教育的
野负担过重冶等问题遥30年过去了袁学生
们的负担更重了遥

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活蹦乱跳的
孩子袁不是苗圃里的鲜花或杂草遥 但我
们的教育目标袁仍是野育人为本冶袁而不
是野以人为本冶遥 一字之差袁失之千里遥

每个孩子的未来既有某些确定
性袁又有不确定性遥现行教育能给予的
基础知识已经大大地落后于现实了遥
在互联网时代袁在人工智能时代袁知识
更新速度飞快遥 今天的新知识袁明天就
变成旧知识遥 野虚拟教师冶将会出现在
课堂上袁承担数学尧物理尧化学等学科
的教学任务袁 人类的教师则摆脱这些
重任袁更关注学生的学习动力尧心理状

态和交际能力遥 教师年纪较大袁以自己
的生活经验来引导学生们袁进行知识的
思考和思维的提升袁塑造更好的人格遥

现行语文教材的问题一直都是
野太薄冶遥 每本教材按照既定的观念袁分
成专题课文单元袁 以三四篇两千字以
内的短文章来进行阐发遥 学生们普遍
缺乏野整本书阅读冶和野长文章冶阅读能
力遥 语文应有的活性全都被破坏了遥

我认为袁野文学性冶 才是语文的核
心价值袁 其他人文内容可以由不同学
科去分担遥 母语学习应该回到最开始
的地方遥

母语与外语学习不同袁 识字-阅
读-写作袁三者相辅相成袁最后以写作
野输出冶所有的零散或片段知识遥

写作是现代人的核心竞争力遥 这
种能力袁 要建立在广泛有效的深阅读
基础上袁而进行真实尧自然尧准确的表
达遥

人类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问
题院人工智能遥 人工智能是人类自己创
造的袁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尧自我思考能
力的一种特殊程序遥 目前人工智能还
处在野弱人工智能冶阶段遥 野弱人工智
能冶已遍布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袁小到
手机尧电脑袁大到汽车尧飞机袁都在运行
各种程序遥

今年初袁 谷歌公司旗下的人工智
能 AlphaGo在五番棋的围棋决战中袁
以绝对优势战胜了韩国超一流选手李
世石袁 这被人工智能界和媒体解读为
一个跨世纪的事件袁人们认为袁人工智
能超越式升级的时代即将到来遥

不久的将来袁 相当于人类思维运
算能力的人工智能就会诞生袁 涉及记
忆和运算的学习袁 人工智能会大大超
越人类遥 人工智能不会野遗忘冶袁可以记

住几乎无限的知识遥 在这些野强人工智
能冶的面前袁人类原有的学习模式将遭
到重大挑战遥

据说可以植入人脑的神经性芯片
也已完成了排异实验遥 今后人脑植入
的芯片会跟我们原有的神经元生长在
一起袁 接入互联网获取无限的知识资
源遥 加强型大脑能直接调用互联网里
海量的资源和知识袁 从而让自己成为
一个无所不知的野超强大脑冶遥 在这个
背景下袁原有课堂教学的背诵尧记忆之
类的方法袁都失效了遥 传统课堂中教师
居高临下地单向传输知识的模式袁将
会被彻底打破遥 过去袁教师是知识垄断
者袁掌握了教参和标准答案袁让学生无
法逾越遥 现在无论什么难题袁学生都可
以从互联网中获取袁 知识的完整性更
强遥 知识的传输方式不再是单向度袁而
是多线程袁交互模式遥 知识在自由自在
地流动袁我们成为一个知识交换者袁是
无数知识交换节点中的一个处理器遥
经过我们处理然后传输的知识袁 变成
一种大江大河般的流动遥

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袁 老师可以
是学生袁学生可以是老师袁每个人都可
以在某一个兴趣专长点袁成为专家袁差
别的只是年龄的不同遥

因此袁课堂微环境的教学模式袁要
再度深入反思袁 改为知识交流场和思
维碰撞场遥 课文中值得探讨的问题都
可以交给学生袁形成一个个小专题袁再
加以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袁而形成野写
作思维冶袁达到野写作虹吸效应冶袁反向
吸纳相关的知识袁把野碎片化的知识冶
整理融合起来袁 成为一种可以积淀下
来的核心知识遥 只有这种学习袁对学生
来说袁才是最有效的袁也具有完整的持
续性遥

孔子有言院名不正则言不顺袁言不
顺则事不成袁事不成则礼乐不兴遥 看起
来野名冶是非常重要的遥 确实名称不仅
揭示事物的特征袁 更重要的是它表达
出了事物发展的指向遥

有些习以为常的名称袁 如果我们
不深入地思考它袁 就不知道它蕴含的
意义和问题曰如果我们认真的思考它袁
也可能造成我们的困惑和无奈袁 比如
语文教学中的野写作冶和野作文冶之称
谓遥 因为袁我们在日常的言语和使用上
作文就是写作袁写作就是作文遥 但叶开
先生在他的叶写作课曳的开篇就否定了
野作文冶袁而取野写作冶这一概念遥 他指
出院野我们通常都习惯把写作叫作 耶作
文爷遥 大家都习惯了袁似乎没有什么疑
问遥 耶作文爷以应试为目标袁有着明显的
作文套路袁是一种特定的袁狭义的写作
模式遥 耶作文爷这个表述袁把耶写作爷狭窄
化尧扁平化了袁局限性很大遥 在这次写
作课上袁我们要修正耶作文爷的说法袁定
其名为耶写作爷遥 冶叶老师可谓态度鲜
明袁斩钉截铁遥 我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问
题袁即野作文冶野写作冶为什么分成了两
个概念袁它们的依据是什么钥 它们从哪
里来的遥

这两个概念袁 在我国的典籍中似
乎都出现过遥 先说野作文冶其基本的意
思就是撰写文章遥 比如范仲淹 叶岳阳
楼记曳院野乃重修岳阳楼袁 增其旧制袁刻
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遥 属予作文以记

之遥 冶 金王若虚叶辨中曳院野温庭筠数举
进士不第袁思神速袁多为人作文遥 冶叶红
楼梦曳第一回院野自前岁来此袁又淹蹇住
了袁 暂寄庙中安身袁 每日卖字作文为
生袁故士隐常与他交接遥 冶后来演变成
学生的习作袁即写作练习遥 比如今天
周五袁是语文的作文课曰今天是我第
一次作文等等遥 再说野写作冶袁其基本
的意思指作诗文尧绘画等遥 宋张孝祥
叶蝶恋花窑行湘阴曳词院野落日闲云归意
促遥小倚蓬窗袁写作思家曲遥 冶 明 高启
叶拟古曳诗之二院野初为郢中唱袁再奏邯
郸吟遥 不惜努力歌袁写作绝代音遥 冶后
来发展专指写文章尧创作遥 叶儿女英雄
传曳 第三六回院野除了那殿试写作平
平袁 自分鼎甲无望的不作妄想外袁但
是有志之士袁人人跂足昂头在那里望
信遥 冶 老舍 野在学校开课的时节袁我便
专心教书袁等到学校放寒暑假袁我才
从事写作遥冶 等等遥从古人的基本用意
来看袁他们的意义是相互交叉的遥 不
过后来袁 写作的含义越来越宽泛袁作
文似乎就专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的
写作练习遥 有些叫法袁场合不同袁叫法
就不一样遥 比如袁今天上写作课或上
作文课都是可以的袁 如果说中考写
作尧高考写作似乎就不太习惯袁而只
能说中考作文袁 高考作文+这大概是
叶老师指责野耶作文爷以应试为目标袁
有着明显的作文套路袁 是一种特定
的袁狭义的写作模式冶的原因吧遥 其

实袁 作文也不仅仅单纯就为为应试的
教学吧袁只是称谓的习以为常而已遥

如果从教学观念上来看待这个问
题袁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了遥 如果作文属
于语文教学情境下的野写冶的活动袁其
目标是完成教学任务曰 写作所涵盖的
范围却大的多袁 它包含用心去感受生
活袁表现生活袁它的目标是成长袁包括
思想的丰富袁心灵的建构等袁它和作为
比似乎要盛大尧庄严的多遥 任何作家的
创作袁都用写作表达袁从这里也看出作
文的定指袁即学生的写作遥 目前袁对于
语文教学来说袁是不能舍弃野作文冶的
某些因素的袁比如袁文本的模仿袁观察
的点拨袁技巧的指导袁但袁好的作文教
学必须是有野写作冶的眼光尧形式来对
待的袁仅仅为完成规定的目标进行野作
文冶教学袁反而不可能完成教学任务袁
那是作文教学的野狭窄化尧扁平化冶袁而
从人的成长袁 从写作自由的角度来进
行教学袁其本身就是对作文思想尧技能
的一种孵化遥 具体野作文冶和野写作冶这
两个概念的使用是表面的袁 而作文或
写作教学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才是根
本遥

不过叶开的思想袁 引起我们对写
作或作文的重新审视尧思考袁使我们的
视野更开阔袁方法更灵活袁进而形成新
的作文教学观念袁摒弃野应试冶野套路冶
的鼓吹和教学行为袁 是我们应该要做
的遥 佚名

作者简介
叶开袁本名廖增湖袁文学博士袁叶收

获曳杂志副编审袁小说家尧编辑家尧语文
教育家袁 两次获茅盾文学奖责任编辑
奖袁 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责编奖等各
类奖项遥 出版 叶口干舌燥曳叶我的八叔
传曳等 5部长篇小说遥 专著叶莫言评传曳
叶莫言的文学共和国曳被誉为野莫言研
究奠基性作品冶遥 语文教育专著叶对抗
语文曳出版后袁成为影响深远的教育事
件遥编写出版叶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
书曳系列 6册袁是风靡全国的畅销书遥

《写作课》
阴叶开 著

这是一本撕开你的创造力封印尧治
愈作文野套路综合征冶的活的写作书浴

它将教会你院
大开脑洞袁创造一个好故事曰
运筹帷幄袁讲述好一个故事曰
养成语感袁成为自由驾驭隐喻的魔

法使曰
编织逻辑袁成为一名有理有力的说

服者曰
找到野命中注定的那本书冶袁以深阅

读滋养写作灵感噎噎
历经十年袁从野对抗语文冶走向野重

构写作冶袁以专业视角向平庸写作发起
挑战要要要拒绝填鸭式野好词好句冶袁打破
野自动书写冶语词惯性袁树立野激发型创
造性冶高效写作教育范式袁以写作重塑
生活遥

野趣味讲解 配套训练 针对点评冶
模式袁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写作分数的学
生袁还是一名有想法的写作爱好者袁只
要打开本书并勤加实践袁就一定会有收
获浴

写作是现代人的核心竞争力

“作文”还是“写作”
要要要叶开叶写作课曳阅读笔记

阴叶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