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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天地】

结合案例分析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刘爱红

【摘要】青少年的品德教育，20% 来自学校，10% 来自社会，但 70% 来自家庭教育【1】，因此，孩

子的教育，离不开家长的参与。所有的家长都应该给孩子以成长中的关心和支持，包括物质上和

精神上的。物质方面，要提供给孩子成长所需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硬条件；精神方面，要给孩子

学业上的关注、心理上的安慰、心灵上的沟通、交流上的互动，帮助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阶段，

认真地学习，健康地成长。

【关键词】品德教育；养成教育；家长参与；心灵交流

2019 年春晚小品《抢位子》，给全国的

中小学家长敲了警钟——孩子的教育，离不开

家长的参与。

孩子的教育，实际上是学校与家长共同的

教育——并不是孩子送到学校，就全是老师的

事情了；在很多方面上，家长能做的，比学校

和老师做起来或许效果更好，比如孩子的生活

习惯、性格养成等等。

全国优秀班主任郭玉良老师讲过德育教育

的一个公式“5+2=0”——学生在学校接受 5 天

的学校教育，周末回家 2 天，如果家庭教育做

得不到位的话，那么这一周的教育就只有一个

结果：0.【2】

这个公式，充分说明了家庭教育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反映了一个教育中的严

峻现实：现在，好多家长不会做家庭教育，不

会言传身教，不会让孩子在家长的潜移默化中

健康成长。

我想以我的班级里一个具体案例，来阐述

一下这个话题——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叶小小，男，外号“睡神”——曾经创下

“从早上七点进班趴到桌子上睡觉，一直睡到

中午十二点醒来回家吃饭、下午到校后继续睡

到五点半放学”的最高记录。

这孩子除了上课睡觉的问题之外，还有很

多奇怪的行为习惯 , 如：喜欢吃零食，每天带

一大堆零食到校，吃完后果核包装袋之类随手

扔到座位下面；老师讲课期间他会突然站起，

不打报告不请假径自上厕所去；老师找他谈话，

他总是斜着身子站着并且斜着眼睛看着老师，

一言不发一声不吱；问他听懂了吗，对自己的

未来有想法吗，他不点头也不摇头，只管盯着

一个地方发呆，或者说一句：“我不知道，你

去问我妈。”总之，他的言行让老师倍感无力，

无可奈何。

作为班主任，我觉得有必要与家长沟通孩

子的情况。我打电话给叶妈妈，邀请她来学校

聊一聊。叶妈妈似乎不愿意来，问：“有什么

事吗？能不能电话里说？”我委婉拒绝，要求

面谈。她思考了一会，勉强说那好吧，她要睡

午觉，下午五点到校见我。

五点半钟了，叶妈妈终于到来，进到办公

室就高呼：“是哪位老师找我啊？”我闻声迎

出来，请她坐下面谈。

（叶妈妈家庭教育缺失之一：做事不守时，

且对人没礼貌）

穿着随意而俗气的叶妈妈坐下后，单刀直

入：“老师找我什么事啊？我没时间，马上要

走的，一会儿还有个牌局。”

我：“一会儿就放学了，您还要去打牌？

难道不给叶小小做晚饭吗？”



6

【语文天地】

叶妈妈：“我刚午睡起来，吃过饭了；叶

小小他爸带他到外面吃。”

我：“哦，请问您家里经常在外面吃饭吗？”

叶妈妈：“是啊，我们家基本上不做饭的，

都在外面吃。老师你不知道吧，我家是拆迁户，

政府赔偿了一大笔钱，这辈子都花不完，不好

吃好喝那还行，不能亏待自己啊。”说完骄傲

地仰头，呵呵地笑。

我：“明白了。不过叶小小那么瘦，这整

天在外面吃饭对孩子的成长可不太好啊。”

叶妈妈：“没事，饭店里做的饭还不营养？

那才怪了！是这个孩子挑食，不好好吃饭。”

（叶妈妈家庭教育缺失之二：生活上不照

顾孩子）

我：“请问叶小小是不是晚上睡眠质量不

好？孩子白天在学校老犯困，是怎么回事呢？”

叶妈妈：“还不是晚上打电脑时间太久了

睡得少呗！他一个人一个房间，有电脑，能上

网，我经常看到他在打游戏，有时候整晚上打，

不睡觉。”

我大吃一惊：“您知道他打一晚上游戏？

难道不管他吗？不限制他玩电脑的时间吗？”

叶妈妈：“怎么管？管不住呗。我让他把

电脑关掉，他不听，只好任他去。”

我：“那把网线拔掉，家里不联网，看他

怎么玩。”

叶妈妈：“那怎么行！家里拆迁后他爸爸

就不上班了，没事干，整天在家打游戏，还是

打那种很多人一起玩的联盟游戏，一天都不能

耽误的。”

我：“明白了，看来叶小小在家里玩游戏

还有伙伴的。”

（叶妈妈家庭教育缺失之三：不管理孩子

的课余时间，任其浪费时光）

我：“请问叶小小的家庭作业为什么经常

完成的很差？在家里孩子是您还是他爸爸辅导

呢？”

叶妈妈：“我们哪里会辅导他做作业？我

小学还没毕业，他的数学题我都看不懂！他爸

爸天天晚上打游戏都忙不过来，也没空给他辅

导作业，况且他爸也不会做题。”

我：“明白了。为什么不请家教来辅导孩

子呢？”

叶妈妈：“我不愿意家里来陌生人，而且

我也觉得请家教没用，还浪费钱。就让叶小小

自己学吧，能学多少学多少。”

（叶妈妈家庭教育缺失之四：学习上父母

都不管孩子，任其随波逐流）

我：“这孩子现在成绩很差，估计考高中

是没有把握的。您对孩子的中考和未来是怎么

打算的呢？”

叶妈妈：“那还有啥打算？让他上学呗，

考上了就上高中，考不上我就花钱给他买个高

中，听说一个高中学位 12 万就能搞定，我去给

叶小小买一个不就行了？反正家里有这个钱，

不怕！”

我：“叶小小的学习基础太差了，高中的

课程他学起来会更吃力。您有没有考虑让孩子

去读职校，认认真真学一门技术，以后靠自己

的技术实力来养家立业？”

叶妈妈：“哪还需要他来养家立业？家里

的钱这么多，怎么都不会花完的，他只管上学，

上够了就回家来，结婚成家，随便做点什么生

意的都可以，我们都养得起他，反正家里有钱。”

（叶妈妈家庭教育缺失之五：培育孩子没

有计划，任其随意发展）

一番对话，面对着“有钱就能无限任性”

但是“家庭教育无比失败”的叶妈妈，我又气

愤又无奈，还有对叶小小的痛心和惋惜。

案例分析：

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我经常跟家长谈话，

感受较多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辅导孩

子学习，都会教育孩子成人；有的家长甚至连

基本的礼仪、教养、习惯都不能很好地教给孩子。

例如：家长不给孩子做早餐，孩子就会认为早

餐不重要，长大后也会养成不吃早餐的习惯；

家长随口说脏话，随手丢垃圾，孩子耳濡目染，

自然认为脏话能随便说，垃圾能随便扔；家长

下班后回到家不是看电视就是打牌，还训斥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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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赶紧学习去，那孩子见多了也会不服气：凭

什么你们能玩乐却要让我学习啊？就不学！日

久天长，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渐升级。

这，就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孟德斯鸠说过：“我们接受三种教育 , 一

种来自父母 , 一种来自教师 , 另一种来自社会。”
【3】 有位教育大师也说过：青少年的品德教育，

20% 来自学校，10% 来自社会，但 70% 来自家

庭教育；生活中也有一句俗语，“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这些常理都告诉我们，家

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家庭教育是做人教育。

家庭教育，一般是指家庭中的父母对未成

年的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主要是对孩子进行

品德教育，一是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即

“有教养”；二是教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即“守规则”。如果孩子在家里能学到这些基

本的做人教育，那么到学校里甚至踏入社会，

他都会保持良好的做事习惯，并能友好和睦地

与别人相处，进而与整个社会相融合。

其次，家庭教育是价值观教育。

在学校里，学生接受的教育主要是科学文

化素质的教育；在家里，孩子接受的则是人生

观价值观的教育，两者相比后者更为重要【4】。

试想，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

他学习再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不能成为一个为

国家为社会造福的人，甚至会成为危害社会的

人。例如现在网络流行的“黑客”，利用高科

技来实施犯罪行为，岂不就是学习了满腹知识

但却把价值观剑走偏锋了吗？

再次，家庭教育是“严”与“法”结合的

性格养成教育。

读过一篇文章《曹操育儿值得学习，刘备

育儿成为千古笑柄》，非常敬佩曹操家庭教育

之要求严格和方法得当。曹操的孩子，在幼年

时代及早开蒙读书，奠定的基础非常坚实；长

大后让学武的孩子跟着他亲临战场练实战精神，

学文的孩子经常现场考试即景赋诗，让孩子多

方历练；后来曹彰、曹植、曹丕、曹冲几个孩

子都学有所长，终成大器。——与此相反，与

曹操比肩的政治家刘备，却是不会做个好父亲

的。刘备飘荡半生四十多岁才得阿斗，因此对

此子极其钟爱，特别的怜惜娇惯，以至于阿斗

文不能吟诗，武不能打仗，即位做了皇帝也只

是个傀儡，更勿谈安邦治国了。阿斗之庸碌，

实是刘备“父不教”之过也。

我们好多家长做不到曹操这样良好的家庭

教育，对孩子就是放任自流，任其随性成长；

要么就是认为“孩子我送到学校了，教育就是

老师的事，家长不用管了”。其实，学生、老

师、家长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乘除关系 ,

只要其中一方为零，那结果就只能为零。知识

教育，老师会尽心尽责去做到最好；但家庭教育，

更需要家长们的一起努力。

因此，我认为，所有的家长都应该给孩子

以成长中的关心和支持，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

的。物质方面，要提供给孩子成长所需的衣食

住行等各方面硬条件；精神方面，要给孩子学

业上的关注、心理上的安慰、心灵上的沟通、

交流上的互动，帮助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阶段，

认真地学习，健康地长大。这样，我们的教育

才会做得更成功，我们的孩子才会成长得更快

乐。

参考文献：

【1】王玉姬，论青少年品格教育的重要性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1 年 13 期

 

【2】郭玉良，《引领学生心灵成长》[J] 2014

年湖南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3】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J] 2010 年 4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高尚。

【4】《浅谈家庭教育与学校德育工作的双向结

合》[J] 2017 年张宏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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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阅读促进写作，以写作激活阅读

——“文学阅读与写作”案例反思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向丽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

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

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而且，部编本

语文教材的一大特色就是“双线组元”模式，

利用“1+X”的模式切实提升学生们的阅读水平，

进而用阅读促进写作。可见教材给了学生足够

的探索写作的范本和空间，那么，如何用好语

文教材这个“例子”，通过一篇篇的教读或自

读课文教会学生习作并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

就是笔者目前探究的教学课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了一节成功的读写结

合课程，让笔者对于这个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

和研究。

部编本语文教材第一单元有一篇自读课文

《雨的四季》，笔者在教授课文之前，参考教

参，确定本课的教学重难点为“调动各种感官，

体会四季雨的不同情致与风韵”。但是如何调

动学生感官、如何引导学生体会呢？而且，这

篇文章在内容上行文流畅、文笔优美，学生在

写作方面完全可以引用、化用文句。可是如何

引导学生利用阅读进行写作学习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笔者思索良久，一直不

知如何有效解决。

一日放学前，大雨毫无征兆地砸下，雨势

滂沱。我正感慨这南国初秋的大雨实在充满特

色，抬头便见教室里等着放学的小脑袋们已经

按捺不住，纷纷转向窗外。我想，何不让他们

走到走廊尽情欣赏一番，让困在钢筋水泥里的

孩子能够有机会感知自然的变化？学生们开心

的跑到走廊撒欢去了，他们或怕被雨点溅身，

远离走廊栏杆，斯文地望着风雨发呆；或三五

成群探出脑袋，接受暴雨的洗淋；或者跑来说

跟我说：“这番景象让我想到了李清照的‘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此情此景，我

头脑中灵机一动，电光石火间，我已明了该以

怎样的方式领着学生进入《雨的四季》这篇文

本的世界了。

传统的语文教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教学脱离

生活，教师只就文本来空洞分析，学生听得雨

里来雾里去，没有切身体验文中情景。而 2016

年开始实施的新教材，里面所选的作品大多是

经典文章，这些文章在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

等方面无不匠心独运，可以成为学生的写作范

本。而从阅读到写作之间需要先搭一座桥梁，

这座桥梁就是活泼泼的生活情景。

第二天上课，带着学生们分析完《雨的四

季》文章结构，并以提取关键词的方式找到各

个季节雨的特点，之后我就抛出了这个问题：“刘

湛秋经历并写入文章的四季之雨是如此的美好，

经过昨天傍晚的观察，你感受到深圳秋季的雨

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呢？请用一段文字描写出来

吧？”因为是自己的切身经历，学生们纷纷提笔，

写起来分外认真和快速。很快，片段写作完成，

我请学生们小组分享成果。

学生 1:“昨天，在夏天和秋天之间夹杂

着一场暴雨，连一点雷的预告都没有，刚才还

是晴空万里，一转眼间，忽然就下起了淅淅沥

沥的小雨。才说着呢，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天上的蓝天白云都没了，不一会儿，狂风就和

着雷电打了下来。风呼呼作响，雨就像断了线

的珍珠一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放肆，齐刷

刷地往下落。就这样的一场暴雨，打破了空中

往常的宁静。”

学生 2:“雨下得很大，就像十万个弓箭

手在天上朝人间射箭，折磨着大地、花草和树

林。雷、雨、闪电就像一支支乐队。雷负责歌唱，

雨负责吹笛子，闪电则负责打击乐。每个乐队

都很负责任，可闪电的打击太猛烈了，竟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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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划了一道大大的口子，慢慢地，这几支乐

队全乱了起来。”

学生 3:“在夏秋交际之时，来了一场粗

犷而热烈的雨。连一点儿雷的预告都没有……”

从学生的习作之中，可以看到，从具体的

生活情景中，学生不但能够更好的进入文本的

世界，并且可以非常巧妙地将所学文本的内容

迁移到自己的习作中，这种迁移不是生搬硬套，

而是巧妙无痕的。

笔者和学生正沉浸在同学们逼真而形象

的描述中，突然有一个声音传来：“老师，老

师，他们确实昨天观察仔细，今天描写细腻，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同学么用的一些句子或词

语，如‘连一点雷的预告都没有’‘粗犷而热

烈’都是抄袭书中的，我妈妈说写作是不能抄

袭的。”“那照你这么说，朱自清在《春》中

的‘吹面不寒杨柳风’还是抄袭呢。”另一同

学机智地反驳。这一番意外引得哄堂大笑，但

也使得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各抒己见。

疑问开始的地方，就是教学的起点。并且

这个问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入的读写思考。

我微笑着，让同学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学生 1：“我觉得我写的不是抄袭，‘吹

面不寒杨柳风’是朱自清对古诗的引用，这可

以增加文字的古典意蕴；而我写的‘连一点暴

雨的预告也没有’恰是对《雨的四季》的引用呢。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语言非常优美，且描写特别

贴切。譬如这一句，就是我昨天观雨时的感受。

今天读到，就拍手叫好，觉得真是与我心有戚

戚焉，就拿来用了。”

学生 3补充：“是啊，现在虽然是秋天，

可深圳的雨不还是夏天的性格么，说来就来说

走就走，一阵疾风暴雨，可不就是刘湛秋所谓

的‘热烈而又粗犷’，这是咱深圳夏秋之交的

雨的特点哩。” 

学生 2条分缕析道：“我读到原文‘而荷

叶铺满了河面，迫切地等待着雨点，和远方的

蝉声、近处的蛙鼓一起奏起夏天的雨的交响曲’

这句，特别有感触，作者调动了一切感官去看、

去听、去联想，荷叶等待雨点，蛙叫是打鼓，

多么活泼生动啊，然后又把雨声、蝉声、蛙声

交织在一起的声音比作一首交响曲。我就立即

想到昨天的雨啊、雷啊、闪电啊，不也像一个

个乐队么，就此化用了。”

听到这里，同学们纷纷鼓掌，我也感到无

比兴奋，这样的课堂，就是我期望中的“高效

读写课堂”啊！一次小小的写作练习，同学们

现身说法，如何从课本中学到写作技巧，如何

巧妙引用和化用，实在精彩！同时，他们在观

察和练笔中，自然明白了《雨的四季》最重要

的赏析角度，也即课文的阅读提示部分——优

美的写景散文常常用饱含感情的、细腻生动的

笔墨，把景物写得分外美丽，分外灵动。文中

的四季之雨，“容貌”有别，“性情”各异，

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调动我们的各种感官，

全面感受这四季之雨。而且，这篇阅读赏析也

彰显本单元的写作指导“热爱生活，热爱写作”，

而由生活到写作的转化，就是调动全身心去观

察、去体会。

接下来的课堂，我完全交给了同学们，让

他们一边分享自己的写作片段，一边条理分明

地分析文段，谈及感受。一时间，课堂上充满

了趣味，充满了笑谈。

阅读学生的习作片段，我非常欣赏：

“深圳的秋雨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端庄而

沉静，它仍然像夏雨那样热烈而粗犷。天空的

乌云把大地往下压，沉闷得让人心烦。没有闪

电的提醒，几道雷便毫不留情的奏响。雨突然

下了起来，没有小雨的烘托，豆大的雨点便打

了下来，令人措手不及。风放肆地叫着，应和

着雨，来了一道狂暴的交响曲。雨正斜斜地下

着，一阵风，便把它向窗户、走廊、屋内吹来，

它平移着，打湿了地面。街上的枝叶愈发得多了，

积水也涨起来了。很快，雨停了，就像下雨那样，

停地那么突然，只有满街的残枝落叶，证明深

圳的那场秋雨。”

“我讨厌下雨，每到下雨，我的心情便会

被乌云笼罩。昨天突如其来的雨，十分凶猛地

拍打着窗户……看着一连串水弹滴射在植物上，

打得植物左右欹斜，一些娇嫩的花朵，受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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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摧残，纷纷无力地落了下来。我更讨厌雨

了。雨后，我跑下楼去看植物园里的植物。心

想他们必定已经东倒西歪了吧。待我走到，啊，

部分植物仍直挺挺地立着，有些还散发出雨后

独有的清爽。它们的叶片亮闪闪的，充满了生

机与活力。路面变得潮湿，空气变得芳甜，呼

吸变得畅快。我开始有点喜欢雨了。”

……

读着学生们的习作，一股幸福感在我的心

头油然而生。抓住即时情景，“利用课本教”

而不是“机械教课本”，让每一个孩子的语言

都可以更活泼的体现，每一个孩子的文字都可

以更丰富的表达。再次品味叶圣陶先生所说：“阅

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是否完全合乎法

度，显然与吸收密切相关。”我有更深的体会：

阅读固然重要，但从阅读到写作，也要给学生

构建合理的搭手，这样才能实现让学生乐写、

好写的理想。

以阅读促进写作，以写作激活阅读，在探

索“阅读与写作”的研究道路上前行，我庆幸

自己明晓了行走的方向，并努力追寻未来的曙

光。

参考文献：

[1] 谢菁 . 中学语文“以写促读，读写结合”实

践研究 [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2] 杨大平 . 情感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J].

吉林教育，2014(4).

[3]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

［S］.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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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细节处聆听情感的回响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碧海校区  杨轩

【摘要】《老王》是一篇回忆性纪实散文，杨绛先生将自己对老王的情感态度变化埋进了叙事之中。

阅读理解这篇文章，需在处处细节上驻足品析，细读“愧怍”之情产生的原因以及它背后蕴含的

时代意义。本文将以文本细读阅读策略为理论基础，针对《老王》这一课的课堂教学，对文本细

读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进行探讨与思考。

【关键词】文本细读；老王；人物形象

一、文本细读运用于初中阅读教学的理论

依据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

在“教学建议”部分对教师提出了要求：“应

认真钻研教材，正确理解、把握教材内容，创

造性地使用教材；”在“关于阅读教学”这一

部分又对学生的阅读提出了规定：“阅读教学

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

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

收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什审美乐

趣。”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前应进行文本细读，

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学会文本细读，掌握文本

细读的方法，体会文本细读带来的阅读乐趣，

并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加深对文本的认识与理

解。

从学生角度出发，细读以学生的思维法扎

为基础。细读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发现文本

中的奥秘，帮助学生理解文本，这需要学生灵

活运用分析综合、比较分类、抽象概括等一系

列思维方法来进行阅读，从粗浅的体会到深入

的理解，提升阅读层次。初中生的思维水平处

于迅速发展阶段，思维模式也从经验型向理论

型转化，这些思维品质能够使文本细读展开。

二、分析文本细读策略在《老王》一课中

的实际运用

《老王》这篇课文是七年级下学期第三单

元的课文，这篇回忆性散文，是作者在文化大

革命的背景下写的。作者通过记叙自己从前同

老王交往过程中的几个生活片段，刻画了老王

生活凄苦、处境艰难、身份低下，却老实厚道、

知恩图报的善良人的形象，深刻地打动了读者

的心。学习本课时，应当引导学生透过文本各

处的细节描写，理解人物形象、感受人物身上

的美好品质并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情感。在教

师的引导下，学生应当结合时代背景，理解作

者对老王的情感变化，理解“我”与老王交往

的实质，并进一步反思那种居高临下、缺乏真

正尊重的同情，感受作者的自我批判精神。

一）引入文本细读的方法，随文指引

教师唱唱将学生阅读的障碍归于学生阅读

能力不够，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教会学生一

定的阅读方法，他们能够便能打通阅读能力的

“任督二脉”。学生文本细读不在于知道多少

陈述性知识，而是掌握细读的方法。教师在引

导学生细读的过程中，可以借助“这一篇”的

理解，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细读方法，做到“以

文授法”。

在《老王》这堂课中，如何把握人物形象，

是学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教师

通过问题“在杨绛眼中，老王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她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引导学生来

抓住文章的关键句“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

不幸者的愧怍”，由此锁定关键词“不幸者”、“幸

运的人”。并提醒学生，把握人物形象不能单

凭感觉臆断，需要有原文依据，找准文段的关

键词、关键句以及关键段，学会揣摩这些关键点，

挖掘有价值的信息，体会其中隐藏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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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指向细读的活动，发现领悟

阅读能力的提升需要在阅读活动中进行，

任何一堂阅读课都不应只是教师自我风采展示，

不能依赖于老师一人的剖析与讲解，学生只是

被动地吸收和接受老师的观点。阅读能力的培

养需要激发学生自主阅读的兴趣与热情，让学

生在课堂上解读文本，发现藏在文本细节之中

的奥秘与精彩。

《老王》这节课，教师设计了多个阅读环

节，从“建立人物档案”、“角色置换”、“小

组讨论”、“读后分享”等环节，引导学生通

过自主的文本细读串联起散落在文中的细节线

索，揣摩人物言语行为背后的复杂情感，从而

使人物形象在学生脑海中更加立体、真实、丰满。

在“建立人物档案”环节，教师要求学生

阅读文本，找寻文中和老王相关的个人信息，

制作人物档案卡，这一环节，实际上在锻炼学

生的关键信息检索能力，“建立人物档案”这

样一种形式，激发了学生的自主阅读积极性，

在学生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教师辅之以提示——

在文中标记出关键词、关键句，与概括出来的

信息相对应匹配，促使学生进一步掌握文本细

读的方法。

在“角色置换”环节，学生要围绕“我”

与老王两次关于金钱往来的“博弈”进行分析

二者的心理活动，这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难点，

如何搭好文本与学生之间的桥梁，是需要教师

备教时认真琢磨思考的。在备课过程中，教师

选择以学生的生活实际为突破口，引导学生进

行角色置换，联系前面已经梳理过的人物档案，

去思考以下问题：

1）“如果你是老王，你处于底层，没有

亲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平日里你非常好，现

在他们家有一个成员受伤需要人帮忙送去医院，

你正好可以帮忙，你会不会帮？你会不会收钱？

为什么？”

2）“杨绛是一个有教养、善良的知识分子，

如果你是她，你面对一个生活困窘、孤苦无依

却始终善良敦厚老实的老汉，在他帮助你后，

你会给他一定的经济回馈吗？为什么？”

3）“如果你是老王，你在得知自己将要

死去的时候，你会把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香油和鸡蛋送给谁？为什么？”

4）“如果你是杨绛，面对一个病重的老王，

他给你送来了香油和鸡蛋，你会有什么样的心

情？”

学生可以以组为单位，进行组内角色扮演，

阐述自己的心里独白，最后给出自己这么想的

理由，并在书中找到自己设计的心理活动的依

据。在这一环节中，学生的参与热情高涨，通

过“角色置换”，缓冲了这一教学环节的难度，

提升了学生的阅读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教

师引导了学生重视文本中隐藏的细节，始终抓

住文本细读的阅读策略，推动学生自主阅读，

在结合文本、联系生活实际的基础上，更好地

把握人物的心理活动。

三）揭示文本之内的问题，微观分析

阅读教学的基本策略之一是紧抓文本提出

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探讨。在阅读的过程中

能有问题意识是和好的阅读习惯，而问题意识

也是阅读教学中需要重点培养的一部分。教师

在备教过程中提出一系列问题，问题的设置由

浅入深，由易到难，通过问题激发学生进行文

本细读。除此之外，在课堂上，教师应当通过

适当的引导激发学生就文本提出自己的疑惑、

发现矛盾点，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引导学生

提出问题的目的并不单纯只是为了解决这一个

问题，而是让学生不断细化自己阅读的过程，

并在与他人的讨论交流中加深对文本的认识与

理解。

《老王》这堂课总共有四个大板块，每一

个板块教师都设置了核心问题，问题与问题之

间、板块与板块之间存在着由浅入深、前后关

联的联系，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阅读，并在

阅读的过程中再提出自己的问题与疑惑，全员

一起讨论。

例如，在“丧钟为谁而鸣”这一板块中，

教师设置了两个核心问题：

1）得知老王死讯，“我”的心理是怎样的？

2）老王死后，“我”为什么会对他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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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怍之情？

抛出问题后，学生开始小组围读，围读过

程中，有几位同学产生了相同的一个疑惑——

为什么杨绛要写“我没有多问”，她为什么不

好奇老王的死呢？这个问题问的非常有价值，

学生抓住了文章中的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但这

个细节与文章的主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于

是，教师将这个问题与核心问题进行了衔接，

让全班同学一起探讨杨绛不多问背后的原因，

从而让这个问题成为了最后理解“愧怍”之情

的桥梁。 

三、反思与总结

文本细读是一种有效的阅读方法，通过《老

王》这一课的教学，学生已经能对文本细读有

一个初步的感知与了解。但这还需要学生运用

到自己平日的阅读中去。除此之外，从课堂反

馈来看，文本细读对师生的语文综合素养都有

一定的要求，教师在进行备教时，需要推敲语

言、还原比较、发现差异、内外结合、对照阅读、

关注写法、读懂文心，更为重要的是，要不断

润色与思考如何搭建起学生与文本之间走近彼

此的桥梁。如何让文本细读更好地运用到初中

语文阅读教学中，是作为从教者应当去思考的

问题。我们也需要在阅读教学中挖掘更多的可

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做到会阅读，

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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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中时间该如何调控？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杨泽经

【摘要】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时间调控的最佳比例为 30:10，即前 30 分钟立足语文能力，聚焦微

观教学目标展开教学环节设计，后 10 分钟，留出充分的时间给学生开展语言训练，从而提升学生

的语文综合素养。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调控；30:10

在阅读教学中，时间的调配是一门学问。

我认为，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时间分配，有

一个“黄金比例”——30:10。即前 30 分钟，

我们以课文为例子，聚焦目标，开展讲解；后

10 分钟，我们立足于目标，留出时间领着学生

开展关于语文能力的训练。

有的同行估计马上会反驳：“一堂课只有

40 分钟，我讲课文都还嫌时间少，你还有时间

剩出来搞训练？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我能理

解这种质疑，因为就目前来说，大部分小学语

文老师都觉得目前的课时很紧张，要讲的东西

太多了。我之所以能提出这个语文课堂的“黄

金比例”，并一以贯之、饶有兴味地实践了多

年，自认为这个比例的时间分配是完全可以实

现的，原因在哪？无它，只因为我一生都笃行

“目标教学法”，即“一课一得”，并敢于以

我自己的语文课堂为阵地，大胆地对教学环节

进行取舍。而不是缠绕着课文，就课文读课文，

就课文讲课文。实话实说，我们许多同行们，

在阅读课中，面对一篇篇课文，讲它个天翻地

覆，读它个昏天暗地，整它个议论纷纷，总是

担心自己教得不够，学生学得不多，以至于考

试不达标，领导不高兴，家长不高兴，于是乎，

求全、求多、求杂，追求所谓的“深”和“透”，

读过来，读过去，分析来，分析去，没完没了。

即便有取舍观念，也不敢“舍”，害怕“舍”，“舍”

得不多，造成了课堂的低效，自己累得半死，

学生苦不堪言，长期下去，形成隐形的恶性循环。

我相信，这种状况是语文老师们都非常不乐意

看见的。

要调控好阅读课的时间，自觉地拥有“取

舍”的观念特别重要，这也是我倡行的“目标

教学法”一个尤为重要的注意点，一堂课，就

一个微观教学目标，足够了。一堂课只有 40 分

钟啊！这个大家再清楚不过了。这么点时间，

你什么都想讲，什么都要读，什么都不舍得丢，

那么，给你 30 分钟的时间，教学目标怎么完成

得了啊？你一会儿要一遍遍地训练有感情的朗

读，一会儿又揪着课文内容的细枝末节不放，

一会儿这样、那样的枝枝节节你又要去兼顾，

一来二去，时间很快就流逝了。这么个讲法，

40 分钟的时间哪里够噢！可能，你想顾全，结

果什么也不落实。这种讲法，我不能说学生什

么也学不到，显然，如果学生认真在听，还是

能学到一些东西的，但是，学生学得深吗？实

吗？化为能力了吗？在这样的教法儿下，这些

问题恐怕都得打上大大的问号吧。与之相对，

我所主张的“目标教学法”，课堂上设计的几

乎所有教学环节都与目标紧密相关，关系不大

的枝枝叶叶，敢于砍除，敢于少讲甚至不讲，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目标教学法，就是我们

集中一切精力和时间，高效地借助一篇课文去

完成一个微观目标，解决一个问题，落实一种

能力，让我们的教学堂堂课能够落到实处。而后，

我们再通过另外一篇课文，进入另外一个目标，

在课堂中讲练结合。这种教学思路，这种教学

时间的调控，为的就是学生在课堂中即学即练，

当堂巩固，当堂提升，从而为语文课提质增效。

只有走目标教学的路子，才能在一堂语文课中

把 10 分钟宝贵时间节余出来，搞语言能力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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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而且比较从容，否则，每节课能顺利下课

就很不错了。

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我对阅读课中时

间的调控，强调走目标教学的路子，践行“一

课一得”的理念，绝不是为了调控而调控，也

绝不是盲目地进行所谓的“减负”，最重要的

目的，在于科学地、切切实实地服务于学生更

有效的学习。如果学生能把当堂课的一个能力

点学会、练会、掌握住，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日积月累，那么六年下来，学生能

掌握多少种语文能力啊！我认为，目标教学法，

既是删繁就简，更是求真务实，是实实在在地

帮助学生的学习，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但是，

要真正走好目标教学这条路子，看似简单，实

则不易，对语文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

们在阅读课中，必须具有高超的解读教材的能

力，能基于实际学情，充分读懂教材、驾驭教

材，提炼出符合各学段的合适目标，设计出有

针对性的课堂练习，特别是在课堂中，应具有

敢于“舍”的魄力，知道哪些东西可以“舍”，

应该“舍”，“舍”多少，“舍”了也不会影

响学生的学习质量。对于这一点，你能做到吗？

做得好吗？“舍”得合适吗？影不影响学生将

来的考试啊？有没有不足啊？这些问题，老师

们一定要有清晰而深刻的思考。搞得不好，可

能会有一系列的“副作用”。要利用好这种时

间调控，对教材的处理就成了先决前提。没有

这个前提，你做不了，做不好，也不敢这样做。

因为要做到这样的科学取舍，就一定要对教材

的解读要准确、明白。要做到，即便你“舍”

了，学生的成绩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像平时那样

面面俱到而出现不大好或者下降，反而应该是

保持在高水准并且稳中有升的。而这，即是目

标教学法的精髓——语文老师对教材的处理得

当，取舍准确度高，该讲的，对准我们设定的

微观教学目标，要讲个透；可以往后再慢慢说

的，我们就可以这一次，这一堂课，或这一篇

课文，暂时不提，先放一放，将来再说。我们

就是要把握好这样的分寸。因此，各部门亟需

加强对一线语文老师教材解读能力的专门培训。

这一点，我另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下面，我举两个实际课例，均由我本人执教，

具体说一说我是如何为某篇课文确立微观教学

目标，如何节省出 10 分钟的时间开展语言能力

训练的。

低段的例子，我举《荷叶圆圆》。《荷叶

圆圆》是统编教材一年级下册第 13 课，这篇课

文很多大咖、特级都讲过，各种讲法都有，我

也听了不少年轻老师讲，给我的感觉，各具特点，

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如：满满当当、重视朗读、

热热闹闹。表面上看，一堂课下来，老师们非

常卖力地讲了许多，读了又读，挖了又挖，学

生应当很有收获。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学生

有收获是肯定的，但能有多大的收获？能吸收

多少？印象最深的会是老师讲述的什么点？恐

怕上完课后，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的屈指可数。

请注意，此时学生才是一年级啊！你给他讲得

越多，他反而消化得越稀里糊涂，吸收未必见

得好。因此，我采用了目标教学法来处理这篇

课文。

我们可以为《荷叶圆圆》一文定什么样的

微观教学目标？这需要深入研究课文、吃透课

文。我们在给某篇课文确定具体的教学目标时，

自然要遵循新课标的总体要求，更重要地，是

反复咀嚼课文，寻找其中蕴含的语文能力点，

这个能力点，一般就是那篇课文最有价值的训

练点，这种点，需要老师去发现。《荷叶圆圆》

一文，从结构上看，非常规整，从内容上看，

也排列整齐。先讲荷叶的整体特点——圆圆的、

绿绿的，再依次从“小水珠”、“小蜻蜓”、“小

青蛙”、“小鱼儿”四个角色视角，点明了荷

叶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在备课时，发现这篇

课文的描写很生动，特别是“荷叶是我的……”

这个句式令人印象深刻，总共出现了四次。这

个句式意味着什么？这是典型的比喻句啊！这

是一种特别常见、十分重要的修辞手法。所以，

我决定把这个点定为本课的微观目标。然而，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而言，如果我直接跟他们讲

“比喻”，讲修辞，未免太理论化了。如何通

俗化？思前想后，我决定换一个说法，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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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这样就更加符合一年级的学情了。于是，

以课文为主要例子，我将本堂课的教学目标确

定为“初学打比方”，并围绕这个目标进行教

学设计。

前文已述，目标教学法，找准要点，删繁

就简，确定目标，懂得取舍。具体来说，我们

在前 30 分钟的时间里，既要引出目标，又要消

化目标，只有这样，在后 10 分钟，我们才能依

靠练习来落实目标。如何引出目标？要链接生

活，触及学生生活经验，让他们有话可说，以

此来激发他们的兴趣，进入目标的情境中，这

个环节，比较简短，甚至可以不和课文本身发

生任何联系；如何消化目标？就要借助教材，

立足课文，以课文中的语料作为例子来讲解。

拿《荷叶圆圆》来说，上边所说这两个步

骤，板块清晰，就是紧扣“初学打比方”的目

标来设计。首先，是链接生活、引入目标。我

撷取课堂片断如下：

师：小朋友，我们先来玩一玩，杨老师做

一个动作，你们看着这个动作说一句话，该怎

么说呢？请大家听好。你要要说：“杨老师做

的动作像……。”请大家把杨老师的动作看好。

【杨老师做动作，小朋友认真观察起来。

杨老师双手捧在胸前，呈一朵“花”的状态。】

师：谁来说？

【举手的小朋友人数很多。杨老师点起一

名说话。】

生：杨老师做的动作像一朵花。

师：不错，讲得好。谁还能说出不同的句

子？

生：杨老师做的动作像捧着一只大花碗。

【教室一片欢笑。】

师：说的真好。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句子？

【孩子们脸上神色茫然。】

师：告诉你们，这叫做“打比方”。

【师板书“打比方”于黑板的正上方位置。】

师：这堂课我们就是要来学习打比方。聪

明的孩子一学就会。你们都聪明，我相信大家

通过一节课的学习，都能学会打比方。来，我

们接着玩。

【杨老师伸出左手，端平，展开大拇指和

食指，呈一个“八”字的状态。】

师：看了杨老师的这个动作，还是那句话，

谁来说？

【孩子们举手更热烈。杨老师点起一名。】

生：杨老师的动作像把枪。

【杨老师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学生，凝视篇

课，这才说话。】

师：枪？什么枪？枪有大有小，有长有短，

你说说，杨老师这个动作像什么枪？

生：杨老师做的动作像把小手枪。

师：这就对了嘛。还有谁有别的说法没有？

生：杨老师做的动作像个“八”字。

师：什么“八”？阿拉伯数字的 8吗？

生：不是，是左一撇、右一捺的“八”。

师：你把“左一撇、右一捺”加到你刚才

说的那句话中去。

生：杨老师做的动作像左一撇、右一捺的

“八”字。

师：这就挺好。看来你们已经对打比方有

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来学一课文，

从课文里再来学习打比方。

【师板书课题：13. 荷叶圆圆】

就这样，我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

撷取话题，通过自己的几个身体语言，引出了

打比方的概念，让学生有了直观的认识。请大

家注意，到这儿的师生互动，我还没有触及课文，

只是链接生活，激发起学生的兴趣。这一步很

重要，因为老师只有把学生的胃口吊起来了，

下面的课进行得才会更轻松、顺畅。这个引入

环节，我一共花了 8 分钟左右的时间。学生很

快就进入了状态。在引出目标后，我旋即借助

课文，消化目标。课堂实录如下：

师：上节课，我们已经把这篇课文的生字

学了，大家掌握了吗？

生：嗯！

师：那好。杨老师就来检查一下，先齐读

一遍。

【生齐读。师倾听。】

师：嗯，刚才我仔细听了，大家读得很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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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不过，我似乎听到有部分同学在“蹲”

在荷叶上的“蹲”字读音上略有迟疑，不太敢读。

是还不认识吗？

【一个学生举手。】

生：是的。杨老师，我认识这个字，是把

一个“足”字旁边加“尊敬”的“尊”字。

师：对，对，对，你讲得很好，大家都记

住了吗？跟我读两遍：dūn。

【学生跟读两遍。】

师：好了，这篇课文大家已经读了很多遍

了。下面，我请问同学们：“这篇课文写了些

什么‘人’？”

生：写了“小水珠”、“小蜻蜓”、“小

青蛙”、“小鱼儿”。

师：你的理解能力很强！那我们就先来读

一读写“小水珠”的这一段，听清楚我的要求：

自由读，一边读，一边想——小水珠把荷叶比

作什么了？

【学生自由读写“小水珠”的自然段。】

师：谁来说，小水珠把荷叶比作什么？

生：小水珠把荷叶比作“摇篮”。

师：小水珠为什么会把荷叶比作“摇篮”

呢？

生：因为小水珠它是躺在荷叶上，就要好

像躺在摇篮里一样。

生：小水珠是把自己当作娃娃一样，躺在

摇篮里，还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呢。

师：你们真聪明，杨老师提的问题，马上

就能在课文中找到答案，讲得好，很合理、到位。

【师一边说，一边转身写了个副板书：“合

理”。】

师：小朋友们，请记住：打比方，不难，

难的是把这个比方打得合情合理。接下来，我

们再来读读写小蜻蜓这段话。还是自由读。读时，

思考这个问题：小蜻蜓把荷叶比作什么？

【学生认真读文段。】

师：时间到！

生：我坐好！

师：现在谁来说说？

【几乎全部学生都举起了手，大家的积极

性很高。杨老师点起其中一位。】

生：小蜻蜓把荷叶比作停机坪。

师：说的对，请问大家：这样的比方打得

合理吗？

生：合理。

师：为什么？

生：因为小蜻蜓展开翅膀飞来飞去，就像

飞机一样。它停在荷叶上，荷叶就成了一个停

飞机的机场。

师：挺好挺好。你们现在越学越灵光，越

学越聪明，一学就会。这样，你们就用这种方法，

再读一读写小青蛙的那段话。

【学生又认真地读起了文段。】

师：谁读好了？来说一说。

生：小青蛙把荷叶比作歌台。因为小青蛙

蹲在荷叶上“呱、呱、呱”地叫，就像唱歌一样。

师：精彩！不同老师提醒，就把整个问题

答得清清楚楚。请大家抓紧时间，再读小鱼儿

这一段，还是用这种办法。

【学生又认真地读起了课文。】

师：谁再来说说这一段？

生：小鱼儿把荷叶当作凉伞，上面太阳晒，

它就在荷叶下，就像打着一把伞一样遮住了太

阳。

师：讲得好。看来你们把课文都读懂了，

都懂得了打比方是怎么一回事了，也懂得打比

方要合理了。

这一段是课堂的主体内容——借助课文，

消化目标。这堂课的目标是“初学打比方”，

既然是通过课文来学习打比方，那么，我们就

要聚焦课文中有哪些句子使用了打比方，并且

抓住这些句子做重点讲解。我在课堂上，就是

这么处理的：不仅指导学生找到小水珠、小青

蛙、小鱼儿、小蜻蜓和荷叶之间的关系，还引

导他们发现二者之间内在的相似性，并板书打

比方要合情合理、特征相似。如果一点都不像，

那就不能称其为打比方了。大家可以看到，在

这一段课堂实录中，除了我在起始阶段检查了

一下学生的字词掌握情况，其余环节都紧紧地

扣住了“初学打比方”这个微观目标，都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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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消化打比方的核心要义——有相似性，

合情合理。这个环节，用时多长呢？算下来，

20 分钟左右。在这个部分，我并没有领着学生

一遍又一遍地开展有感情的朗读训练，也没有

生发出来，讲述其它的枝枝叶叶，就做了一件

事——讲打比方。也就是说，前两个环节，我

一共花费了 28 分钟，控制在了 30 分钟左右。

这就余下了 10 分钟。这 10 分钟，我做了什么

呢？——指导学生进行打比方的说话练习。课

堂实录如下：

师：小朋友们，现在，打比方，你们会了吗？

生：嗯，会了！

师：现在，杨老师要你们也来把荷叶打个

比方。

【师板书：荷叶是我的……】

师：记住噢，现在是你要自己把荷叶来打

比方，可不能再是小水珠、小蜻蜓、小青蛙、

小鱼儿了。

【有不少学生举手了。】

生：我把荷叶比作凉帽。

师：为什么？

生：我把荷叶摘下来戴在自己的头上，就

成了凉帽，也可以遮太阳啊。

师：很好，你的比方合理。

生：我把荷叶比作凉扇。

师：哇。一个孩子摘一片荷叶当凉帽，一

个孩子摘一片荷叶当凉扇。我们班里有 30 多个

小朋友。你们都想摘荷叶当凉帽、当凉伞吗？

生：（齐答）想！

师：这么积极啊！请大家思考一下，大家

都去摘荷叶去当凉帽，当凉扇，那还行吗？

生：（齐答）不行！

师：对呀，不要以为在公园里我们不摘花、

不践踏草坪就是保护环境，大家都去摘荷叶也

是破坏喔。

【很多孩子不好意思地笑着。】

师：嘿嘿。知道了吧。还可以比作什么吗？

生：我把荷叶比作小船。

【杨老师一愣，没有说对，也没有说错。

只是仔细地把那个发言的孩子上下打量着。】

师：你体重多少斤？

生：35 斤。

师：35 斤的人小屁股一坐在荷叶上，把

荷叶当船划，行吗？

生：（齐答）不行。会沉下去！

师：是啊，一个人坐在荷叶上会沉掉的，

这样的比方合理吗？

生：（齐答）不合理。

【杨老师指着副板书“合理”二字，再次

强调。】

师：小朋友们，请记住，学打比方，一定

要记住“合理”二字！记住了吗？

生：记住了！

师：小朋友们，今天的这篇课文，我们就

学完了。现在布置个作业——大家回家后，跟

爸爸妈妈说：“今天我跟杨老师学会了打比方，

现在请爸爸先做个动作，我来打比方，然后你

做动作，要爸爸打比方。”相互比试比试，看

看谁打的比方更合理。下课！

课文到这儿，学完了。这堂课，彰显了“30：

10”这个时间划分的完整结构，整堂课，贯穿

着目标教学的理念。这堂课，教学目标是唯一的、

明确的，所有的教学环节，从导入到结尾的作

业布置，无一不体现着教学目标的落实。并且，

基于低年段的特点，我指导学生进行了说话练

习，正是尝试对学生进行语言能力的训练，而

不仅仅是停留在读一读、背一背的层面。我聚

焦一个目标，定位清楚，意图明显，整堂课都

绕着这个目标转，而不是纠缠于课文内容之上。

实际上，在我们的统编教材中，类似《荷叶圆圆》

这种想象丰富的课文还有很多，蕴含打比方的

句子也常常见到，“打比方”这个目标可以举

一反三地学习其它同类课文，并反复地强化训

练。就这样，我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一堂低年段

语文课的教学，简洁、高效。

低段的课文可以这么上，中段和高段的

课文也同样可以。学生到了三四年级或五六年

级，已经具备了较为长期的语文学习基础，只

要我们给课文设定的微观教学目标得当，符合

学情，那么，我们运用目标教学法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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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30：10 的黄金时间比例是完全可行的。下

面，我再分别简要地说一说一个中段的例子。

中段的例子，我举三年级下学期第7课《一

个小村庄的故事》。我在研究这篇课文时，发

现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对全文来说，就是一个铺

垫。所以，我给本课确定的教学目标是“初学

铺垫”。第一段写道：“山谷中，早先有过一

个美丽的小村庄。山上的森林郁郁葱葱，村前

河水清澈见底，天空湛蓝深远，空气清新甜润。”

写得多美呀！可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村民们

砍伐后，洪水泛滥，这样的美好情景已然不复

存在。最后一段说：“什么都没有了——所有

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斧头。”

有了第一段的铺垫，这个结局更能使人感到心

灵的震撼。教学目标确定后，我开始了教学设

计。整个教学环节，还是始终紧扣一个词——

“目标”，与“铺垫”有关的，集中讲；至于

村子里的人如何看书的，因此怎样使村外青山

变成裸露土地的，学生看几遍课文，自然能懂，

因此我在课上就没有对此加以任何的分析，几

乎全部“舍”去。

在课堂伊始，是链接生活、引入目标环节。

我跟学生们说：“我有一件衣服丢了，你们感

觉怎么样？”学生说：“可惜。”我又说：“我

从耐克专卖店买了一件运动服，那颜色真鲜艳，

那手感真舒服，那款式真酷，可是丢了。”学

生马上回答：“那太可惜了！”我问：“为什么？”

学生说：“因为您丢的是名牌衣服呀，颜色好，

手感好，又酷，而它丢了，真是太可惜了！”

我说：“前面我说一件衣服丢了，你们之说：‘可

惜’，后面我对这件衣服加了一番描述，你们

就感觉：‘太可惜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程度

的区别？”学生没人举手。于是，我抛出目标：“这

就叫：我为了让你们感到衣服丢了有‘太可惜’

的感觉，作的一种铺垫。”我板书“铺垫”二

字在黑板上，指导学生齐读这个新词。这个环节，

总共花的时间也就 7分钟左右。

随后，我开始借助课文，消化“铺垫”这

一目标。我说：“铺垫，是一种语文能力，学会了，

能帮助我们提高说话和习作的水平。今天，你

们是第一次和它见面，所以叫‘初学’。”我

又在“铺垫”之前板书了“初学”二字。接着说：“下

面我们以《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为例，学会‘铺

垫’。”学生先默读课文，思考一个问题：这

个村庄的故事，结局是什么？默读完毕，学生

回答，我板书——“什么也没有了”。我提问到：

“一个小村庄就这么没有了，你们感觉怎么样？”

学生回答：“可惜。”接着，学生再次默读课文，

思考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读

后，学生回答：“村里人不停砍树，把树砍完了，

大水一来，就把小村庄给冲没了。”我说：“这

被冲没了的小村是个什么样的村庄呢？请大家

读第一自然段。”读完后，学生回答我。我板书：

美丽、山清水秀、天空湛蓝、空气甜润。我说：“这

段话用了许多好词，请大家多积累，将来也可

以用到自己的习作中去。”学生很快先读后背，

把这些词语记下了。我又说：“这么美丽的村庄，

被大水冲没了，你们感觉如何？”学生齐答：“太

可惜了！”“为什么？”学生说：“第一自然

段写小村庄的美丽，作了很好的铺垫。”我说：

“对呀，瞧，这铺垫的作用好大啊！好好学学，

请大家再次读一读这课文，体会体会。”到这儿，

我结合课文，基本上把“初学铺垫”的目标给

消化完了。随后，我根据这篇课文的特点，又

顺势启发了学生的思维，进行了一番人文教育。

我说：“请大家看黑板，思考一个问题：小村

庄的人砍完了树，导致悲惨解决，他们砍树做

什么？”学生很快回答：“建房、做家具、做

工具、当柴烧。”我继续追问：“砍树做这些

东西，该不该？”学生齐答：“不应该！”我说：“你

们再仔细想想，砍树做这些事儿，不应该吗？”

学生似有所悟：“应该。”“很好，为了人的

生存、生活得更好，有时候砍树是需要的。但是，

砍过了度，不行。应该怎么做，才会既砍树提

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小村庄又不至于被大水冲

走？”学生回答：“少砍点，多种点。”“对呀。

只有多植树，才能永葆绿色世界。”学生顿时

豁然开朗，通过学习这篇课文，还学会了辨证

看待某件事的能力。以上教学过程，我一共用

时 22 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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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这两个环节，我这堂课还剩下 10

分钟，做什么呢？指导学生开始围绕“铺垫”

这个能力点开展训练。首先，我设置了一组情境，

让学生做铺垫的口头练习：

1. 小明丢了一支钢笔，要求要让人感到

很可惜，该怎么铺垫？

2. 自己解决了一道难题，要求要让人感

到很不容易。

3. 劳动委员一个人扫完了整个教室，要

求要让人感到很辛苦。

4. 学生上午上了四节课，肚子饿了，要

求要让人感到饿得难以忍受，该如何铺垫？

这些说话练习，已经跳出了教材，与生活

紧密地链接起来。学生在完成这些口头练习的

过程种，进一步理解了“铺垫”的含义，以及

如何运用“铺垫”。这样，就把本堂课的教学

目标训练得特别扎实而有效。最后，我还布置

了一个家庭小作业：任选一个情境，写一个铺

垫的段落。学生回到家，还能继续把“铺垫”

这一教学目标通过笔头的练习来落实。

上面，我举了两个例子，详细地阐明了在

阅读课中，教学时间的调控问题。实践证明，

30:10 的黄金比例是可以做到的，各位同行也

可以试试。

参考文献：

[1] 石景章 . 求真务实的教学火花——和青年

教师聊聊语文教学[M].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

2006.

[2] 石景章 . 求真务实的教学火花——课例剖

析与教学随笔 [M]. 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

2006.



21

【语文天地】

构建高质量阅读话题，提高阅读教学实效性

广东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香蜜校区 陈工民

【摘要】《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

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对话”，自然就少不了话题，就要在对话之前“构建高质

量阅读话题”。一个高质量的阅读话题往往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蓦然回首”。

要使课堂丰盈而灵动，让阅读教学有“质”的飞跃，教师需要有一双慧眼通过扣

“眼”、抓“点”、拎“线”设计出高质量的阅读话题，提高学生品读的质量，

凝聚学生的阅读注意，加深学生思考的层次，引领学生真正走进文本，实现与文

本共舞。

【关键词】构建　 阅读话题　教学实效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

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

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对话”，自然就

少不了话题，就要在对话之前“构建高

质量阅读话题”。 语文特级教师余映

潮曾明确提出：“构建高质量的课堂阅

读话题是深层次课堂活动的引爆点、牵

引机和粘和剂，在教学中显现着“以一

当十”的力量。可见，构建高质量话题

阅读是教师开启学生心智、促进学生思

维、增强学生主动参与意识的基本控制

手段。因此，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

教师对教学内容要做深入浅出的分析，

既要高瞻远瞩，又要体察学情，设计出

高质量的阅读话题。

当下，笔者在听课过程中，经常发

现一些年轻教师设计的课堂阅读话题，

过多、过细、过浅、过滥，接二连三的

问题，不仅降低了课堂教学效率，而且

阻滞了学生自主的、个性化的学习。总

感觉这些课在“山脚下转悠”，或者始

终如同隔靴挠痒，无法带领学生走向文

本的“高峰”。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教师没有依据文

本特点设计出能紧扣文本价值取向的高

质量的阅读话题。因此我们的课堂构建

的阅读话题要有质量，有思维的深度，

要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课堂始终围绕着

这一话题阅读、对话、思辩、交流……

那么，要构建怎么样的高质量阅读话题，

提高课堂教学实效呢？

一、扣“眼”解课题，构建高质量阅读

话题。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一篇文章的题

目往往体现了作者别具匠心的构思，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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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文章灵魂的再现。许多课文的题目

都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

表现了课文的主要内容或思想感情。从

文章题目入手，构建高质量的阅读话题，

有效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如：《鱼游到了纸上》，仅课题就

足以引起学生极大的疑问，教师可以“鱼

本来是在水里游的，怎么会游到了纸上

呢？”这一阅读话题切入，引导学生抓

住重点词语、句子细细品读课文，通过

读、思、议，学生抓住了“举止特别”、

“鱼游到了心里”、“忘我境界”、“一

丝不苟”、“唯一”等词句，深刻体会

到聋哑青年勤奋专注的品质，使学生对

“鱼游到纸上和鱼游到心里的关系”这

一阅读话题有了深入的理解，心灵受到

触动，情感得到升华，与作者产生了强

烈的共鸣。整个教学过程都是由这个阅

读话题牵引，在问中理解，在读中感悟，

学生自读、自悟、自解、自练，极大地

发挥了个人和集体的智慧，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的意识，优化了课堂教学结

构，使学生的各种语文能力在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既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又提高了

阅读能力，提升了语文素养。

再如：《窃读记》一课，抓住课题

中的“窃”构建阅读话题，我们会随着

这个怯怯地藏身于大人中间，匆忙而贪

婪地阅读着的小女孩，体会到读书时腿

酸腰麻、饥肠辘辘的劳苦，经历担忧、

恐慌和惧怕的痛苦，体验惊喜、快乐与

满足的幸福。这种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复

杂感受，正是窃读的百般滋味。围绕

“窃”构建阅读话题，一可引导学生把

握主要内容，体会作者对读书的热爱，

对知识的渴望；二可在阅读中体会作者

通过动作和心理活动，将“窃读”滋味

具体化的写法；三可学习作者通过细致

入微的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来表达感情

的方法，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生动。可

谓一石三鸟。

教学《彩色的非洲》，学生初读课

文后，教师在黑板上出示 “非洲的（   

）是彩色的”构建阅读话题，让学生结

合初读印象，说说在括号内可以填写哪

些词句，然后选择其中的一个细读，向

同学描述清楚。再如《草船借箭》一文

为例，我们可以设计阅读话题： “借”，

为什么要借？怎样借？借的结果？

二、	 抓“点”聚中心，构建高质量阅

读话题

一篇文章中支撑文章主旨、富有灵

性的重点词句，堪称是文章的中心。如

果能够找到它们，进行“解剖”，就可

“淘出”极宝贵的点，阅读话题的构建

自然不成问题，每一个学生也都可以积

极地围绕“焦点话题”，投入到对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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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将思维的触角深入到文本的内核。

和谐地推进生本对话、生生对话、师生

对话，设身处地地理解、体验、感悟和

思考，读出作者，读出自己，读出作品

的深层意蕴，从而引发思想的震颤、精

神的提升和人生的思考。

如：《盘古开天地》可以抓住语段：

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

造了美丽的宇宙。来构建阅读话题，推

进文本教学 , 构建阅读话题。

1、读成一句话 

　　师：老师知道你们爱读书，但

爱读书不等于会读书，有人说，“会读

书的人能把一篇文章读成一句话。”你

们行吗？快试试吧，请大家拿出笔，快

速默读课文，想想这篇课文能读成哪句

话？把它画出来。

句子 1：人类的老祖宗盘古，用他

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

2、读成一个词

　　师：还有一句话说，“读书高

手能把一句话读成一个词。”这句话能

读成哪个词呢？（创造）

师：盘古是怎样创造我们人类的

呢？请自由朗读文章 2 、3 自然段，并

用笔化出相应的句子。

句子 2：有一天，盘古忽然醒了。

他见周围一片漆黑，就抡起大斧头，朝

眼前的黑暗猛劈过去。

师：想一想，怎样读才能使上劲呢？

（抡 猛劈）

师：谁能使出十分的力气来读？（生

读）

师：谁能使出五十分的力气来读？

（生读）

师：使出一百分的力气来读？（生

读）

……

师： 让 我 们 全 班 同 学 一 起 使 出

一百二十分的力气来读？（齐读）

师：就这样，只听一声巨响，轻而

清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

东西满慢下降变成了地。天和地分开以

后盘古又怎样做的呢？

句子 3：天和地分开以后，盘古怕

它们还会合在一起，就头顶着天，用脚

使劲蹬着地。

师：十年过去了，

生：盘古头顶着天，用脚使劲蹬着

地。

师：一百年过去了，

生：盘古还在头顶着天，用脚使劲

蹬着地。

师：一万年过去了，

生：盘古仍在头顶着天，用脚使劲

蹬着地。

  ……

再次复现句子 1：人类的老祖宗盘

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

师：是啊，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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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刀斧猛劈，顶天蹬地，用他的的整个

身躯为我们创造了美丽的宇宙。这一切

都归根于创造的力量，归根于创造的精

神。我的内心充盈的是对盘古无限的崇

敬，让我们满怀深情读→生读句子 1；

让我们高声的赞颂盘古这种创造的精神

→生读句子 1。此时此刻，当我再次面

对“创造”这个词时我不得不拿起自己

的笔工工整整，一笔一画的书写它。（教

师书写，学生临写）

 再如：《慈母情深》可以抓住以

下两个典型的语段构建阅读话题：

语段一：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

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褐色口罩上方，

一对眼神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

的母亲……

语段二：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

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

在缝纫机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了忙

碌……

作者将 “我的母亲”倒置，并进

行多次反复，所起到的表达效果是给人

一种慢镜头的感觉，突出了母亲的辛劳；

而“立刻”一词的重复应用，则是给人

一种快镜头的感觉，使母亲的一系列动

作描写一气呵成，再次感受母亲挣钱的

不易，生活的艰辛。看！两个语段承载

了文本内涵啊！一组慢镜头，一组快镜

头，如果细细品味，学生就能学到怎样

用特殊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强烈的思想感

情。但这并非是教参中指出的，而是需

要教者深入解读文本的结果。

三、拎“线”贯全文，构建高质量阅读

话题

线索是组织材料贯穿全文的脉络，

使文章浑然一体，使结构完整严谨，是

布局谋篇的重要因素。有的线索显而易

见，是文章的明线；有的线索深藏不露，

需要教师慧眼发掘。拎出文章的“线”，

把握好文章的线索，才会疏理文章，把

握文章的主要内容，提高阅读的实效。

如：《去年的树》这篇童话，只有

500 多字，如此短小的篇幅，却承载了

极其丰富而深厚的内涵。如果细细品读

这篇童话，就能发现新美南吉很巧妙地

埋下了两条线索。

第一条是明线，围绕鸟儿都去过哪

里寻找树？（鸟的追寻）

鸟儿又回到这里，找她的好朋友树

来了。

鸟儿向山谷飞去。

鸟儿向村子飞去。

…… 

第二条是暗线，围绕去年的树到了

今年发生的变化。（树的命运）

树——被砍，变成树根、树干——

树干被锯，做成火柴，送到村庄——火

柴点燃灯火，即将燃尽…… 

一篇文章，两条线索——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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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鸟的追寻，都包含在短短的篇幅之

中。在这两条线索中，作者重点写的是

鸟的追寻，是贯穿在文章中的一条明线。

树的命运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从树

根、大门、女孩的口中知道的。也就是

说，树的命运我们是通过别的话间知道

的。那么树的命运就是隐藏在里面的一

条暗线，等待着阅读者去发现去填补。

我们在构建阅读话题时，如果能抓住这

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学生的阅读实效会

大大提高。

总之，一个高质量的阅读话题往往

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蓦然回首”。

要使课堂丰盈而灵动，让阅读教学有

“质”的飞跃，教师需要有一双慧眼扣

“眼”、抓“点”、拎“线”设计出高

质量的阅读话题，提高学生品读的质量，

凝聚学生的阅读注意，加深学生思考的

层次，引领学生真正走进文本，实现与

文本共舞。

参考文献：

［1］阎学 . 小学语文文本解读 .（2012

年版）［ISBN］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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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化教学在语文课堂中的应用

——以《念奴娇 · 赤壁怀古》为例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高中部 陈诗梅

【摘要】活动化教学法对古诗词的有效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作用。本文结

合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把活动化教学法应用到古诗词的课堂教学中去，

在朗读中体验情感，在文本中品味语言，在“搞活动”中注重层次的逻辑性。实

践表明，在此次课堂的中，学生可在主体活动中增强感受能力，提高语文素养，

培养思维能力。

【关键词】活动化教学；语文课堂；《念奴娇·赤壁怀古》；感受能力；语文素养；

思维能力

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的教育观中指

出 [1]，为更好地发展智力和思维，活动

教学法理应被广泛提倡。教育与活动的

重要性亦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实践

中得到证明。近年来，教育教学工作者

广泛的课堂活动实践揭示了活动化教学

在应用时存有的几大教学问题：课堂局

限于认知，忽视体验 [2][3]；未能重视语

言文本，忽视品味词句本身 [4][5][6]； 课

堂活动过多且流于形式，忽视逻辑性 [7][8]

[9][10]。

张红老师结合前人教学实践经验，

在《从学习的视角看语文课堂活动的有

效性》[11] 中提出，活动化教学应是可

以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获取有效学习并

切实提高语文素养的教学方法。王荣和

李海林老师 [12] 在探讨《核舟记》教学

的基础上辩证地强调了“搞活动”的重

要性。李海林老师 [12] 进一步指出，活

动化教学是指能在动态交互的课堂上学

习并体验的基本教学形式。在李海林、

张红老师的理论和先行经验的指导下，

本文以《念奴娇 • 赤壁怀古》为例，

探讨活动化教学在语文课堂中的应用。

1、注重朗诵，体验情感

朗诵，是一种下意识的“搞活动”

行为 ，在培养学生语感上很有效果 [13]。

针对当前高中古诗词教学存在的困境，

曾雯 [14]、康培 [15] 老师表明，朗读这一

活动行为能有效深化学生情感体验、调

动语言文字形象思维。钱和建 [16] 老

师在谈及“有教学价值的课堂活动要符

合文体特征”时表示，在古诗词教学中

理应诵读全词，品味词句，读出情感。

为了让学生从最初的体验出发，读懂文

中的“我”，笔者结合《念奴娇 • 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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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怀古》的文体特征，在一个教学环节

上采取了教师示范朗读并鼓励学生参与

诵读的形式，其中片段教学实录如下：

师：“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

千堆雪”这里我们应该怎么读呢？

生 A：这句话应该读出有力的气势，

语速上加快一些。

生 B（抬头）：但“千堆雪”这里

是不是应该舒缓一点？

师：对的，整体上我们音调应该升

高加快，但在处理“千堆雪”这个词语

时要读得舒展，那么“穿空”和“拍岸”

呢？ 

生 C：嶙峋的石头高耸云霄，惊涛

冲击裂岸。“穿空”和“拍岸”要更有

力干脆！

师：大家理解得非常到位，“乱石

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句话

整体上我们要有升高加快的基调，其次

在处理“穿空”和“拍岸”时要更响亮

干脆，而“千堆雪”要放舒缓些，感受

浪花飞卷。下面，我们一起来有感情地

朗读，体验文中的“我”！

（师示范，生有感情齐读）

……

朗诵，体现了语文教学的语文味儿
[17]。笔者教学环节的实践表明，经由朗

诵，学生感官得到了有效的激发，在主

体性活动中获取了有效的生命情感体

验，增强了感受能力。

2、重视文本语言，提高文本品读

能力

“品味作品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是《新课标》中明确的要求，由此可见，

教学理应回归文本，鉴赏作品遣词造句

的精巧。王荣老师结合李海林教授的指

导，在教学实践后反思了自身对课文本

身不够重视的教学问题：忽视蕴含作者

情感的数词、名词、动词给学生带来的

精妙感受。“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

其味必长；大嚼大咀，终不知味也”。

对文本的“细嚼慢咽”有利于体验作者

情感，提高文本品读能力，回味无穷。

在《念奴娇 • 赤壁怀古》的教学设计中，

笔者从文本出发，以师生交互讨论的形

式探寻蕴含作者感情且富有表现力的语

言。为直观反映学生对文本语言的探究

实况，截取教学实录如下：

生 D（举手）：“卷起千堆雪”的

“卷”，我觉得“卷”字用得非常有表

现力。

师（点头）：嗯！“卷”字用得非

常有意思，为什么你认为它极具表现力

呢？

生 D：“卷”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滔

滔江水卷起千层雪浪的澎湃气势，而且

“卷”作为一个动词，使到整首诗歌语

言上更具张力，给人身临其境的画面感。

师：“卷”字带来了优美磅礴的意

境，这个动词也给予了我们无穷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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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在情感上，我们能不能凭“卷”

一字来全然解读作者的情感？

生 E（急迫地举手）：老师，我有

不同意见。

师：好，你来说说。

生 E：我觉得“人生如梦”的“梦”

更富有表现力，更能表达作者的情感。

师（好奇状）：为什么这么说？“梦”

比“卷”好在哪里？

生 E：我觉得“卷”字缺少了作者

情感的映射，而“梦”字仿佛让我们看

到了抑郁不得志，感慨人生的诗人形象。

师（赞许的目光）：解释得非常到

位，“梦”似乎比“卷”更能凝汇作者

的情感。

生 F（举手）：老师，我觉得“笑”

字可能比“梦”字用得好一点。

师：你认为“笑”比“梦”用得更

好，何以见得？

生 F：“笑”是一个动词而“梦”

是一个名词，“笑”字让世人的动态跃

然纸上，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感知诗人对

人生的感慨，更重要的是感受诗人当下

的状况。

师：“笑”这个动词如何帮助我们

感知诗人当下的状况呢？

生 F：“笑”是诗人在当下发生的

一个动作，这个动词可以引导我们回到

诗人创作的场景，比如说“在哪里笑”。

师：非常有见解，动词“笑”引领

着我们设身处地地感受作者，那么围绕

着“笑”有“在哪里笑”还有什么？

……

通过对对话的合理引导，师生在课

堂上合作生成了围绕“笑”的小组探究

活动。学生们结合文本自主思考，相互

讨论，最后生成作品（如图 2.1）。

 图 2.1

 

重视文本语言文字，以活动化的形

式进行教学，有利于学生发挥自主能动

性。通过表面的语言文字符号进入相关

的情节和情感语境当中，能提高文本鉴

赏能力。该教学过程体现了语文工具性

的特点，着重字词意蕴，切实提高了学

生的语文素养。

3、教学活动注重层级性，培养思

维能力，实现深度学习

 “过犹不及”，教学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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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过多，流于形式不能让学生沉心体

验 [18][19]。本次教学活动在妥善处理适

宜适量的前提下，着重活动的层级性把

握。活动化教学在本次课堂上按阶级性

可划分为三大板块：读、析、辩。活动

由易到难，从感性到理性，先体验后分

析，合乎学生的认知逻辑 [20][21][22]。“读

是最基本的入课活动”[23]，学生首先对

诗词文字进行整体的感知。这里的“析”

专指对课本内容进行推敲和再加工的行

为，确切理解文本信息。“辩是运用语

文的综合活动”[24]，通过“读”和“析”

整体体验并理解文本后，笔者开始引导

学生提出有价值的探究性问题并对其进

行深度剖析。教学实践中，学生们各抒

己见，在充分理解文章内容后就作者情

感进行了有力的争辩。由此生成了的探

究性问题如下：

有人说，苏轼在《念奴娇 • 赤壁

怀古》中所表达的情感是悲伤的，‘人

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流露出的是作

者消极的情绪，对此，你怎么看？

笔者顺势给学生们补充了课前准备

好的资料以供参考，组织讨论。在“辩”

的综合性活动中，学生的认识有了进一

步的发展，观点交织碰撞出了可贵的火

花，有效地培养了思维能力。

4、总结

笔者以李海林和张红老师提出的

活动化教学理论指导《念奴娇 • 赤壁

怀古》的教学。注重朗诵活动的开展，

此举不仅能增强学生对古诗词作品的语

感，还能让学生获取最初的体验，设身

处地地体验作者情感；从课文本身富有

表现力的语言文字出发，能有力地提高

学生文本鉴赏能力；着重教学活动的逻

辑安排，通过“读”、“析”、“辩”，

促进学生实现自我生成，有序提高思维

能力。



30

【语文天地】

参考文献：

[1] 皮亚杰 . 发生认识论原理 [M]. 商务

印书馆 .2007 年版 .

 [2][19] 翟倩 . 活动式教学理论在初中语

文课堂的应用 [D].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3][4][12][13] 王荣，李海林 .“搞活动”

是语文课堂的基本教学形态 [J]. 中学语

文教学 .2009(05).

 [5][7][11][18] 张 红 . 从 学 习 的 视 角 看

语文课堂活动的有效性 [J]. 语文教学通

讯 .2015(12).

 [6][8][15][17] 康 培 . 有 的 放 矢， 设

计 有 效 的 语 文 课 堂 活 动 [J]. 语 文 教

学 .2017(08).

 [9][20][23][24] 莫 家 泉 . 语 文 课 堂 活

动 是 有 级 别 的 [J]. 中 学 语 文 教 学 参

考 .2018(08).

 [10][16][21] 钱和建 . 浅谈语文课堂活

动的逻辑性 [J]. 语文教学通讯 .2015(07).

 [14][22] 曾雯 . 高中古诗词教学现状若

干问题探讨 [D].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31

【语文天地】

复述能力的培养路径与训练模型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张婷

【摘要】培养复述能力是提高小学生语文素养的应有之义。复述要经历先解构文

本再结构文本的认知过程，但小学生缺乏文本解构的能力，当教师不提供现成的

媒介时，学生就复述得不完整、缺乏逻辑，语言表达不够清晰流畅。因此，本文

试图借鉴英美文学中常用的 BME、SWBST 和 Elements of a story 复述框架，归纳

复述方法，以期为教师开展复述教学提供思路。

【关键词】复述；培养路径；训练模型；解构框架

复述是建立在深入文本理解的基础

上，经过思维加工，再现文本主要内容

甚至有意义地重构文本的学习活动。它

是语言实践活动与思维活动的整合，是

学生能力发展与学习策略的整合，是陈

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的整合。复述不

仅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材料的记忆，而

且还能发展学生的思维水平和口头表达

能力，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培养学生的复述能力，是提高学生语文

学科核心素养的应有之义。

一、立足教材，搞好目标教学

如何培养学生的复述能力？从《统

编小学语文教科书能力体系的构建》这

篇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小学生复述能

力的培养已经得到教材编写者的高度重

视，安排了许多故事性文章作为训练的

素材，并从内容的系统性、发展的梯度

等方面进行序列安排，尝试建立一套体

现系统性和发展性的训练体系。

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主编陈先云对训

练的目标序列进行了详细说明，主要内

容整合如下：统编教材依据儿童语言能

力发展特点，循序渐进地使儿童练习各

种各样的复述。二年级安排借助图片、

关键词、示意图等讲故事；三年级安排

根据表格、关键句梳理故事内容，详细

复述；四年级安排简要复述，提出注意

顺序和详略的学习要求；五年级安排创

造性复述，可以换一种人称复述，也可

以对故事情节进行“添油加醋”，为故

事增加合理的情节。

统编教材复述内容的安排，体现了

复述训练目标的层次性、连续性和发展

性，并在方法的迁移运用中不断提升训

练目标。作为一线教师，首先必须要领

会编者意图，立足教材，搞好目标教学。

二、分解步骤，打好复述基础

如何以教学实践完成教学目标？

通过文献查找与梳理可知，目前复述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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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主要是以下三种路

径：一是借助图片、简笔画、示意图、

关键词句、序列词、填空、板书、学习卡、

表格、提纲等帮助学生组织语言；二是

进行个人、分角色、接龙复述、表演复

述等形式上的创新；三是在创造性复述

方面摸索出可以进行的变化，包括改变

体裁、改变人称、改变结构、补充情节、

刻画人物、添加结尾、续编故事等。

在教学实践与听课过程中，笔者发

现，当老师利用教材上的示意图、关键

词句、表格或板书、提纲帮助学生复述

时，学生复述得比较完整，也比较轻松。

而中高段学生没有复述示意图等媒介的

帮助时，就出现了主要内容复述不完整，

颠三倒四，缺乏逻辑，面对简要复述的

要求，往往主次不分，难以取舍，甚至

完全不得要领等问题，还有学生在复述

时语言表达不清晰、不流畅。

实质上，复述要经历先解构文本，

再结构文本的认知过程。这些问题是学

生准确提取关键词句概括段落大意的能

力不够，以及对文本整体结构把握的经

验和能力缺失所导致的，学生缺乏从血

肉丰满的文本中抽离出“骨架”的解构

能力。陈先云先生强调，“复述要以正

确的语句、文本信息、文本分析、概括

段落的主要意思等作为基础，复述的时

候，既要注意儿童组织语言的能力怎么

样，也要注意儿童语言的表情，包括身

体语言。”确实如此，但如果学生的语

言组织训练不够扎实，因无法顺利的组

织语言而感到紧张，一站起来，全身心

都放在了应该说什么的问题上，哪还有

注意力分配给语言和表情？

因此，低段教学中，老师在文本

分析的基础上提供“现成的”媒介帮助

学生复述是可行的；而中高段的训练，

如果不帮助学生把握作者书写故事的逻

辑，教会学生自主解读文本结构，学生

是无法组织适当的语言进行逻辑清楚、

内容完整的复述的。正如演讲，虽然以

口头表达的方式呈现，但是演讲者往往

是从学写演讲稿开始的，直到学习者积

累了一定的语言经验，达到了一定的演

讲水平，才开始即兴演讲练习。因此，

在复述的训练过程中，教师也应当学会

分解步骤，关注学生复述之前的准备工

作，帮学生打好复述基础。

三、授予框架，习得复述方法

如何教会学生解读文本解构？英语

在国外作为母语教学，对学生也有复述

能力的要求，并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训

练的方法。在培养复述能力的起步阶段，

也利用图片、关键词、示意图作为抓手。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教师开始为学生

提供解构文本的框架，帮助学生把握作

者的叙述逻辑，让学生根据框架进行详

细或简要的复述。常用的文本解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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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根据能力发展水平排序分别

是：BME，SWBST 和 Basic Elements of a 

Story。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我们在

探索中遭遇困难和瓶颈时，不妨学习借

鉴他人的做法。

（1）分层叙述法：BME 框架

BME 是 Beginning、Middle 和 End

的缩写，这种方法是把文章分成开头、

中间和结尾三个部分。人教版教材四年

级下册第八单元语文园地“我的发现”

中，小林与小东以《普罗米修斯》为例

向学生揭示了这种方法的操作步骤——

“先把课文读两遍，对课文内容有个大

致的了解，再一部分一部分认真地阅读，

了解每一部分主要讲了什么，然后把各

个部分的主要意思连起来，就抓住了课

文的主要内容。”可见，使用这种方法

的关键是分层。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分

层叙述法”。故事性文章一般可以按照

时间顺序或事情发展的顺序分为“起因、

经过、结果”三层。

以《晏子使楚》为例。题目是一篇

文章的眼睛，故事内容的整体把握可以

紧扣题目。从标题我们知道，文章讲述

的是晏子出使楚国时发生的事情。接着

围绕故事分层，开头是 1-2 段，讲了故

事的起因——齐楚都是大国，楚王想乘

机侮辱晏子，显楚国的威风；中间是 3-5

段，讲了故事的经过——楚王三次侮辱

和晏子三次反击；结尾是第 6 段，楚王

不敢不尊重晏子了，最后连起来叙述。

在英语复述教学中，教师常常使

用有趣的图示或表单来吸引学生进行故

事分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设计更

贴近中文表达和课文内容的表格或学习

单，帮助学生进行思维练习，为复述做

好准备。

 图 3.1  BME 复述框架学习单

分层叙述法不仅可以用于复述简短

的、情节单一故事，包含联系紧密的多

个故事的文章也可以使用。以《将相和》

为例，操作方法仍然是由题入文，先抓

住标题把握文章主要内容。将相和好意

味着将相之前失和，为什么失和？读了

文章，就知道文章讲述了三个小故事：

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负荆请罪。在概

述三个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故事

之间的关系：前面两个故事中蔺相如官

职一升再升，从上大夫到上卿，比廉颇

还高了，引起了廉颇的妒忌，这是将相

失和的原因；蔺相如避走和廉颇负荆请

罪是经过；最后，两人同心协力保卫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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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谓之“将相和”。

（2）角色主导法：SWBST 框架

SWBST 是 SWBST 是英语故事写作

的常用框架之一，复述时也经常使用它

来解构文本。目前在中文语境中，还没

有哪种常见结构可以与之联结，它是英

美文学中一种独特的叙述框架。

SWBST 是 Somebody-Wanted-But-

So-Then/ The end 的首写字母缩

写，意思是谁想做什么事，但是

遇到了困难和麻烦，所以它采取

了什么措施去应对，接着又如

何了，最后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采用这种方法复述时，只需要在

表单对应的地方填入关键词句，

最后连起来叙述，就得到了整个故事的

大纲。它在情节一波三折的故事中，这

一复述框架还可以根据详略需要进行拓

展，反复运用 but-so，成为 Somebody-

Wanted-But-So-But-So-But-So-……-The 

end 框架。还是以《晏子使楚》为例，

将表格中的要素一一填写，连缀成句，

就可以完成对这篇文章的简要复述。

图 3.2  SWBST 复述框架内涵及操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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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析和解读框架，降低了难度，使教

学目标的落实更贴近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让学生有自信能说、敢说，既可以

应对简要复述的要求，添枝加叶详细复

述也不会顾此失彼。作为一线教师，应

当设计和充分利用表单帮助学生习得解

构和再结构文本的方法，同时在学生熟

练后，还应给予学生框架选择和表单设

计的自由，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化的复述

语言。只有经过有目标的、有步骤的、

长期的扎实训练，学生才能内化复述框

架，基于文本选择适当的复述框架，组

织好复述语言。只有打好复述语言的基

础，学生才能在复述的形式上有所创新

和突破。

此外，上述框架常常被用来指导英

美文学学生的写作，甚至抽离出其中的

某个环节单独进行深入的写作训练，为

改编、创作和创造性复述奠定基础。这

也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如果能以叙述

框架的梳理带动复述的逆向思维培养，

形成以写作框架带动阅读复述、以阅读

带动创意写作的闭环，中文教学将真正

实现读写结合，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大有裨益。因此，我们不仅要深耕自己

脚下的田地，也要学习别人耕作的技巧

和经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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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思维导图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周群（初审杨金锋；二审杨志坚）

【摘要】随着教育自身、心理学及人类行为科学研究发展 ，教学方式也越来越多 

样化 、科学化、合理化和系统化。对于数学学科的课堂教学，思维导图的应用是

一种十分有效的教学辅助手段，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把握数学知识，学生课堂学习

效率也能显著提高。

【关键词】初中数学  思维导图  教学  学习  外显能力

思 维 导 图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东

尼 • 博赞发明的一种学习工具。这种

学习工具是根据人的思维特征而建立

的，其有助于将抽象的知识可视化和图

形化，并对知识之间进行相互关联 , 对

于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的提高非常有帮

助。

思维导图不仅是一种学习方式，也

是一种教学方式，在教学中应用思维导

图有利于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思维导图

的应用，既是素质教育发展的要求，又

是学生自我提高的需要，对于数学教学

和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课堂上运用思维导图的教学现状分

析

数学教学中常有这种情况：课堂上

学生能听懂教师教授的知识点，也能在

理解的基础上背下数学概念和法则，但

学生自己做题时却不知如何利用相关的

已知知识进行快速解答，反而胡乱套用

公式或定理；做题经常出错；思考题耗

时费脑却没效果——长此以往，学生迷

茫和疑问，老师讲的内容都听得懂，但

不会做题，是不是我笨呀？慢慢的，学

生对数学学习就失去了兴趣。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比较零散，知识之间的关

系没有梳理清晰，对知识的理解不深入，

不能将知识有机的串联起来，难以将知

识灵活地运用到解题中来。

以前的教育学理论认为，只要多做

题，多做典型题型，学生就能掌握了学

习方法 , 自然也就会有好成绩。这种题

海战术法，经常会让学生很忙很累 , 和

优秀学生的差距在后期学习中体现愈加

明显；而且仅仅是做题 , 不去分析和总

结数学知识的内在联系，学生的思维只

会越来越乱，逻辑性极差。

数学的教与学，都需要仔细思考知

识之间的联系，对有关数学知识的定理、

法则、概念更需要真正的理解；在学习

每节新知识时 , 老师和学生都要把以前

相关知识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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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内容而忘记以前的知识点。这种情

况下的数学课堂，最需要新的教学手段

来辅助教学，进而提高课堂效率；而思

维导图能有机地联系数学题目需要掌握

的概念和知识点，帮助学生理清解题思

路，从而顺利解题。

二、课堂上运用思维导图的教学优势分

析

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运用思维导

图图示形式，能清楚地展示知识点之间

的关系，能帮助学生构造“问题图式”，

而数学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既能同时

构造“问题图式”，又可以对相关信息

进行充分分析，通过对已经掌握的知识

点的运用，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比如：数学复习阶段，掌握知识要

点是关键。学生如果能好好利用思维导

图 , 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复习，加深理解

和记忆；而且教师用思维导图归纳每节

课的内容，就会极大地减少学生的复习

时间，使学生能迅速掌握本节课的知识

要点。 

示例：初中数学有一元二次方程、

一元二次不等式、二次函数，这三部分

是初中数学的重点和难点，如不能利用

思维导图将这三个部分知识点串联起 ,

学生学习起来挺零乱，解时题总有点似

曾相识的感觉，却不知从何下手。如利

用图一的思维导图梳理后，学生大脑中

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画面，在相关问题解

决时知识应用一目了然。    

如果学生在学习各个知识点时，通

过这样的思维导图将知识进行合并和归

纳，只要出现类似于的问题，都会很容

易解决。

另外，教师运用思维导图能有效突

破教学难点，促进教学反思。

示例：由于学生数学程度参差不齐 ,

很难同步跟上老师的课堂，如果抽象性

的数学概念和一些思维逻辑性较强的理

论知识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反复学习加

强教学方法，部分容易跟不上，部分学

生成绩好的又不愿听 , 课堂效果不理想。

如果教师通过思维导图将学生难理

解、易混淆的概念知识呈现出来（如图

二），提高学生的自主认知能力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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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这样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

能力来进行提问和听讲，有利于提高课

堂听课效率。

思维导图的巧用，还能促进教师教

学活动反思。很多学生在做题时往往会

感觉到无从下手，而通过画思维导图，

学生会发现自己存在哪方面的知识欠

缺，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如果师生共

同制作思维导图，能使教师对学生的知

识掌握度有所了解，便于教师有的放矢

帮助学生。

三、运用思维导图可以培养学生逻辑思

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平时，学生可以在预习、复习及

做笔记时运用思维导图，加强、加快和

系统性学习数学知识。

比如：课前预习是数学学习的重要

环节，但对于很多学生而言，所谓各类

种预习，就是看看教材内容，知道老师

要讲的是什么内容 , 对教材有初步印象，

这样的预习显然没有什么用途，如果学

生在预习时做好相关思维导图，就不是

孤立的学习。例如每次学习圆的知识时，

慢慢做完相关的思维导图预习，整个知

识点和知识结构就很清晰明了。

示例：复习是巩固知识、提高知识

应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重要环节。传

统复习是直线型笔记仅仅是对教师课堂

内容的机械的的复制，知识点相互之间

没有关联、没有重点，学生忙于记录，

没有时间真正地去思考，教师很难改变

自己是课堂主角的地位，长久以往，养

成了学生记忆知识而不是思考和应用知

识的习惯，形成了思维惰性，学生不能

完全清楚了解自己在这科上的实际情

况。利用思维导图做复习，先独立对整

章知识进行总结，根据以前掌握和理解，

理清数学概念、规律及其区别、联系，

区分重点难点，画出思维导（如图三）,

能对整个知识结构清楚明了。

用思维导图做笔记，用简单的短语、

线型构造和数字记下重点，顺应大脑的

思维方式把它们联系起来——因为记的

同时就加上了自己构思，学生不仅能轻

松跟上课堂的节奏，又能充分地理解，

使解放的大脑可以得到休息，还可以顺

着教学思路展开联想，使学生在不知不

觉中快乐地思考着；课后学生再根据自

己的喜好给思维导图涂上颜色，加上图

画，或重新画一遍。这么有创意的图画，

学生怎么能记不住概念和定理？这种学

习方式既可以丰富学生想像力，又能提

升学习效果，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思维导图还可以运用到学生

的分组学习。

用思维导图分小组学习时，首先每

个学生自己画出自己已知的资料或知识

内容，然后将各人的思维导图合并及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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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最后重组成为一个共同的思维导图。

在制作这个思维导图过程中，每个

学生都参与制作、讨论和归纳，故能清

楚明白这张思维导图中已包含的知识要

点和难点，同时提升小组成员归属感及

团队合作精神；共同思考时，能够产生

更多创意，最后的思维导图更是小组共

同学习和探究的智慧结晶。各小组形式

多样的思维导图，能用各种方式将数学

知识以一定的逻辑关系逐级向下传递，

由最开始的抽象变成具体，培养了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对培养学生

数学思维外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思维导图是思维外显的具体化表

现，通过思维导图这一工具，可以让学

生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明确自己的学习

步骤与思路，帮助自身理清层次，完成

对问题的具体化处理。

（一）运用思维导图进行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是听课高效的重要环节，

为使预习达到理想效果，可以尝试让学

生制作思维导图进行预习。学生通过阅

读，在白纸的中央绘制一个图标确定内

容主题。思维导图绘制的开启将让大脑

快速地进入思考步骤，并由此产生一系

列的学习步骤。通过思维导图的绘制，

可以清晰地展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重点、难点、问题也将一一以

图标的形式出现在思维导图中，这样大

大提高了预习的效果。

（二）运用思维导图进行整理与复

习，优化知识结构

数学知识面广，涉及内容多，知识

点零乱，整理与复习尤为必要。运用思

维导图进行归类、综合、整理，让看似

分散、独立的知识点连成线，结成网，

使知识系统化、结构化，让学生从整体

上理解并掌握每个单元的重要概念和知

识体系，例如：

（三）运用思维导图归纳错题

不少学生在解题时不断重复曾经的

错误，单独地摘抄错题耗费时间且不容

易记住，而运用思维导图对错题进行归

纳总结，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可以

以错题为突破口，系统记忆相关知识，

加强概念辨析，将知识由抽象变为具体。

（四）运用思维导图突出重难点

学生在掌握抽象性数学概念及较强

的逻辑性理论知识时，常常感到吃力困

难，我们不妨让学生和老师一起来做思

维导图，利用思维的可视性将思维具体

化，让教师发现学生可能存在的思维盲

区，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师的教学。

（五）运用思维导图进行知识点与

经典题型的归纳总结

通过思维导图不仅可以串联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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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故事中人物角色较多、人物关系

较复杂时，我们可以颠覆传统的复述视

角，从对立角度来使用这种方法，进行

创造性复述。下面以经典儿童故事《三

只小猪》为例，采用这种方法，复述的

内容随着视角的转变而改变，因此这种

方法可以称作“角色主导法”。

图 3.3 故事的构成要素

图 3.4 故事山

在英美文学理论中，一个故事

通常包括背景、角色（包括主角及

其对手）、情节、矛盾（包括内部

矛盾和外部矛盾）、主题、叙述视角、

故事基调及语言风格等要素。在小

学阶段，往往只关注前面五个基本

要素。同时，情节的发展还可以细

分为几个阶段：序幕、发展、高潮、

下降与结局，它展现了一个故事发

展的整个脉络，因而被称为“故事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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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的孩子复述一个复杂的故事

比如一整本书之前，通常会先填写一个

差异教学活动表或“故事山”结构图，

这是复述训练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它既可以检视学生对故事的阅读理解水

平，也能帮助学生回顾整个故事，组织

复述语言。这种提炼故事中的主要元素

作为复述框架的方法，可以称之为“关

键要素法”。

图 3.5  差异教学活动表

借鉴英美文学中的这种理论框架供

学生选择使用，非常有助于打开学生复

述的思路。事实上，中国读写教学理论

中有与之共通的模型——记叙文六要素

和小说的三要素。这两种理论模型也是

相通的，小说的三要素中，环境即时间

和地点，人物即主要角色，情节即事件

的起因、经过、结果。因此，在中文复

述训练路径中，以小学生最熟悉的记叙

文六要素作为复述框架是最好的选择。

以经典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例，

学生填写一个简单的复述表单，即可完

成对故事的简要复述。当然，在有些故

事类文章中，记叙要素并不齐全，只要

学生能够将文章中呈现的要素复述齐

全，就算合格。

五、结语

复述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复述训练过程中，教师向学生提供文

时间：大年夜              地点：街头

人物：卖火柴的小女孩

起因：她又冷又饿，不敢回家

经过：她几次划着火柴，在火光中看

到了温暖的大火炉、喷香的烤鹅、美

丽的圣诞树、慈祥的奶奶，奶奶带着

她越飞越高，飞向了没有饥饿寒冷的

地方。

结果：小女孩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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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将知识点与题

型挂钩，培养学生发散、联想、归纳总结、

观察发现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进一步促进思维外显能力的发展。

在初中数学教学和学习中运用思维

导图，对于教师来说掌握了一种新的教

学手段，有利于教学能力的提高；对于

学生来说减轻了学习负担，增加了学习

的乐趣。数学思维导图非常适合初中阶

段学生的学习状况，方便学生记忆和理

解数学知识点，提升了学生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生可以在这种学习

模式中将自身潜能充分挖掘出来，并充

分体验学习数学的快乐。

参考文献：

[1] 张瑜 . 思维导图在初中数学教学中

的应用 . 中学教学参考，2017 年 6 期

[2] 林花 . 初中数学教学中思维导图模

式的应用

[3] 樊晓辉 . 思维导图在初中数学教学

活动中的运用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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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几何直观素养，提升数学思维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史晨颖

【摘要】几何直观是一种重要的数学素养，几何直观可以把抽象的数学关系形象

化，帮助学生分析、解决问题，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在本文中，笔者基

于自己的阅读和教学经验，阐述了“几何直观素养是什么？几何直观素养有什么

作用？如何培养几何直观素养？”三个核心问题。

【关键词】几何直观 数学思维 小学数学

几何直观素养是《义务教育数学课

程标准》中的十大素养之一。在教学中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素养，将

对学生学习、理解、研究数学有很大的

帮助。几何直观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

能力，更是数学的素养和思维方式。在

本文中，笔者基于自己的阅读和教学经

验，就“几何直观素养是什么？几何直

观素养有什么作用？如何培养几何直观

素养？”三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理解，

求教于方家。

一、几何直观素养是什么？

数学课程标准中对几何直观做了这

样的定义：“几何直观主要是指利用图

形描述和分析问题。借助几何直观可以

把复杂的数学问题变得简明、形象，有

助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预测结果。”

著名数学家徐利治教授认为，“直观就

是借助经验、观察、测试或类比联想，

所产生的对事物关系直接的感知与认

识，而几何直观是借助于见到的或想到

的几何图形的形象关系产生对熟练关系

的直接感知。”

几何直观是数形结合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数

以形而直观，形以数而入微。”几何直

观侧重的就是“数以形而直观”，将数

量关系转化为直观的图形问题，化难为

易，化抽象为具体。

几何直观的外在形式可以分为四

种：实物图、示意图、线段图和构造图。

实物图和示意图多用于低年级，用描绘

或者符号的方式代表实物，比如用小棒、

图示、计数器等表示数与数的计算。线

段图和构造图更注重用图形的形式直观

地呈现出数量关系。

二、几何直观素养有什么作用？

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

解数学，形象地展现自己的思维过程，

在整个数学学习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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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促进对知识和情境的理解，感

悟数学美。

在学习科学中，这几乎是一条定

律：看到的比听到的更直观，留下的印

象更深刻。在复习自然数与整数这两个

相互关联的概念时，学生有时候会混淆。

老师可以提问学生，如果用直线、射

线、线段来类比自然数和整数，谁像谁

呢？——自然数像一条射线，整数像一

条直线。这样就把数的概念和几何图形

联系起来了，复习了数，也复习了几何。

在应用题的分析中，几何直观同样

大有裨益。在学习长度单位时，曾有这

样一道应用题，“小明家和学校相距 2

千米，早上小明离开家 500 米后，发现

自己请问这一天小明在家和学校之间一

共走了多少米？”如果仅仅是读题，学

生很难数清楚到底走了多少次。如果在

一边读题，一边在线段图上画出小明的

行走路线图，如何计算行走的距离，该

用哪些数加和，就一目了然了。

2、促进思维可视化

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儿童

的认知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儿童的思维

逐渐变得抽象、复杂、灵活，能够进行

逻辑推理。展现思维的过程即是发展思

维的良机，如何让头脑中抽象的思维过

程展现出来呢？几何直观可以作为思维

可视化的重要工具。瑞士教育家佩斯塔

洛希强调“思维的发展同视觉说明相联

系”，在数学学习中要重视板书、图形、

模型、图示的作用。在很多问题解决的

课型中，教材都提供了若干种画图法，

鼓励学生运用不同的方法，直观表示出

题目的数量关系，从而明晰思路，降低

列算式的难度。  

3、便于课堂的交流、分享

图形的直观特性可以为课堂的交

流、分享提供便捷，让学生养成运用恰

当的工具帮助自己和他人交流的好习

惯。一个好的几何直观图应该是既可以

便于自己看懂，也便于让别人看懂的。

比如一年级下学期，学习百以内的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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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每堂课上的算法都涉及到五种

及以上，根据教师参考用书的要求，学

生应达到与他人交流算法，并理解多种

算法的目标。关于算法的交流理解，既

有动手操作、学生发言、小组讨论，也

使用了思维导图来记录、整理各种算法。

有些算法直观、便于理解，有些算法简

单便捷，不同算法各有优劣，在直观的

图示中一目了然。

三、如何培养几何直观素养？

在教学中，老师可以让学生多多经

历动手操作、图形绘制的过程，在丰富

的数学体验中培养学生用几何直观描述

问题、分析问题的意识，逐步提高学生

使用几何直观理解数学的素养。

1、在教学中采用几何直观的教学

策略

为了提高学生的几何直观素养，教

师首先应该注重以身作则，不断提高自

身的几何直观素养，并在教学中尽可能

多地展示几何直观的策略。

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可以多采用几

何直观的思维方式，经常示范几何直观

的示范，多多进行语句表述、图形语言

和符号语言的三位一体教学。老师卓越

的几何直观素养可以使得学生有一个良

好的模仿范本，这样的老师也可以更快

速、准确地从直观层面引导学生分析出

错的原因，突破理解的难点。

例如，在教授“积的变化规律”一

课时，老师可以呈现若干组乘法算式，

让学生观察因数的变化导致了积怎样的

变化。如果将几何直观的思维应用其中，

老师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展示一个

长方形，让学生求出它的面积。接着猜

想，当长不变的时候，宽扩大为原来的

2 倍，面积如何变？在动画展示中，学

生可以直观地看到，长方形拉长了，大

小变为了原来的两倍。老师也可以进一

步呈现“宽变为了原来的 1/2”的情况，

“长变为了原来的 2 倍，宽变为了原来

的 1/2”的情况，让学生在直观演示中

更深刻地理解并记忆了积的变化规律。

抽象的数的规律有了鲜活的形的注解，

在丰富多彩、富于变化的图形的帮助下，

学生的认识更加丰满、更加全面。

2、在练习中养成能画图尽量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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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惯

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画图的习惯，

特别是在问题解决类的任务中，画图应

该做为一项常规要求。画图可以将相对

抽象的思考内容图形化，将相对繁杂的

文字描述简单化，有效地降低思考的难

度。在刚刚训练画图的时期，老师应该

着重强调作图的规范性，并教授一些方

法：如使用铅笔、尺子规范作图，已知

信息和所求问题如何简单地标注，使用

什么样的符号，如何正确地体现数量关

系。开始，有些学生不擅长画图，也不

知道该怎么画图，老师可以让学生首先

观察课本的图，理解图中的含义，初期

模仿画图，后期逐渐独立画图。

赞科夫曾说，“教会学生思考，对

学生来说，是一生的资本”。思维是一

个抽象的活动，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方法。

几何直观是一种促进数学思考的重要途

径，在整个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发挥着不

可取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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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激励方法，提升数学学习思维流量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吴宏力

【摘要】有效的激励方法能够极大的激发学生学习的求知欲，提升学生在学习中

的思维流量。笔者在多年的小学数学教学中形成了一套针对学生数学学习，科学

实用的激励方法。本文提及的激励方式运用统计的理念，详细介绍如何将这方法

落实到学生数学学习的教学评价中。在常规课堂进行中与作业两方面法人教学评

价中善用激励方法，从而提高数学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数学素养。

【关键词】思维流量；激励方法；数学学习

1 思维流量内涵与激励方法的重要

性

关于思维流量，首次提出者为深圳

市明德实验学校程红兵校长。除此之外

国内外尚无思维流量的概念建构与理论

研究。程红兵校长的解释为：思维流量

是从信息技术的词汇迁移过来，可定义

为“课堂上学生思维流动的量”。针对

课堂本质，程红兵校长说：“课堂的本

质是师生之间的即时性对话交流，对话

的核心意义在于激活学生的思维”。笔

者认为包括数学课堂在内的数学学习更

是如此，且是思维流量最容易产生的一

门学科。本文中提到的小学数学学习先

仅限于课堂学习与课后作业。想要产生

一定的思维流量，教学评价环节好的激

励方法尤为重要。

2 激励方法的具体实施：

在每个学期初，笔者会给学生的

每一本数学书及教辅资料设计一张评价

表，贴于学生每本书的扉页，在接下来

的一学期，学生的每一节课的课堂表现

和每一次作业的等级都会在这个评价表

中体现。以获取“星星”的形式来实现。

数学课堂评价表中的得“星星”要

求：

我在数学课上 :1. 爱学、爱问、爱

思考。2. 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能代

表小组发言。

表 2.1：数学课堂评价表

我爱数学课

我在数学课上 :1. 爱学、爱问、爱思考。                  
          2. 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能代
表小组发言。

1 2 3 4 5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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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作业评价表中的得“星星”要

求：

我的数学作业：1. 准确率高。2. 书

写工整美观。（小学生正处于养成教育

阶段，书写需要督促与鼓励，数学也应

对于书写提出要求）

表 2.2：数学作业评价表

 

2.1 激励方法应用于课堂评价

在课堂进行中，为了促进学生思考，

鼓励学生积极回答问题，采用分组合作

的方式。基本每一列为一组，黑板上会

贴好分组评分表，哪一个组的同学回答

了老师的问题就给该组加一颗星，回答

特别精彩的会加两颗星，一节课结束的

时候，会给得分最高的组每人人加一颗

星。

这种课堂激励方法的效果是在课堂

上老师不仅不发愁没有同学回答问题，

而且还会经常出现需要老师强调“我给

大家 3 个（或 5 个）回答问题的机会”，

在学生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的情况下，

要控制好课堂的节奏。比如在一年级的

数学课堂上，老师提问到：同学们在哪

里见过数字 100 ？学生的答案有：在计

算器上，加一颗星。在煮茶的水壶上，

加一颗星。深圳有座建筑叫京基一百，

这个答案老师给加两颗星……同学们还

像回答？把你见过的 100 说给同桌听。

再比如一年级数学课堂上学到分类

的时候，如果把咱们班同学分成两类，

可以有哪些分法？学生的答案有：按性

别分，加一颗星。按头发长短分，加一

颗星。按是否单眼皮分，加量颗星，最

后同学们找到了二十多种分类标准，也

就是找到了更多的分类方法。

采用这种激励方法，使每一个有价

值的问题可以得到积极回应，最大限度

的激发学生思维的活跃度，提升学生思

维流量。

2.2 激励方法应用于作业评价

关于小学生作业辅导是让无数老师

和家长头疼的问题，相关段子也被大家

调侃了一波又一波。有段子中描述到中

科院的调查研究认为，现在最破坏亲子

关系的活动是辅导孩子写作业，认为孩

子的智商水平不及当年的自己，100%

的家长认为孩子的智商遗传了对方；有

作业辅导致家长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妈

妈们“瞬间崩溃式”辅导作业和爸爸们

本宝宝数学最厉害

我的数学作业 :1. 准确率高。                  

                        2. 书写工整美观。

1 2 3 4 5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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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崩溃式”辅导作业的画面，一人

写作业全家崩溃；还有一阵朋友圈掀起

提前领回未来女婿、儿媳妇回家辅导作

业的段子。网络段子多有夸张，但也反

映出学生在实际做作业中存在积极性不

高的问题，如果做练习的积极性都不高，

何谈思维流量的品质。

本文提到的激励方法旨在通过良好

的激励机制改善做作业提交问题，提高

学生做作业的积极性。每次高质量完成

一次数学作业，老师都会给一颗星，实

际操作是在一颗星星上盖上日期，集齐

10 颗星，即可找老师兑换明德海豚币。

这种激励方法的好处是，让学生在

常规学习中，提高练习的积极性，把基

础打扎实，数学学习唯一的秘籍就是通

过练习来总结方法，这些方法便是思维

流量的核心所在。

2.3 期末统计及表彰工作

每个学期末的时候都会将学生获得

的“星星”数量进行统计汇总，根据数

学课堂评价表中“星星”的数量评选出

10 位上课提供想法又多又有价值的同

学，老师为这 10 位同学写“课堂表现

好”表扬信。根据数学作业评价表中“星

星”的数量评选出 10 位在做作业过程

中认真思考确保准确率的同学，老师为

这 10 位同学写“作业认真”表扬信。

3 补充说明

第一，本文中提及的激励方法是教

学评价的方式之一，在教学过程中要注

重学生发展的差异性，在客观公正评价

的同时，应给予后进生更多的表达机会，

关注每一位孩子的发展。

第二，这种激励方法与网络游戏中

规则的设置有着相同的机制，如：奖励

成就、用经验值条度量进程、及时反馈、

目标明确并长短细化、注重集体的归属

感等，在此文中并未展开说明。

第三，激励的本质在于促进思考，

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我们的目的在于

让更多的学生找到数学学习的内在动

力，体会主动思考的愉悦感和获得知识

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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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构游戏中提高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吴惜娜

【摘要】数学核心素养是小学生认知客观世界中的数量关系、把握形状和空间概

念、学会计数的关键。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并建构有效的游戏活动对帮助小学生

积累数学核心素养是非常重要的。建构游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深受小学生们

的喜爱。在建构游戏中开展数学教育教学，选择适宜的游戏材料和主题，能够避

免让学生学习数学感到枯燥无味、索然无趣，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有效积

累数学核心素养。

【关键词】数学核心素养、数感、空间观念、推理能力

《课标》中提出了小学数学的 10

个核心素养，即数感、符号意识、空间

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观念、运算

能力、推理能力、模型思想、应用意识

和创新意识。而小学教育阶段是小学生

积累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阶段，在这个

阶段的学生不需要掌握太多具体的数学

知识，但是需要培养一定的数学思维，

积累相应的数学核心素养。数学核心素

养是小学生掌握数学学习方法和理解

数学的必要条件，核心素养包括认知客

观世界中的数量和计算概念，能够分辨

出不同的形状，区分平面和空间结构的

不同。这些数学核心素养的积累对于小

学生后续的学习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

义。如何在小学教学和管理中渗透数学

教育思想则是每一位小学教师需要深深

思考的课题。

小学生们天性活泼好玩，对新鲜事

物和游戏活动充满了兴趣，不喜欢传统

的课本式教学。所以，小学应尽可能多

的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主题活动，提高

学生解决数学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在

新时代素质教育要求和基础教育改革的

大背景下，小学需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游

戏活动，帮助小学生们在游戏中学习各

门学科知识。建构游戏具有小学生游戏

自主性强，游戏材料丰富的优点。小学

生利用建构材料，可以搭建出不同形状

的模型，既有平面的也有空间的，在此

过程中，小学生便能很好地理解空间结

构是由平面结构生成的，它们的关系是

基础和发展的结果。搭建的过程中，小

学生们要使用到不同类型和数量的建构

材料，随着使用材料数量的逐渐增多，

模型越来越大，而剩余的材料必然减

少，小学生们看着身边的材料减少和面

前的模型逐渐变大，很容易就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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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变化的现实意义。在这个总体平衡

一致的规则下，小学生们慢慢就学会了

计数、知道了数目的增大和减少概念，

在不断积累感性素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

数概念，理解了计数的意义。同时，通

过在不同尺寸的材料上标注数值，小学

生们使用这些不同规格尺寸的材料所搭

建出来的模型是不一样的。小学生们对

这样直观形象的对比也很敏感，很快就

能明白不同数字的大小对比关系 , 这样

的教育和理解效果比在课堂上的讲解要

有效的多。可以说，建构游戏的各项操

作技巧和材料属性对小学生掌握数学核

心素养是大有裨益的。在建构游戏中渗

透数学教育是科学可行的。

二、以建构游戏为载体的数学教学基本

实践

通过提供丰富的建构游戏材料和

选择合适的游戏指导策略，建构游戏能

够帮助小学生们更好地积累数学核心素

养，下面从数学核心素养的三个方面分

别进行分析研究。首先要聚焦数的概念

与计算，帮助小学生们从源头理解数的

含义和概念，明白数学的最大意义是什

么；其次是掌握大小比较概念，学会用

数字来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比较；

最后是分清各类几何形状的区别和特

点，在建构游戏中初步养成几何概念。

（一）在游戏活动中培养学生数感

皮亚杰说：“活动是儿童发展得杠

杆，通过实践操作，可以让学生体会“数”

就在身边，感受到数的趣味和作用，对

数产生亲切感”。小学生阶段是培养学

生数感的关键时期，而单纯的训练容易

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厌烦，采用

游戏教学是儿童最爱的一种教学方式。

以数学游戏的形式来发展学生的数感是

快乐而又富有成效的。

例如，学生在学习“10 以内减法”

时，为了帮助学生记忆和理解，我采用

扑克牌建构了这样的课堂游戏。游戏规

则是在一副扑克牌中选取所有的 A-10

共 40 张牌，同桌两人一组，洗牌后轮

流抓牌，把扑克牌抓完后握在手中，摆

成扇形。 . 学生 A 出两张牌，用大数减

去小数，大声说出算式和得数。学生 B 

跟两张牌，用大数减去小数，得数要比

学生 A 的得数大。如果学生手中的牌经

过计算，无法比已有得数大，则喊“不

跟”。重复上述规则，直到一方手里没

有牌或者只剩下一张牌，这一盘游戏结

束，谁手里的牌少谁就赢。一开始，学

生出牌比较随意，总想着出大牌让对方

不能出，知道发现大牌出完后自己无法

出牌才慢慢思考怎样出牌才能避免这种

情况。通过这个游戏，可加深学生对数

的理解，能在具体情境中把握数之间的

大小关系。 他们在不断得探索中发现，

在交流中不断碰撞，在思考中不断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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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提高了学生口算的速度和正确率，

还培养了他们的数感。

数感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

师应在数学教学活动中，深入钻研教材，

充分了解学生，建构与学生认知水平和

生活经验相适应的游戏活动，把培养数

感的任务落实到具体的教学过程，使学

生形成良好的数感。

（二）在游戏中培养学生的空间观

念

小学几何学习是学生学习数学知识

的重要部分，其核心目的是要发展学生

的空间观念。空间观念是指物体的形状、

大小、位置、距离、方向等形象在人脑

的反映。心理学研究表明，帮助学生建

立空间表象，形成空间观念的最主要途

径是实践活动，而“游戏”正是小学生

这一年龄阶段特有的实践活动形式。把

课本中的一些新知识转化成以数学知识

为载体的“数学游戏”活动，获得大量

丰富的活动经验，并通过观察比较、想

象概括，从而透过现象，看到几何概念

的本质，培养空间观念。

例如，在“认识立体图形”的课例

中，我让学生通过搭建心中理想的城堡

学习立体图形的特征，并未学生准备了

各种形状的积木块，有最常见的长方体、

正方体、圆柱体、球体等图形。学生在

搭建城堡的城墙和护栏时，发现用长方

体、正方体形状的积木比较好固定，不

容易倒塌；而圆柱体和球体滚来滚去不

好控制。这时，我让学生根据这些特点

把这些积木分成两类，一类是不会滚动

的，一类是会滚动的。接下来，让学生

又通过比一比、摸一摸、猜一猜等游戏

活动，探索长方体、正方体的特征和区

别。通过几个小游戏，学生在亲手操作

使用不同的学具的同时，准确把握了图

形的形状和特征。在这过程中，我还鼓

励学生拼出不同的图形，让学生在求异、

求新中培养审美情趣和创新能力。

总而言之，学生空间观念的发展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通过仔细的观察，

不断得实践，经常动手操作才能得到，

有了初步的空间观念，对于将来进一步

学习平面几何、立体几何都会有很大的

帮助。

（三）在游戏中培养学生的推理能

力

《数学课程标准》中指出：“推

理能力的发展应贯穿在整个数学学习过

程中。推理是数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也

是人学习和生活经常使用的思维方式。                  

而在小学数学学习中，推理能力是十分

重要的，也是学生要具备的数学核心素

养之一，如能重视强化学生的推理意识，

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既有利于帮助学

生形成言必有据一丝不苟的良好习惯，

也有利于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促

进已有知识、经验、技能的有效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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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例如，在学习长方形面积时，组织

这样的数学游戏活动，在三个不同的长

方形中，让学生用边长 1 厘米的小正方

形摆一摆，再把它们的长、宽和面积记

录下来，让学生讨论发现了什么规律，

从而推出长方形面积公式。这个公式是

否正确呢？让学生自己随意画一个长和

宽是整数厘米的长方形，先用公式计算

出它的面积，再用小正方形摆一摆，验

证一下这样计算是否正确。通过这种直

观操作和逻辑推理的有机结合来探索图

形的面积，有助于学生空间观念的形成，

合理推理的方法为学生的探索提供努力

的方向。

三、结语

总之，提高数学素养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对数学

教师来说，只有在不断实践、不断探索

中才能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适应这一

形势需要。加强学生的数学实践活动，

不仅有利于课内外的联系，校内外的沟

通，学科间的融合，也有利于为学生的

数学学习和正确应用创造更为广阔的时

空场所，还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促进学生整体素

质的均衡发展。这是提高学生数学素养

的必由之路，也是造就跨世纪人才的必

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黄瑾．数学学习与发展核心素养 [M].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周森棋 . 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区域活

动“数学化”实施策略 [J]. 才智 ,2017(20).

[3] 陈旭远 《新课程 新理念》 东北师范

大学出版社 .

[4] 王晓利 . 小学生数学合情推理能力

培养的策略研究 [D].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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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思维可视化”在立体几何

教学中的应用

吴成云

【摘要】新高考改革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如何在“立体几何”教学过程中，

培养和发展学生“直观想象”和“逻辑推理”的学科核心素养？笔者尝试将“思

维可视化”的理论应用于课堂，通过借助“几何画板”的动态演示，将思维过程“可

视化”地呈现给学生，这种生动直观的呈现模式使得隐性的思维显性化、抽象的

知识形象化，这种可视化的思维更易被理解、被接受、被评价，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更能启迪思维，发展

迁移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为提高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核心素养；思维可视化；立体几何；几何画板

新高考改革更加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养，数学学科致力于培养学生“数学抽

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

学运算”、“直观想象”和“数据分析”

等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高中数学教育

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

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也

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培养和发展学生的

最关键、最必要的共同素养。

高中数学课程中有一个重要模块——

立体几何，它主要研究空间中的位置和数

量关系，研究如何从定义、公理、定理出发，

通过辅助构图、推理、计算等解决几何问题，

需要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在初中“平面几何”的基础上对学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对学生“直观想象”和“逻

辑推理”核心素养的培养十分重要。但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的经验限制普

遍表现出空间想象、逻辑推理能力不足，

如何通过立体几何的教学帮助学生培养空

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是教师需要

持续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华东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思维可

视化教学实验中心刘濯源主任提出的“思

维可视化”（Thinking visualization），是指

让思维内容、思维路径、思维脉络、思维

结果借助语言、图示和活动等载体，以视

觉形式表现出来，让原本无声无形的思维

结构、思考线索、思维方法、思维痕迹清

晰可见，这种被可视化的“思维”更有利

于理解和记忆。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单位

时间内接收的信息量，单一的视觉是听觉

的一倍，而视觉、听觉协同起来作用则是

听觉的 10 倍多。可见，在教学过程中让学

生多种感官并用，尤其是发挥视觉思维的

作用十分重要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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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体几何”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应

用“思维可视化”，将隐性的思维显性化、

抽象的知识形象化，以帮助学生培养“直

观想象”和“逻辑推理”的核心素养？以

下为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探索。

以证明线面平行为例，能否添加合适

的辅助线并进行有效的转化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也往往是学生们思维的难点所在。

通过借助“几何画板”软件的相关动态展示，

可以立体地、生动地还原和呈现思维过程，

促进学生的思维激发和思维整理，大大提

升教和学的效能。

例：如图 1，在四棱锥 P-ABCD 中， 

M 为 PD 的 中 点，E 为 AM 的 中 点， 点 F

在线段 PB 上，且 PF=3FB. 求证：EF// 平

面 ABCD .

 

图 1

思路：证明线面平行一般有两个常见

思路，一是运用线面平行的判定定理，二

是运用面面平行的性质定理。

1、运用线面平行的判定定理

线面平行的判定定理是：平面外一直

线与此平面内的一条直线平行，则该直线

与此平面平行。 即                                

则 a//α。

运用该定理进行证明时，关键是要在

平面内找到一直线与平面外的直线平行。

有时候平面内的这条直线在题干中并未直

接给出，需要自己寻找。反过来思考，假

设 a //α，由线面平行的性质定理可知，过

a 作任一平面与平面 α 相交的直线 ，必有

a // a'，所以 a' 必是符合条件的一条直线，

而这样的 a' 在平面 α 内有无数条，为一组

平行线。如何根据题干条件选择一条合适

的平行线，往往成为问题解决的关键。就

上例，如何构造经过直线 EF 的平面与平面

ABCD 相交从而寻找相交的平行直线呢？

方法一：

我们知道两条平行线确定一个平面，

所以可以考虑过点 E 和点 F 作一组平行线

EE' 和 FF' 则直线 EF 在平面 EE'F'F 内。

不妨设直线 EE' 在平面 PAD 内，与 AD 相

交于点 E'，FF' 与平面 ABCD 的相交于点 F，

则 E'F' 为 EE'F'F 平面与平面 ABCD 的交

线，它与 EF 相互平行，随着点 E' 在 AD

上移动，E'F' 在平面 ABCD 内平行移动。

如 图 2， 在 附 件 1 中 点 击 按 钮“E' 在 AD

上移动”可以生动、直观地呈现上述动态

过程，学生更易想象和理解。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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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题干条件，通过动态演示，学生

可以轻松、自主地选择出最合适的辅助线，

即当 EE'//PD 时，此时 FF' 也平行于 PD，

从 而 EF' 在 平 面 内， 点 F' 在 BD 上， 则

EF' 即为在平面 ABCD 内与 EF 平行的直

线，如图 3。

 

图 3

简要证明如下：

取 AD 中 E' 点 ， 取 BD 上 点 F' 满

足 DF'，连接 EE，FF' 和 FF'；易得 EE'//

PD，FF'//PD，EE'=    PD，FF'=     PD，

所 以 EE'//FF'，EE'=FF'， 从 而 四 边 形

EE'F'F 为 平 行 四 边 形， 所 以 E'F'//EF，

EF// 平面 ABCD 得证 .

方法二：

当然，构造平面的方法不唯一，直线

与直线外一点也可以确定一个平面，在上

例中，可以借助题干中某些已知点如 P,M

等构造平面 PEF、平面 MEF 等，这种处

理方法的难点主要在于确定构造平面与平

面 ABCD 的交线，通过“几何画板”同样

可以演示平面的延展过程从而确定交线，

学生们更易理解和接受。以构造平面 MEF

为例，如图 4，在附件 2 中点击按钮“延

展平面 MEF”可显示平面延展并与平面

ABCD 相交的过程：

 

图 4

通过动态演示，学生可以清晰地找出

两个平面的交线为图 5 中的 AQ。

 

图 5

简要证明如下：

延 长 MF 与 DB 相 交 于 点 Q， 连 接

AQ 。在平面 PBD 中，利用平面几何知识

容易证明 MF=FQ，又 ME=EA，所以 EF//

AQ，EF// 平面 ABCD 得证 .

2、运用面面平行的性质定理

要证明 a//α，由面面平行的性质定理

可知，如果过直线 a 的一个平面 β 与平面

α 平行，则 a//α，而这样的平面 β 往往也

需要我们自己去构造。

方法三：

在 上 例 中， 若 EF// 平 面 ABCD， 则

过 EF 与平面 ABCD 平行的平面与四棱锥

1
4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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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CD 所截的图形与底面 ABCD 相似，

与侧面的交线分别平行于底面各边，如图

6，在附件 3 中点击 “构造过 EF 平行于底

面的平面”可显示构造过程：

 

图 6

通过动态演示，学生可以清晰地作出

辅助线构造平行平面，即为图 7 中的平面

FIHJ（或记为平面 EHF）。

 

图 7

简要证明如下：

作 EH//AD 交 PD 于 点 H， 连 接 

FH. 因 为 E 为 AM 的 中 点， 所 以 H 为 

MD 的 中 点； 又 M 为 PD 的 中 点， 所 以 

PH=3FB；又 PF=3FB，所以 ；从而平面 

EHF// 平面 ABCD，故 EF// 平面 ABCD.

结语：

通过对例题多角度的思考和分析，同

时借助“几何画板”的动态演示，将思维

过程“可视化”地呈现给学生，实践表明

这种可视化的思维更易被理解、被接受、

被评价，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个人思维能力

和品质，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更能启迪思维，

发展迁移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提高学生

“直观想象”和“逻辑推理”的学科核心素养。

附件（几何画板文件）：

附件 1：例题方法一动图

附件 2：例题方法二动图

附件 3：例题方法三动图

参考文献：

[1] 吴宝席 . 让学生的思维在课堂教学

中“可视化”[A]. 新课程研究，2016，

08：40-43.

[2] 黄泽呤 . 立体几何的逆向思维解法

[J]. 师 道 • 教 研，2014 年 第 4 期：7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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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教学模式在

初中生英语阅读中的应用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香蜜校区）初中英语    郑楚楚

【摘要】交互式教学模式是一种教师和学生轮流引导讨论阅读文本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实际过程中，运用四种交互式教学策略：提问、总结、澄清、预测进行课

堂活动的展开。这四种策略首先由教师给出例子，然后学生在合作小组中模仿教

师的例子进行运用和练习，对文本开展提问、对问题进行总结、对模糊词汇或句

型进澄清以及对文本相关内容进行预测。教师在小组讨论中进行监督、引导并提

供认知框架。交互式教学最终形成以学生合作学习为主导、教师提供引导的课堂

学习模式，学生在思考、分析、总结、交流和评价中从而加深对阅读文本的语篇

理解和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关键词】交互式教学；合作小组；语篇理解；自主学习

1. 引言

初中英语阅读材料贴近学生生活、

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满足《义务教育

英 语 课 程 标 准》（2011 年 版）（ 以 下

简称“课标”）提到的学生在语境中接

触和理解语言的标准，但由于学生英语

单词量的匮乏或尚未养成课后阅读英语

读物的习惯等原因，都给学生在长篇英

语阅读材料中带来一定的障碍。这种阅

读障碍也影响了学生在考试中阅读的速

度和阅读质量。另外，课标也指出外语

的教育应注重语言学习的实践性和应用

性，鼓励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通过参

与、探究和合作等方式，建立起以学生

发展为本的课程体系，从而让学生逐步

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提高自主学习的

能力。因此，为了提高学生英语阅读能

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可通过交互

式教学模式 (Reciprocal Teaching, 以下简

称 RT) 开展英语阅读教学活动。 RT 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

朗和柏林萨 (Palincsar & Brown, 1984) 提

出的一种教学方法，目的是改善学生的

阅读理解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Arbor，

2012)。Paris and Alison (2001) 对 自 主 学

习在教室中的应用表明教师需要提供丰

富的学习策略以及明确的策略信息，包

括如何使用该策略、什么时候使用、为

什么使用等，下述对 RT 策略进行详细

阐述以及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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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互式教学模式（RT）运用策略、

课堂运用与特点

2.1.RT 运用策略

RT 运 用 过 程 中 的 四 个 策 略 阐 述

(Rosenshine & Meister, 1994): RT 是 一 种

通过认知策略来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的教学方法。具体策略如下：

2.1.1 提问 : 学生对阅读文本提出问

题。

2.1.2 总结 : 学生总结问题的主要内

容。

2.1.3 澄清 : 学生澄清他们所混淆或

误解或未理解的单词或句子。

2.1.4 预测 : 学生预测文本接下来的

内容或者对文本相关的课外知识可以扩

充。

2.2 RT 课堂运用

据 的 Arbor(2012) 参 考 Palinscar 和

Klenk 的研究中总结出，RT 教学法与课

堂最相容，具有“社会性、互动性和整

体性”。由于 RT 能帮助学生将个人背

景经验和文本联系起来，因此 RT 能运

用于不同的课堂和群体。RT 策略在课

堂 当 中 的 运 用 ( Hacker & Tenent, 2002; 

Marks et al., 1993; Palincsar & Brown, 1984; 

Rosenshine & Meister, 1994 )：

 2.2.1 通过对话形式开展 (dialogue): 

对话主要体现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

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教师和学生

之间的对话表现在教师例子的讲解、

教师对学生讨论的监督和引导、教师

最后课堂的总结；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

话表现在学生在合作小组中的对话、小

组之间成果的分享、学生对其他小组成

果的提问、评论和补充。在 Palinscar 和

Klenk 组织的合作小组模式中，初级阶

段通常由 6-8 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

2.2.2 通 过 支 架 式 引 导 开 展

(scaffolding): 支架式引导主要体现在教

师对课堂的掌控上，首先教师对四种策

略给出例子给予学生参考。在小组完成

每一策略的运用之后，教师可以让每个

小组的领导者进行成果展示。当学生对

四种策略熟悉之后，学生可以在小组中

扮演提问者、总结者、澄清者和预测者

的角色完成对文本的理解。教师可以加

入各小组讨论中，作为教练的角色及时

给予反馈。教师也可训练学生成为导师，

从而协助监督和引导其他小组。

2.2.3 通过写作形式开展 (writing)：

教师提问学生、同时在黑板上写上学生

回答的关键词，从而协助学生写下完整

的答案。 

2.2.4 通过评估形式开展 (assessing): 

学生上交答案，教师对学生的答案进行

评估。其他教师可以通过观课检查学生

是否掌握上述策略。教师还可通过测

试，从而获得学生阅读分数作为评估的

依据。

2.3.RT 特点

RT 相比于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一

言堂” 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了教师

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教师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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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相互对话、相

互讨论、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局面。

RT 要求学生在教师的领导下有计划、

有步骤地进行学习，与传统教学模式相

比，具有以下特点（黄锦华，2010）：

2.3.1 多元主动性：RT 教学模式涉

及到每一个学生。在小组合作中，需要

每个学生积极配合、共同讨论。该模式

能积极调动学生的主观学习能动性，从

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2.3.2 自觉建构性：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通过自

己的阅读、思考和语言组织参与到小组

的讨论中，学生通过小组的交流、接受

同伴的评价或者评价别人，完成对知识

的建构。

2.3.3 探索性：RT 模式下需要师生

对所学知识进行讨论、分析、评价或质

疑，在既有知识的前提下对新知识进行

探索和创新。

3. 实践过程

本案例授课对象为深圳明德实验学

校（香蜜校区）初一年级 5 班 37 名学生。

学生总体英语基础较好，但学生对于生

词较多、语篇较长的阅读理解能力仍需

加强。根据班级平日学习状况观察得出，

学生英语能力水平两极分化较为严重，

英语能力水平高的学生能够较好地完成

课前预习、能大致把握文章的整体内容

以及自主学习生词，课上也能跟上老师

的教学步伐，积极回答问题，对生词和

重点句型做好标记；英语能力水平较低

的学生却不能把握文章整体大意、对生

词和长难句有畏惧心理，课上无法对老

师的问题做出回应，跟不上老师讲课的

速度，导致课堂效率低下。据此，根据

班上学生学习特点，采用交互式教学模

式培养学生英语阅读自主学习能力。通

过小组对话的完成对文本的讨论、分析，

能最大限度让每一个学生参与到阅读学

习中，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3.1 教学材料选取

教 学 材 料 为 沪 教 牛 津 版 七 年 级

上 册 配 套 B 本 阅 读 Unit5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me. 该文章属于对课

文 Unit 5 Visiting the Moon 内容的补充，

难度相对于课文较大，关于月球探索的

生词较多，文章结构性较强。

3.2 教学目标

教师通过交互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

完成对该篇阅读文本的学习，从而提高

英语阅读自主学习能力。具体目标如下：

3.2.1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能运

用 RT 四种策略完成对文本的提问、总

结、澄清和预测。

3.2.2 学生完成 RT 四种策略之后能

对文章的整体结构、内容、词汇有一定

了解。 

3.2.3 学生掌握 RT 策略并能运用到

接下来的阅读文本学习中。

3.3 教学过程

3.3.1 分组

教学实施步骤参照 RT 策略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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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的运用，包括对话、支架式引导、

写作和评估。参照（黄锦华，2010）在

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及结合本班学生实际

学习情况，本次课堂活动设计首先是将

全班分成以 6 人为一组的小组合作学习

模式，由于该班级有 37 人，其中一组

有 7 人，总共有 6 个小组，每一个小组

依次编排为第 1~6 组。每一个小组都有

一位成绩排在前列的学生作为组长，小

组成员中有成绩优秀、中等、较差的学

生，每一小组的总体水平相差不大。

3.3.2 教师讲解

在分完组之后，教师分发给每一位

学生一张关于 RT 策略运用下该篇阅读

文本自主学习的工作清单（见图 3.3.2.1/

附录 3.3.2.1）。该工作清单上包含 4 钟

策略的教师示范、每一种策略运用交流

后的成果以及四种策略运用之后的反

馈。分发之后，教师讲解介绍 4 种策略

的运用、学生在小组谈论交流过程中要

填写在工作清单上内容、RT 策略学习

模式（教师示例第一种策略—小组谈论

交流—选取小组上台交流分享—学生点

评和教师点评—重复：教师示例第二种

策略）。教学结束之后，教师按小组收

取每一小组的工作清单以作记录和后期

分析。 

3.3.3 RT 策略：提问

教师在投影上展示第一部分“提

问” 环 节 的 例 子 “What’s the aim of 

Chang’e programme?” ， 提 示 学 生 可

以从文本细节、段落、主旨等多方面进

行提问，并将小组的提问写在工作清单

“提问”这一栏。教师示范完之后，各

小组成员在组长的带领下有序进行。教

师在组内讨论时随时观察每一小组的进

展，及时提供指导。

小组谈论完毕之后，教师选取部分

小组上台进行交流分享，组长或者小组

代表上台展示。6 个小组对文本的提问

　　图 3.3.2.1 RT 策略下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me 工作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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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体现在各个段落的细节上和对段

落大意的把握上。以上台展示的小组为

例如下：第 3 小组的展示，如段落的细

节“What’s the function of Chang’e 3 

and Chang’e 4 ?”， 段落的大意“Why 

do they want to explore the Moon?”； 第

4 小 组 的 展 示， 如 段 落 的 细 节“What 

did Chang’e 1 and Chang’e 2 take 

pictures of?” ，段落的大意 “What does 

the Phase Ⅱ say?”。

上台小组分享过程中，教师及时

将分享的内容以关键词的形式记录在黑

板上，如“Chang’e 1  Chang’e 2  take 

pictures of ，同时提醒其他未上台分享

的学生及时在“提问”一栏的“Other 

points learned from other groups or others 

give your comment（每一环节都包含这

一部分内容，以下简称“评论”）" 记

录下该组的成果作为问题补充，上台分

享的小组可在教师点评之后在该处记录

下教师评论以作修改。

未上台发言小组可对上台小组的成

果进行点评，如第 5 组发言之后，其他

小组指出该组的第 5 个小问题中“Are 

there any creatures on the Moon?”不属于

针对文本内容提出的问题，此时，第 5

组 成 员 需 要 记 录 下 “The fifth question 

isn’t in this part.”在 “评论”一栏以加

深对 RT 策略中“提问”这一环节的理

解，即提什么问题，该如何提问题。小

组发言完毕之后，教师对这一部分进行

总结：学生这一部分把握良好，知道从

段落大意和各段落细节去寻找提问的关

键点，也符合日常考试中阅读题对“段

落主旨大意”和“段落细节”两道类型

题目的出题类型，可以继续朝这两方面

挖掘更多的题目；同时也指出学生在书

写过程中应注意单词的拼写和语法的纠

错，例如“paragraph” 写成了“paragrath” 

“creatures”写成了“critres”。上台小

组听到点评后也要及时在“评论”一栏

更正错误，进一步完善提问的内容。

3.3.4 RT 策略：总结

“提问”部分完结之后，开始进

行“总结”部分，即对提问部分提出的

问题进行回答，如教师在投影上给出的

总 结“The aim of Chang’e programme 

is to land on and explore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polar regions.”

各小组就对自己所提的问题进行回

答总结以及在“评论”一栏补充上台小

组发言的问题进行回答总结。小组总结

完毕之后轮到小组上台分享，本次“总

结”部分上台展示由第 3 小组总结，即

总结本小组提问的问题以及“提问”环

节上台展示小组的问题，如总结本小

组提问的问题 “study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Moon”和 “developing the 

technology and science necessary promp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总 结“ 提

问” 环 节 第 4 小 组 上 台 展 示 的 问 题

“Chang’e1 took pictures of every part of 

the moon. Chang’e 2 took pictures of the 

asteriod Toutatis.” 和“It’s about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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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studied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moon, take photos, conducting tests 

and analysing the Moon’s crust.” 各 小

组在总结过程中，不仅要总结本小组提

出的问题，还要对”提问“环节上台展

示小组的问题进行总结，因此各小组在

各环节都需要认真倾听上台小组的发

言，及时在”评论“一栏做记录，从而

完成每一环节的练习。 

小组分享过程中，教师记下关键

词供学生参考，如“study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developing the technology 

and science、promp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nalysing the Moon’s crust 

”。各小组可对上台小组的总结答案提

出异议，总结错误的地方需要及时修改。

教师对该部分进行点评：学生在回答时

尽可能回答完整句型，如这一句“study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Moon”

可以写得更完整些，加上主语和动词

时 态 的 变 形， 可 变 成“The function is 

to study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Moon.”学生在练习完整句型的过程中

也能加深长难句的练习。

3.3.5 RT 策略：澄清

“提问”和“总结”完毕之后，

学生对于文本内容、结构等有了大致

了解，于是开始进行第三部分澄清，

即澄清他们所混淆或误解或未理解的

单词或句子。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单词的问题，这时候他们主要通过查

找词典进行解疑或者通过组内其他成

员的解释完成解疑。教师在投影上展

示“ 澄 清 ” 环 节 的 例 子， 如“What 

does the word “orbital”mean? It means 

that connected with the orbit of a planet or 

object in space.”

之 后， 各 小 组 开 始 进 行 澄 清 解

疑。有小组做得很细致，有词性、中

文释义和英文释义，如第 1 小组展示

“aim n. 目 标， 目 的 something that you 

intend to do; lunar adj. 月 球 的 connected 

with the moon ”。 有 小 组 仅 有 英 文 释

义，如第 5 小组展示“lunar — It means 

the Moon.” “analyse—to look or think 

about the different parts of sth carefully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it. ”组内总结完

毕之后开始进行讨论交流，如第 3 小组

在听了其他小组分享之后，在评论这

一空白处记下了其他小组的单词释义

“Luna—It means the Moon”。 教 师 也

及时在黑板上记录下分享交流的成果，

如“aim: intend to do; lunar: the moon; 

asteroid: small planets ...”

教师对该部分进行点评：学生在有

限时间内能完成单词的词性、中文释义

和英文释义已经是完成目标。若有时间

多余，学生还可以增加单词的例句以达

到对单词的运用；另外，也可以寻找文

本的长难句，对句子结构进行分析和模

仿造句等等进行澄清。

3.3.6 RT 策略：预测

最 后， 学 生 预 测 文 本 接 下 来 的

内容或者对文本相关的课外知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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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 充。 教 师 先 给 出 例 子， 如“ Why 

lunar exploration is important? Because 

lunar exploration allows us to collect useful 

materials from the Moon for use on the 

Earth.”

之后，学生开始组内讨论，完成“预

测”部分。如第 5 小组上台分享的成

果“Are there aliens on the space? Maybe.  

What will the writer write about next? 

Maybe ab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lunar exploration.” 以 及 第 5 小 组 在 听

了其他小组展示之后获得的想法记录

下“ 评 论” 处“Will they complete their 

mission in the future? Will they be able to 

build a space station?”教师此时也记录下

关 键 词， 如“Aliens; write; next; happen 

to Moon; find; complete the mission; build 

a space station...”，借此激发学生大胆

对文本进行预测。

教 师 点 评： 例 如“What will the 

writer write about next?”是一个非常好的

例子，也符合平时考试阅读题的预测类

型。只是该小组在回答时还不够完善，

可以大胆根据文本猜测。文本最后一

段讲的是“lunar exploration can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此 时 可 以

继 续 猜 测“what’s the action that will 

take?....”。学生对于文本的想象能力可

以进一步发挥。

3.3.7 RT 策略反馈

学生在完成上述四个部分内容后，

教师再次简单总结每一部分完成之后的

点评，学生需要完善个人的工作清单以

及最后“feedback（反馈）”部分，即

对 RT 小组学习之后个人的反思和总结。

学生在完善个人清单时，检查自己每一

环节是否都有认真落实、句子表达是否

准确无误等。学生也对该 RT 策略小组

学习模式进行了反思，如在“反馈”

一 栏 写 道“I should improve my words. 

Because I know so little about. So I should 

read more English books and learn more.”

学生通过小组学习，在和其他组内成员

比较以及小组分享过程中，发现自己词

汇量的缺乏，也意识到要通过多读课外

书达到课外词汇量的提升。

4. 结语

学生在策略学习和讨论中、在教

师指导和帮助下开放性的学习活动中能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Paris & Alison, 

2001)。相对于传统的阅读授课模式，

教师通常以问答题、多项选择题、判断

题等形式完成对阅读文本的教学，RT

策略学习将学习主体转变成了学生，通

过小组讨论、小组分享、教师指导的模

式完成对阅读文本的学习，进一步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提升了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在 RT 教学实践过程中，学

生能在小组合作中完成每一环节的学

习，如图 4.1 是学生学习小组展示，图 4.2

是全班整体学习小组展示。本次教学涉

及到了全班学生，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

与长篇阅读文本分析中，学困生在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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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秀学生的带领下完成对文本的基本

理解。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一

言堂”形成的课上成绩较优秀学生课堂

表现积极、学困生心不在焉的局面，本

次课堂较少发生。同时教师在学生回答

及书写过程中发现，学生句子书写存在

语法问题、单词拼写等问题。通过 RT

四个策略学习，学生完成了对阅读文本

的语篇理解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在小组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提

问”部分，首先完成了对文本的大致理

解，同时对段落的展开也有一定的思路；

“总结”部分，学生在总结过程中会根

据问题关键词找到原文的答案，尽可能

写出完整的答案，从而训练学生对完整

句子的书面表达；“澄清”部分，学生

在组内交流中，通过组内成员的解答以

及词典的查找，完成了陌生词汇的释义；

“预测”部分，学生充分发挥想象能力，

大胆猜测与文本内容相关的部分，有利

于激发学生寻找同类型的阅读材料进行

进一步学习。上台小组进行结果展示过

程中，通过口语表达小组成果，一定程

度上也训练了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各小

组成员在听小组成员展示、学生点评、

教师点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 RT

策略各部分的了解，知道该如何提问、

提哪些问题、总结回答该注意什么、澄

清单词时可包括哪些方面才更加全面、

该从哪方面预测文章内容等等。小组学

习结束后再进行个人书写，有利于学生

重新整理小组讨论和小组分享结果，进

一步巩固 RT 策略学习模式。  

      

在本次教学实际中，也发现了不足

之处。由于班上同学差异大，课堂时间

有限，对于每一部分讨论书写的时间减

少；小组数较多，小组分享时间有限；

有些小组在分享阶段不能专注于其他小

组分享的成果，从而没能将展示小组的

成果及时补充在“评论”一栏；小组之

间差异也较大，学困生较难跟上成绩较

好学生的思维和反应速度；教师在小组

讨论过程中，也由于时间的限制，不能

很好地照顾到每个小组或者在每个小组

停留的时间较短；个人成果书写部分，

对于学困生仍有一定难度单独书写完整

句子。

图 4.1 学生学习小组展示

图 4.2 全班整体学习小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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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接下来 RT 教学改进实施中，

课堂可以适当缩少所要做的内容，例如

可以暂时讲解“提问”“总结”和”澄清”

部分，从而留给组内的讨论时间的更多

些，也照顾到部分学困生，这样可让更

多小组进行小组分享，教师也可从段落

大意、段落细节、文章主旨大意等方面

对学生的提问和总结部分进行分类和完

善；在澄清部分，让学生不仅专注于单

词的分享，还有长难句的讲解等，“预测”

和个人书写部分可以放到第二节课继续

练习，教师也可鼓励学生在“预测 " 方

面寻找补充材料然后进行课堂分享，从

而将 RT 策略在阅读文本中运用得更加

充分；当这种模式稍微成熟时，若有几

位能力突出的学生，培养他们充当监督

者的角色，协助教师监督各个小组讨论，

省略小组上台展示环节，变成小组内分

享讨论，成员可以在小组内扮演提问者、

总结者、澄清者和预测者的角色完成对

文本的理解，学生的角色扮演也可以轮

换，以至于学生都能熟悉掌握 RT 学习

策略，教师以及学生监督者则在这个过

程中可以加入各小组讨论中，作为教练

的角色及时给予反馈。当 RT 学习一段

时间后，教师可通过课堂观察、学生上

交的阅读工作清单、阅读理解测试完成

对该教学模式的评估。

综上所述，RT 教学和策略有利于

学生提升对阅读文本的理解和自主学习

能力，学生在多次的练习中掌握对文本

的提问、总结、澄清和预测。在小组讨

论交流中，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

在各个环节的发言中也锻炼了口语表达

能力。阅读文本内容选取贴近日常生活、

符合时代发展，学生通过文本阅读，有

利于开拓视野，同时也达到课程标准中

的以学生发展为本、在语境中理解和学

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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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3.2.1	RT 策略下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me 工作清单

Reciprocal Teaching (RT) in the text reading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me

(Group Work)  Number:______

Part 1 Question generation
Example: What’s the aim of Chang’e programme?
(list out at least 3 points) 

Other points learned from other groups or others give your comment:

Part 2 Summarization
Example: The aim of Change’e programme is to land on and explore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polar regions of the Moon by 2030.
(list out at least 3 points)

Other points learned from other groups or others give your comment:

Part 3 Clarification
Example: What does the word “orbital” mean? 
It means that connected with the orbit of a planet or object in space.
(list out at least 3 points)

Other points learned from other groups or others give your comment:

Part 4 Prediction
Example: Why is lunar exploration important? 
Because lunar exploration allows us to collect useful materials from the Moon for use on 
the Earth.
(list out at least 3 points)

Other points learned from other groups or others give your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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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后生生评价”助推学生提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以《牛津英语（深圳版）》七年级下册 Unit 7 

Writing—My Favorite Hobby 教学设计为例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田芷薇

【摘要】英语课程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基础。本文结合七年级写作课例，阐述

写后生生评价助推学生提高学科素养的理论与实践；教师在写作教学课例中，引

导学生通过自我评价、相互评价、佳作展示等教学环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提

高学生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发展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关键词】写后生生评价；教学案例；学生主体；核心素养

英语写作技能是英语语言知识与语

用能力的重要部分。《义务教育英语课

程标准（2011 年版）》（以下简称《课

标 2011》）要求：义务教育九年级结束时，

学生的写作能力达到五级要求 , 其中包

括：能根据写作要求，准备素材 , 独立

写作，并在教师的指导下修改。换句话

说，学生在完成写作的基础上，还应该

具备一定修改编辑作文的能力。然而，

目前在初中英语写作教学中，学生缺乏

写作指导，尤其是写后指导。因此在教

学实践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设计写作及写后修改的实践活动。

本 文 以《 牛 津 英 语（ 深 圳 版）》

七年级下册 Unit 7 Writing—My Favorite 

Hobby 为例，阐述在写作后开展生生互

评教学活动，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理论

与实践；以及通过阐述学生自评、互评

等学生主体的写后评价教学环节，实现

助推学生提高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一、写后生生评价助推学生提高核心素

养的理论与实践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以下

简称《课标 2017》) 指出：在听、说、读、

看、写等语言技能的培养中，还要注意

对微技能的培养；其中写作的微技能包

括“构思、写提纲、修改等技能” [1]。

由此可见，要使学生达到写作的最终目

标，那么写作完成后的修改评价，是提

高学生写作能力的有效方式。

1. 多轮评价，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评价活动，是

以学生作为评价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

教师应该指导学生使用合适的方法和工

具进行评价（《课标 2017》）。为使学

生成为教学评价主体，教师可以开展学

生自评、互评等方式，促进学生自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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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帮助学生共同发展。

在本课中，四人为一个小组，每个

学生评价作文的总计四次，其中每个学

生自我评价一次，在小组内评价他人三

次；每个人都会依次批改到组内其他人

的作文（操作方法将在本章第（2）节

具体介绍）。

（1）Self-edition—自我审视，提高

审题意识

良好的审题习惯有助于培养学生写

作的宏观意识（夏春来，2018）。自评

(Self-edition) 是本课写作完成后的第一

步，即学生自我审视、检查是否达到笔

者在写作前所提出的要求。在写作前，

学生应当从宏观规划写作内容和要求；

在写作后，学生再次审题，有助于检查

是否写作要求，提高日后写作的审题意

识。

（2） Peer-edition—朋辈互评，鼓

励合作学习

朋 辈 互 评 是 写 作 过 程 中 非 常 有

价值的环节，它可以鼓励学生合作学

习，避免学生被动对待教师反馈的问题

（Harmer，2011）。有时学生会不自觉

地把教师的反馈看成是必须服从的命

令，这会降低他们在修改过程中的自主

性（Harmer，2011），鼓励学生相互批

改同学的作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

高学生批改的积极性，同时学生可能也

更乐于接受来自同学的反馈。

在本课的这个环节里，笔者设计了

三轮互评，学生们将按“审阅内容、批

改结构、赏析佳句”的顺序，依次轮换、

传阅批改作文，方式如图 1-3：

 

（图 1：第一次轮换：审阅写作内容）

 

（图 2：第二次轮换：批改语言结构）

 

（图 3：第三次轮换：欣赏语言之美）

2. 多角度评价，提升英语学科素养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能

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课

标 2017》）。其中写作是一项综合性的

语言技能，良好的写作教学设计，可以

同时有效提升核心素养的几个方面。但

是一次性批改所有方面，学生难免感到

任务繁重，因此笔者要求学生选择性批

改 (Harmer, 2011)，即一次只批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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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在本课的三次生生互评中，每次只

选择一个角度，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聚

焦批改目标。例如：第一次互评，学生

只检查写作内容是否完整；第二次，学

生应关注拼写错误、语法错误等；第三

次的重点是找出好词好句。

（1）审阅写作内容，发展语言能

力

英语语言能力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的基础要素。具体来说，语言能力除了

包括使用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进行表达的

能力，还有理解各种题材和体裁的英语

口语和书面语篇的能力（程晓堂、赵思

奇，2016）。写作是一种学生用书面语

表达意义和观点的重要方式，也是检测

学生语言能力的有效手段。检查同学的

书面表达是否要点齐全，可以在理解的

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语言能力。

在本课中，第一次批改是检查内容

完整性。批改者首先要能读懂同学的作

文，才能够检查他们是否完成写作内容。

同时，互评完成后，笔者还设计了小组

讨论选出最优作文的环节，也是促使学

生对作文不只停留在理解上，还有自己

的思考、判断和分析。

（2）运用修改符号，提高学习能

力

提高学习能力的具体表现为：在学

英语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学习策略，并且

形成学习英语的能力，为自主学习和可

持续学习创造有利条件（程晓堂、赵思

奇，2016）。

在笔者日常批改作文的过程中，如

果只是划线指明错处，学生不能明白错

在哪里；但如果改成正确的用法，学生

对批改可能只是“过眼”而不能“过脑”，

下回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因此学生需要

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订正写作错误，提

高写作能力。学生通过理解符号所代表

的修改意义，可以明白错误是什么，并

自行思考如何修改，从而提高自主学习

能力。

在本课中，笔者根据本课写作内容，

设计了几种批改符号，如：在错误的单

词下方划线并写“S”，代表着 spelling 

mistakes( 拼写错误 )；在单词之间画出

/\，代表有 missing words ( 缺失单词 ) 等，

（完整内容可见下文图 7 所示）。 

（3）赏析写作优点，培养思维品

质

思维品质是学生通过学习英语而

得到的心智发展，有助于提升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事物价值

做出正确的判断（程晓堂、赵思奇，

2016）。思维品质在写作评价中体现为

能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提出自己的观

点。

在本课中，笔者不仅要求学生指出

文章不足或错误，还要求学生多角度赏

析作文，找出其中的好词佳句。更重要

的是，在最后一个环节中，学生需要选

一篇最喜欢的作文，口头表达自己的看

法，并有理有据地说服组内其他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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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维品质。

3. 多元化评价，善用分析法评价

在深圳中考及各类统考中，书面表

达的评分方式往往是整体印象法，就是

根据写作整体质量划分等级，评分教师

根据学生作文整体水平进行给分（武尊

民，2003）。然而，对于批改经验不足

的初一学生来说，整体评分法有一定的

难度，因而并不适用；但可以在学生评

价全部完成后，结合师评使用。

相比较而言，分析评分法更适合本

校初一学生。该方法旨在对学生语言的

几个方面分别评分（武尊民，2003）。

例如，江苏省中小学学业质量监测英语

学科写作就采用分析评分法，学生的写

作将从内容、语言、大小写和标点等方

面评分（马黎，2017）。

在本节课中，为了让学生在评价中

促进写作，笔者要求学生采用分析评分

法，分三次评价不同的方面。在第三轮

互评中，学生应该找出好词好句，并赋

分（表格如图 4 所示）；完成后，再小

组分析、讨论出一篇最优秀的作文，并

给出理由。

( 图 4：第三轮评价的赋分表格 )

二、基于提升学科素养的写作教学设计

1. 图片导入

在这一阶段，教师要快速切入写作

主题，因此笔者介绍自己的爱好是看电

影，并用 PPT 呈现了《复仇者联盟 4》

的海报。然后笔者展示自己的生活照片，

介绍其他爱好，并注意向学生输入表达

“喜好”的不同词组。

【设计意图】

由于是展示课，笔者和学生第一次

见面，自然的“破冰之旅”很重要；同

时需要注意的是，课堂时间宝贵，破冰

活动最好与课堂内容相关，否则浪费时

间。因此笔者通过介绍爱好看电影等，

自然过渡到学生的爱好上。本环节笔者

借学生喜欢的电影，拉近师生关系；并

注意输入语料，为写作搭建脚手架。

2. 语料输入

在介绍爱好后，笔者提问：

What are my hobbies? 

学生回答后，笔者在 PPT 上展示：

be fond of, be keen on, be interested in 等

表达“喜欢”的词组，并随机选择学生，

问答如下：

T: What’s your name?

S1: My name is Huang Zirui.

T: Hello Ruirui, what’s your hobby?

S1: My hobby is playing basketball.

T (to everyone): What is Ruirui fond 

of doing?

Ss: He is fond of playing basketball.

笔者重复以上对话，随机提问了四

个学生。全班同学而言，可理解性语言

输入（be fond of, be keen on, be interested 

in 等）重复出现 8 次。每一次提问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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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不改变句子意思的情况更换问句，

帮助学生理解提问爱好的不同问题，例

如：

What do you do for fun in your free time?

What is Peipei interested in doing in his free 

time?

教 师 继 续 提 问：What else can we 

talk about hobbies?

学生思维活跃，回答可以小结为：

How, When, Where 等方面。

教师随即展示范文，要求学生小结

爱好的其他方面，然后朗读范文；接着

笔者还要求学生通过问答的形式，分角

色朗读另外两篇范文。

【设计意图】

提问笔者的爱好，笔者可以检查学

生的听课效果；还可以借此再次呈现表

达“喜好”的词组。在这个环节中，教

师依次通过：展示例句、一对一提问（共

四人）、一对多提问、阅读范文、朗读

范文、分角色朗读等方法，复现表达“喜

好”的词组共计 13 次，并呈现范文 3 篇。

3. 写作输出

经过词组、语篇等方面的语言输入

后，笔者下发作文纸，纸上附有写作要

求与词组，要求学生按照提示写作文。

（作文纸上的写作要求如图 5 所示）

【设计意图】

带有写作要求的作文纸，一方面可

以提醒学生注意内容完整性，另一方面

可以提示学生刚刚讲过的语言知识点。

这样原本只有书写功能的作文纸，也具

有辅助写作的功能。

4. 写后评价（Self-edition and Peer-

edition）

写作完成后，笔者要求学生学会从

阅卷老师视角批改作文。在此过程中，

笔者通过提问、发放表格等方式给予帮

助。

1）写作后的第一步是自评，笔者

提出以下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审题意识：

Have I answered all the questions?

Do I make grammatical or spelling 

mistakes?

2）自评后，笔者只要求学生审核

内容完整性，并填写如图 6 表格；此时

学生第一次轮换作文（方式如上文图 1

所示）。

( 图 6：写作内容检查表 )

【设计意图】

内容的完成往往是写作完整的体

现，因此用分析法评价写作的第一步就

是评价内容是否完整。在检查他人作文

的时候，学生必须先看懂文章才能给出
 ( 图 5：作文纸上的写作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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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从而发展批改者的语言能力。

3) 接下来是第二次互评，笔者下

发批改符号表（如图 7），并进行简单

解释说明，要求学生根据符号批改。同

时，学生第二次轮换作文（方式如上文

图 2 所示）。

( 图 7：批改符号表 )

4）第三次朋辈评价中，笔者要求

学生用波浪线画出作文里的好词好句；

同时第三次轮换作文（方式如上文图 3

所示）。

【设计意图】

第三次生生写作互评是为了要学生

在了解习作缺点的情况下，还能看到其

中的优点。这不仅是培养学生思维品质，

也是笔者为下一个环节搭建的脚手架。

5. 佳作展示（Presentation）

笔者要求学生讨论出最好的一篇

作文，通过以下句式，在组内口头表

达个人见解和情感态度：I think xxx’s 

writing is the best one, because he/ she has 

answered all the questions and added his/ 

her own ideas. Also, in his/ her writing I like 

the sentences _____.

【设计意图】

经过前三次轮换作文以及批改之

后，每个学生都对组内其他人作文的优

缺点有所了解，选择一篇自己最喜欢的

文章并非难事。这是一个开放型的环节，

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学生的选择必须有

理有据，以此发展思维品质。

6. 教学反思

本课教学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强，

检测方法直观。在学生上交的作文中，

全班都可以做到内容完整；同时，当作

文中多次出现“喜好”时，学生还可以

运用补充的词组表达；在小组评价中，

大部分学生可以判断同学写作内容完

整，少数同学存在争议；在语言规范方

面，部分学生可以准确批改同学写作中

出现的错误；少部分学生不能 确定对

方是否写错，因此教师一定要及时给予

帮助。

本课评价环节新颖，但规则解释耗

时略长，因此需要长期坚持，形成规则

意识，就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因为本课

是展示课，学生是第一次接触“轮换批

改”，“修改符号”等教学环节，故需

要时间解释规则。教师如能在常规班级

中，形成批改评价标准，则可以评价提

高效率；持之以恒，则可以全面提升学

生核心素养。

本课突出学生主体，但容易出现争

议，因此教师应妥善分组，处理生成。

在第一次互评检查内容完整性中，某小

组的两名成员发生了争论：批改者认为

作者没有回答某个问题，而作者认为自

己回答了。于是两人循环重复：“No, 

you didn’t.” “Yes, I did.” 在 笔 者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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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在幼稚，但这也是笔者在备课时，

应该考虑到初一学生心智尚不成熟的心

理特点。因此在活动前，基于展示课的

特殊性质，教师应当强调有问题或争议

时，请举手示意老师。或者，在日常课

堂中，教师可以在每组中安排一位水平

较好的学生，在争议时起到裁判的作用。

三、结束语

写后生生互评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让教

师在批改作文时“少做事”，让学生“多

做事”。教师应当不断探索、反思、改

进教学设计，突出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

地位，让学生在自评、互评中提高语言

能力、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等核心素养。

教师还应当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搭建

好脚手架，进而帮助学生提升英语学科

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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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焦点讨论法的英语课堂有效讨论的探究

李贞晓

【摘要】以人类认知过程为模型的焦点讨论法包括四个思维层面的设计，分别是

客观性层面、反应性层面、诠释性层面和决定性层面，为学生的思维提供一个逻

辑框架，教会学生清晰地思考。本文结合英语高考真题，探讨基于焦点讨论法的

有逻辑、多层次的问题设计和课堂运用，从而构建有效的课堂讨论，拓宽学生的

抽象思维和互惠学习的能力。

【关键词】焦点讨论法；课堂讨论；思维能力；问题设计

如今，随着英语课程改革，越来越

多的老师认识到以知识和技能为主的碎

片化学习的不足，重知识技能，轻情感

思维。英语阅读课型作为英语教学的主

要形式之一，其主要通过学生解码文本

的语言符号，提取信息，运用策略，同

时调动自身的背景知识和认知图式来理

解文本 [1]。因此，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

问题去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调动学生

思维的积极性，显得尤为重要。有逻辑

的、符合学生成熟度的问题是一堂有效

的阅读课的基础。

1.	阅读课讨论存在的问题

当下英语阅读课堂，以问题驱动下

学生的讨论容易出现表面看起来讨论热

烈，实际上泛泛而谈的困境，学生思维

的锻炼也缺乏层次。制约课堂有效讨论

的主要几个问题如下。

①讨论表层化，缺乏与学生生活的

联系。美国教育顾问布鲁斯 • 威廉姆

斯指出，如果课程与学生的生活缺乏联

系，学生无法看到学习的价值，也不会

有持续学习的动力。因此远离学生生活

的讨论容易让学生稀里糊涂，尽管小组

最终给出一个答案，但往往是停留在问

题的表明，不作通向行动的讨论容易让

学生快速遗忘，最终有结果，但缺乏真

正的理解和思考。

②讨论碎片化，问题设计缺乏逻辑。

有的师生急于求成，希望学生能快速进

入高阶的输出，问题设计追求“一步到

位”，具有随意性和盲目性。学生由于

缺乏科学合理的环环相扣的问题逐步深

入理解，导致学生被动进入“无力”的

讨论，因此学生思维的锻炼也是断层的，

缺乏逻辑。

③讨论形式化，缺乏同伴间思想传

递。有的小组讨论往往是一些“优等生”

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他同伴

成了无声的配角，他们逐渐地缺乏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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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讨论的兴趣和动力。

因此，本文提供一种讨论框架帮助

老师科学设计主题讨论，讨论题目做到

紧密联系学生，让每个学生有话可说，

通过与同伴的相遇和对话，使得探讨层

层递进，学生如何就某一个主题展开讨

论，让学生与自身生活联系起来，做到

有话可说，在讨论中交流意见，加深理

解，构建全新的认知，达成真正的互惠

学习和有意义的学习，使能力沉淀、升

华。

2.	焦点讨论法在教学的发展

焦点讨论法（focused conversation）

是 加 拿 大 文 化 事 业 学 会（Institute of 

Cultural Affairs）基于对人们处理信息的

研究和观察而开发完善的一种方法。

1950 年代，焦点讨论法开始在一些大学

课堂和周末研讨上使用，以期帮助大学

生反思艺术作品，后来以进步发展为一

种基本的教学工具。这一方法依次涉及

四个思维层面，分别是客观性层面、反

应性层面、诠释性层面和决定性层面。

焦点讨论法（或 ORID 讨论法）遵

循了人类认知的内部过程，即知觉—反

应—判断—决定，也与 David Kold 的四

种学习风格相呼应（见表 2.1）。在学

生小组讨论时，所有成员应用焦点讨论

法来汇集自己的观察、反思、经验和洞

见，都能将自己擅长的学习类型献于团

体的学习，同时也延展了每个学生的能

力 [2]。焦点讨论法被视为一种教会学生

清晰分析、培养学生抽象思维和激发探

索深层次意义的方法 。

目前，国内关于焦点讨论法或者

ORID 为关键词的中国知网期刊类文献

为 15 篇，主要是焦点讨论法在中小学

表 2.1 焦点讨论法在 4 个思维层面的提问

思维层面 
(ORID)

内容

客观性层面
（Objective）

关于事实、外部显示或印象的问题 具体经验型

反应性层面
（Reflective）

唤起个人对信息反应的问题，包括内部回应、
情绪、感受或联想

反思观察型

诠释性层面
（Interpretive）

挖掘意义、价值、重要习性的问题 抽象概念化型

决定性层面
（Decisional）

以你发解决方案、结束讨论、促使个人或团
体就未来做出某一决定的问题

主动实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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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堂的运用，还有在新闻编辑、医

学、高职英语上的应用。顾丽芳 [3] 讨

论了焦点讨论法的应用价值，及其内涵，

操作流程和设问方式。金庆军 [4] 通过

实例探讨如何运用焦点讨论法发展学生

的思维。莫兼学 [5] 讲述基于焦点讨论

法对高职英语课堂讨论进行精心设计，

以期提高讨论效果。本文提供了焦点讨

论法常见的问题（sample questions, 见表

2.2），通过问题设计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和对话。

表 2.2 焦点讨论法常见的问题

3.	焦点讨论法对英语阅读教学的实例

英语教学离不开语言学习活动，

所有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主题语境下进

行，高中学生需要熟悉三大主题语境，

分别是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学生需要在语境中获取信息、梳理

信息、内化信息进行高阶输出。除了教

材，在历年高考真题和期刊文章等课外

材料都是重要的语言学习题材，文中以

高考真题阅读语篇为焦点讨论法的实例

示范，旨在让更多学者了解并运用焦点

讨 论 法， 让 学 生 通 过 O-R-I-D 自 然 思

维过程的小组讨论，做到聚焦内容输出

(meaning-focused output)， 习 得 语 言，

提高自身思考力和学习力。

3.1 以高考真题为例 

①　“人与自我”语篇

文本选自 2015 年四川高考真题阅

读 C 篇。文章大意：全文讲述了家庭

中母亲的艰辛，通过数字和对比等方式

说明母亲为了家庭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日复一日巨大的家庭工作量，以及母亲

面临的情感需求。

客 观 性 问 题：Before reading the 

passage, what jumps out in your mind when 

I say the word “mother”? What facts do 

you know about parenting after reading? 

反 应 性 问 题：What parts reminded 

you of your own mother/father and why?

诠 释 性 问 题：What would you say 

ORID 模式 常见问题

Objective
questions

(1)What object do you see? (2)What 
words stand out? (3) What do you 
notice about this new form? (4)What 
facts do you know about this situation? 
(5)What caught your attention about 
__________?

Reflective
questions

( 1 ) H o w  d o  y o u  f e e l  l o o k i n g  a t / 
hearing this information? (2)What 
parts  reminded you of  your own 
__________?  (3)What made you feel 
appreciated/most exciting/boring?  (4) 
What was the most inspiring? (5) What 
are you doubtful about?

Interpretive 
questions

(1)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2)
What new vantage point has this given 
us? (3)How has this been beneficial to 
you personally? (4)What other things 
do we need to consider ？

Decisional 
questions

(1)What are these themes really about? 
(2)What would it look like for you to 
act in this way? (3)So just what have we 
decided? (4)What does this mean for 
our future?(5) If we did this again, what 
would w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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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s underneath these issues? How has this 

update your understanding of parenting? 

决 定 性 问 题：What applications or 

actions has this passage triggered for you?

What would you change if you dealt 

with your family conflict again? 

②　“人与社会”语篇 

文本选自 2017 年全国Ⅲ卷阅读 D

篇。文章大意：老年驾驶员放弃驾驶后，

他们的生活更加隔绝。针对老年驾驶员

面临的驾驶挑战，美国某大学的技术团

队正在研发车载技术，希望能让老人继

续顺利驾驶上路。

客观性问题：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DriveLAB? What technologies are they 

developing? What stands out to you?

反 应 性 问 题：How do you feel 

after hearing this action? What is the most 

inspiring to you? What are you doubtful 

about? 

诠释性问题：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o you and why? What technologies 

do you wish to be invented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What questions do this raise to you? 

决定性问题：What changes will you 

make personally based on your conversation 

today and why?

③　“人与自然”语篇

文本选自 2016 年江苏阅读 C 篇。

文本大意：这是一篇说明文，讲述了厄

尔尼诺现象，用具体事件证实了它的影

响，然后提出了应对厄尔尼诺灾害的基

本措施。

客观性问题：What do we currently 

know about El Nio ？ What ideas get your 

attention ？ When was your first experience 

with natural disaster?

反应性问题：Where were you really 

clear? Where were you confused? What 

seems most critical?

诠 释 性 问 题：What seems to be 

the key problem to you ?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o you and why? 

决 定 性 问 题：What will you do 

differently based on the text and your 

conversation today?

3.2 过程与反思

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准备一场

焦点讨论时需要设定一个目标主题，挑

选适合做一个具体的讨论的阅读文本；

然后，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和成熟度设

计四个层次的问题，所有的问题设计都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紧密联系生活，强

调学生协同作用。对于学生不熟悉的话

题或者阅读难度较大的文本，教师适当

增加客观性问题。客观性认知是整个焦

点讨论的基础，确保学生认识到信息的

多方面。磨刀不误砍柴工，教师设计讨

论问题的过程让自己更加聚焦教学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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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教师引导讨论，起到一种

“脚手架”作用，而不是教授知识。运

用焦点讨论法引导学生相互倾听，互惠

学习，自我表达。教师要求学生在倾听

了同伴的想法后，再进行自我表达。因

此，学生即使存在错误的理解，经过团

队倾听与对话，学生得以丰富自己的知

识和经验，修正自己的认知，进一步深

化自己的思考和表达。教师根据课堂生

成效果及时调整讨论，适当增加或改变

某个层次的题目，让学生的讨论走向深

处。学生只有真正活用知识才是真正的

理解，学生的学习效率可能“慢”，但

比“满堂灌”能来得更深刻，学生更有

学习动力。

讨论后，学生反思整个讨论是否得

到具体的情景信息、个人的回应，对文

体的诠释和所需的决策行动，是否做到

倾听同伴，迭代输出；教师反思四个层

次的问题设计，教师为学生提供自由、

平等交流的环境。焦点讨论不是优等生

的舞台，它是每一个小组成员表达自己

的客观认识、主观判断和分析的团队协

同学习的平台。

4.	总结

总之，焦点讨论法为师生提供一个

有效的逻辑框架，引导学生清晰地处理

信息、做出个人反映，深入诠释，并做

出决定；成员之间相互倾听、互惠学习，

通过活用将知识转化成他们长时间记忆

并建构新知识，使个人的表达能力和抽

象思维能以增强。教师基于焦点讨论法

的框架设计有逻辑、多层次、多思维的

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减少干预，做到

真正让有效的课堂讨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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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开学第一课

——以 My Colorful Summer Vacation 为例

李柏汝

【摘要】情境的创设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至关重要的。有情境的支持，学生

才能将学习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最终实现知识的灵活运用。本文以三年级

英语的开学第一课为例，从课堂常规训练，课堂活动设计两个方面谈论如何将生

活情境融入课堂，让学生在真实的语境和实践活动中感知、运用语言，真正培养

学生“用英语做事情”的综合能力。

【关键词】开学第一课 ；情境化； 会话教学； 任务型教学法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此，在

新学期开个好头就显得特别重要。经过

一个悠长的暑假，孩子们大都还沉浸在

暑假的轻松和愉悦当中。所以开学第一

课，进行课堂常规的训练，帮助孩子们

尽快适应英语课堂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教学过程

1.1 课堂常规的训练

经过一个暑假，部分学生有些懒

散，精神容易涣散，所以开学第一课，

强调课堂纪律尤为重要。首先，进行英

语口令和课堂纪律的训练。我们的英语

课是全英教学，所以在整顿班级纪律的

时候，我设定了一些英语口令，例如：

One，two，three，sit up straight. Eyes on 

the speaker. 等等。这些郎朗上口的英语

口令既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能整顿

纪律，一举两得。除了复习课堂口令，

我带着学生们唱了一首关于 rules 的歌

曲，根据以往的经验，新学期的第一天，

学生们都显得异常兴奋，马上投入学习

是不可行的，但唱歌就不同，我们一边

唱还一边跳，既愉悦了心情，也渗透了

课堂规则。

1.2 导入

歌曲热身后，就进入了清“旧账”

的环节了。假期我们布置了暑假作业，

如果新学期开始没有一个反馈，对于认

真完成的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会

让一些学生产生可以不做作业的侥幸心

理。他们会想老师都不看我的假期作业，

那以后英语作业都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

了。因此，在开学之前，我打印了一份

记录表，统计了所有学生的各项英语作

业完成情况。本次假期，我们有指读绘

本视频作业、挑战 100 本绘本阅读记录

册、My colorful summer vacation 海 报，

账一笔一笔清，也是很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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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完成各项英语作业的孩子，我

会奖励 1 海豚币，并拍照。对于假期作

业完成特别认真的孩子，我会再奖励 1

海豚币，给他们拍照，将他们的作业在

PPT 里做展示分享 , 如图 1.2.1。这既是

对他们积极认真完成作业的一种肯定。

 

（图 1.2.1）

1.3 搭建支架，为学生输出做铺垫

在过去的这个暑假，我们布置了制

作 主 题 为 My Colorful Summer Vacation

的英语海报作业，上课的当天，孩子们

手中都拿着自己的海报。首先，教师先

介绍自己的暑假生活，PPT 呈现形式是

图片加文字。

1.3.1 输入目标句型

1.3.1.1 呈现图片，随即问”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this photo?”

1.3.1.2 邀 请 学 生 提 问 , 学 生 会 问

“Where are you?”顺势印出目标句型

1.3.1.3 教师全控制的操练（teacher-

controlled practice）： 展 示 目 标 句 型： 

Where did you go in this summer vacation? 

学生在老师的带读下输入目标句型。

① Where did you go in this summer 

vacation?

  I went to Japan. I went to Disney Sea 

in Tokyo.

② Who id you go with?

  I went with my family, my husband 

and my daughter.

③ How is the weather in Tokyo?

  It is rainy and cool.

④ How do you feel about Disney Sea?

  It is fun and worth visiting.

⑤ How long di you stay in Japan?

  Eight days.

⑥ What food/fruit did you eat there?

  I ate sushi and roast beef. The cherries 

are juicy and sweet.

1.3.2 点线面操练句型

1.3.2.1 男女生分角色问答，女生问，

男生答，男生问，女生答，强化目标句型。

1.3.2.2 同桌两人一组一问一答 , 音

量要求：用 15 厘米的声音要求。学生

在做 pair work 的时候，有的学生很大声，

有的又很小声，对音量提出具体要求，

保证对话的效果。

1.3.2.3 让个别学生起立，全班齐问，

请一位同学回答。

1.3.3 放手让学生自主问答，给学

生机会表达与交流、迁移与创新，学生

在对话中完成 work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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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让 学 生 先 在 worksheet 第 一

行写上自己的暑假活动

1.3.3.2 请一位同学，教师和同学共

同展示如何完成对话并填写 worksheet

1.3.3.3 全体学生起身离开座位，找

一位新的同伴，共同完成 worksheet，

一位学生问，一位学生答，每位同学至

少要采访两位同学。

1.3.4 输出短文

1.3.4.1 大声朗读教师的短文模版

1.3.4.2 短文挖空，让学生自己补全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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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 学生携带自己的海报到讲台

上来，手持自己的海报，向全班同学介

绍自己的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音量要

求：3 米的距离。

1.4 作业布置：录制视频，要求：

手持海报，用英文介绍自己的暑假生活。

2. 反思与启示

2.1 情景贯穿始终

《英语课程标准》提到：“教师要

通过创设情境，使学生置身于氛围浓厚

的英语环境中，能够比较深刻的体会英

语表达的含义，要通过各种适合小学生

心理特点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

本课是一堂典型的会话教学科，会

话教学离不开情景，语言交际更离不开

情景。本课是暑假后的开学第一课，我

们的会话主题是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

情景是真实的情景，并且贯穿课堂教学

的各个环节：导入环节，展示学生的暑

假海报，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的海报吸了

学生的注意力；新知呈现环节，通过图

片引出新授句型；巩固操练环节，挖空

让学生在真实的情景中完成学习任务；

拓展运用环节，两人一组讨论自己的暑

假生活并完成 worksheet; 最后，学生能

够手持海报，流利的用英语讲述自己的

暑假生活。本课通过设计真实的情景链，

使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接触、理解并运

用语言，前后呼应，教学过程环环相扣，

过渡自然、流畅，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

自然运用语言进行交际。

2.2 任务教学，层层递进

任务教学法是围绕教学目标设计若

干个具体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设计要面

向全体学生，呈现由简到繁、由易到难、

前后相互联系、层层深入的特点，从而

形成一个完整的任务链，使学生在完成

任务的过程中自然习得语言。

本课采用了任务教学法，任务活动

兼顾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任务难

度层层递进。首先，一边看图一边输入

目标句型，图片就是暑假的游玩图片，

有吃游玩，生动形象。其次，操练拓展

环节学生结合自己的暑假生活问答，活

动是指向真实任务、真实交流、真实情

感的共建过程性学习。最后流利的介绍

自己的暑假生活，课堂活动从老师的控

制，到半控制，再到完全放手将课堂交

给学生，让学生成为主角。学生习得语

言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表达能

力也得到提升。

2.3 学生主体

“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坚持以学

生为本，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

内容和步骤，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堂互

动，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拥有运用语言的

机会。在设计课堂活动时，教师应关注

活动的参与度，鼓励学生在体验、探究

中自主学习语言”（缪海英、张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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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的新知呈现、操练、拓展环节

包含师生问答，同桌两人一组对话，自

由选择同伴对话，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

课堂，通过与同伴合作完成任务，体现

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本 课 的 展 示 环 节， 教 师 将 评 价

的权利给到了每位同学，评价标准是

A.Fluency( 表达流利 ),B.Accuracy（用词

准确，无语法错误）, C.Voice（发音清晰，

声音洪亮）, D.Politeness（上台先鞠躬，

打招呼，结束时说谢谢） ，学生根据

这四个标准来给台上展示的同学评分，

所评分数可以加到小组里，下课前给分

数排名前三名的小组贴纸奖励。这样的

评分和奖励机制让每位孩子都非常乐于

到台上展示，台下的小评委也认真倾听，

给台上的同学打出公正的分数。

本课的教学设计密切联系学生的实

际生活，开学第一天，学生想聊、乐于

聊自己的暑假生活，本课直接给学生创

造机会用英语聊暑假生活，激发了学生

参与课堂活动的热情，在这样真实的情

景下学生有话可说，从而有效培养了口

语交际能力。课堂任务丰富且难度层层

递进，给学生搭建了充分运用所学语言

的平台。

总之，语言来源于生活又实践于生

活，让课堂教学贴近生活，课堂设计把

语言学习融入实践活动中，让学生在真

实的语境和实践活动中感知、运用语言，

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体验并驾驭语言，

真正培养学生“用英语做事情”的综合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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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戏玩家转为游戏开发

——浅谈如何使用角色功能表方法分析游戏

蓝子君

【摘要】使用 Scratch 游戏编程，用兴趣引导让学生入门编程的过程中，除了完成

编程算法的教学，通过分析游戏，拆分游戏角色功能来培养学生计算思维也是教

学中重要的环节，本文讨论的正是如何引导学生完成这一过程。

【关键词】Scratch 游戏编程；编程学习；教法研究；

青少年编程大火的今天，如何让

学生喜欢编程爱上编程是每个相关课程

教师日思夜想的课题。按照传统的讲法

从基本语法、变量类型、数据结构往下

细说，对于 9-16 岁的学生来讲，睡着

真的是分分钟的事情。与之相反，游戏

可以说是天选之子一般的天生能够轻易

获取学生专注力的存在。可以说，使用

游戏来吸引学生来学习编程可以说是一

拍即合的选择，制作出一款自己设计的

游戏这样的诱惑是孩子们无法抗拒的。

Scratch 作为一款当前主流的青少年编

程入门平台，在青少年使用游戏编程来

进行学习这件事情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我们可以从各大 Scratch 作品的

交流平台看到无数学生用 Scratch 实现

的。

图 1.1 各类编程平台上的 Scratch 游戏作品

游戏编程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

模仿学习。图 1 图 2 看到的这些游戏大

部分不是原创的游戏，往往是“搬运”

的其他已有游戏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

实就是学生学习的结果。而模仿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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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则是分析和读懂，也是本文要讨论

的话题。

学生是否从一个游戏者的角度转

换为一个分析者甚至是审视者是这个学

生开始入门游戏编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学生能够主动的对他看到的每一个游

戏都下意识的去想如何将其拆分实现，

那他便具备了能够独立去开发游戏的潜

质。

Scratch 是典型的面向对象编程语

言，在制作 Scratch 程序时就必须把每

个角色该完成什么功能进行逐一编程。

我们正好可以利用此特性，让学生对游

戏进行角色功能拆分。我们可以从简单

的游戏开始。

比如打砖块游戏。这个游戏只有 4

个角色，板子、球、砖块、地板，比较

适合初学者进行这种拆分练习，教师可

以分三步走，领学生入门。

第一步，需要学生用他们熟悉的方

式尽可能的描述这四个角色应该要完成

什么功能，他们可以直接列条来写，也

可以使用表格来辅助，但是需要学生尽

可能的想的详细一些。我们可能会得到

以下这样的一个东西。

第二步，得出这样的表格时，教师

就可以大力夸赞自己的学生是怎么观察

仔细，总结到位，把游戏每个角色要完

成的事情都表述了出来了。但是表格中

显然有一些部分是重复的。只要有角色

的交互，就必须区分清楚这个功能最后

到底是谁来干，而不是谁都来插把手。

比如砖块和球的交互中，到底由谁来具

体实施这个功能呢？在 Scratch 中，教

师只要抓住一个原则就可以轻松解决这

个问题：即谁最后来响应这个交互结果

谁来实现。在这个游戏中，砖块碰到球

后会消失，球碰到砖块会反弹，因此砖

块负责消失，而球负责反弹，他们不需

要为别人的行为负责。由此，学生可以

进一步去简化他们原来的表格或列表。

第三步，教师可以让学生圈出或者

高亮其中的动词和游戏开始结束的关键

点，对应 Scratch 的编程模块进行编程了。

在前两步的铺垫下，学生们已经将一个

游戏整体按角色功能将其切片为一个个

小的编程问题了。对于简单的功能如移

动和反弹，学生通过之前的分析和梳理，

基本都可以很顺利的把功能进行实现。

图 1.1 各类编程平台上的 Scratch 游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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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难的部分比如克隆和变量在这个游戏

中的应用技巧，相信每个老师都有自己

的一套方法可以让学生充分掌握。

学生在通过这样小游戏的训练后，

还可以尝试逐步对这个游戏增加新的功

能，让这个游戏变得丰满起来。也可以

用这样的方法去分析一些更加复杂的游

戏。

总结来说，使用 Scratch 实现游戏

编程的学习过程中，需要让学生掌握如

何对一个游戏进行角色的功能切分，将

大的游戏分割为一个个小的编程问题并

逐一解决。本文通过三个步骤，帮助学

生实现这个过程。1. 利用表格或者列表，

将每个观察到的角色功能尽可能详细的

进行描述。2. 对重复或有交互的部分进

行重点分析，让具体响应交互结果的角

色来实现该功能，捋清所有功能的实际

实现由哪个角色进行。3. 圈出动词和游

戏的开始结束，进一步提炼功能的实施

思路，对应 Scratch 中的编程模块，进

行编程。掌握面向对象的编程分析思路，

在此过程中既学习知识也收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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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融入中学音乐教学中的探究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碧海校区  陆力玮   （初审 : 阮强）

【摘要】音乐教育是现代中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和艺术水平，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本文对流行音乐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方法进行分析和探讨，旨在提高中学音乐教学水平。

【关键词】乐教育；流行音乐；中学音乐；应用

引言

艺术教育在我国基础教育体系中占

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当前时代背景

下，必须要积极加强中学音乐教学改革

工作，致力于学生视野的开拓、启迪思

维，提高学生的音乐综合素养。流行音

乐是一种比较大众化的音乐形式，也是

深受中学生喜爱的音乐形式。在中学音

乐教学过程中加强流行音乐的融入，可

以提高学生的审美，帮助学生形成多元

化审美意识，流行音乐的融入，为音乐

教学创新开辟了新的方向。

一、中学音乐教育过程存在的问题

1. 中学生音乐教育方法陈旧

在中学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

陈旧是影响音乐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

传统的音乐教育主要是理论化教育，更

看重信息的输出，其是由教师不断输出

给学生的，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上

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比如在讲解演唱

技巧时，都是单纯的讲解一些理论化知

识，学生按部就班地学习，然后进行歌

唱训练。这种教学模式比较陈旧，不利

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随着世界不断地

改变与发展，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在

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这就使传统

的音乐教育方法的弊端越来越显著和突

出，一味地开展理论化教育，只会让学

生感觉到枯燥乏味，对音乐课程不感兴

趣。

2. 忽视了学生的多元化发展

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有多种不同

类型的音乐形式，比如流行音乐、古典

音乐等，每一种音乐的特点都不相同，

对学生的启迪和引导也不相同。在中学

音乐教学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加强对多种

音乐形式的应用。但就目前中学音乐教

学过程中对多种音乐形式的应用不到

位，有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素材

比较单一，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而且忽视了音乐的多元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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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学音乐教学中融入流行音乐的优

势 

流行音乐指的是比较通俗、流行的

音乐作品，在中学音乐教学过程中融入

流行音乐，其优势十分显著。

1. 容易引起学生共鸣 

音乐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良

好的艺术修养，通过艺术类课程可以打

开学生的思维和眼界。很多中学生对音

乐都有自己的认知和想法，而且对音乐

的爱好呈多元化特点，流行音乐符合时

代的发展趋势，适合现代学生的个性特

点，在音乐作品中，无论是曲调、旋律

还是歌词，都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产

生情感上的生化。流行音乐的融入教学，

可打开师生之间的友谊之门，学生能够

畅谈对流行音乐的见解，这也是对音乐

学习兴趣大门的打开。在多年音乐教学

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并不是不喜欢音乐，

而是对于某些音乐风格有着排斥；我觉

得通过流行音乐的融入让师生之间畅言

大门打开，让学生们彻底喜欢上音乐课，

再逐步让学生了解和接受更多的音乐形

式，感受不同音乐形式的魅力。

2. 丰富教学内容 

音乐教学需要更多、更充分的教

学资源，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互联网

为资源共享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很多学

生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在网络平台上

学习、获取知识。音乐是大部分学生喜

欢的一种艺术形式，流行音乐是现代社

会的产物，与国外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呈现多元化特点，深受中学生喜欢。在

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将流行音乐结合起

来，则可以很好地吸引学生，在丰富教

学内容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使学生从枯燥的音乐课程中解脱

出来 [1]。

3. 扩宽学生音乐认知 

现代流行音乐是融合了中西方文化

的产物，是一种多元化音乐形式，比如

摇滚音乐、说唱音乐等，且随着音乐艺

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流行音乐的曲风形

式也很多样化，很多音乐风格都融入了

中国风，这种多元化的艺术形式有助于

拓宽学生的音乐认知，十分符合中学生

的个性特征和年龄特点。

三、在中学音乐教学中融入流行音乐的

方法

    1. 创新教学策略 

我国中学音乐教学过程中师资力量

水平和学生的能力都有差异，在新课程

指导下，可以积极创新教学策略，选择

更合适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首先，可以加强音乐欣赏教学的创

新，音乐欣赏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欣赏更

多不同的音乐，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流行音乐中的美是多元化的，学生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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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流行音乐的时候可以发现音乐的价

值。在音乐欣赏课程中，可以引导学生

对音乐作品进行深入地理解和分析，比

如《蜗牛》这首歌曲就十分励志，“我

要一步一步向上爬”这句歌词给人很大

的鼓舞，在欣赏歌曲的时候，学生可以

感受到自己虽然渺小，但只要努力就可

以获得成就。

其次，加强歌唱教学创新。单纯地

欣赏音乐并不能完成音乐教学目标，歌

唱教学是音乐教学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也是提升学生音乐素养的关键。在教学

过程中要不断加强教学方法的创新，不

能仅开展理论化教学，还应该多给学生

实践练习的机会，例如可以开展分层教

育，因为每个中学生的基础不相同、个

性不相同，所以在教学中应结合每个学

生的实际情况，开展分层教学；还可以

开展表演式教学，将音乐课堂变为表演

舞台，学生可以在舞台上即兴发挥，演

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教师再根据学生演

唱的情况来进行点评，指出学生在演唱

歌曲过程中的不足，渐渐提高学生的演

唱水平。

2. 利用互联网加强音乐资源分享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中

学音乐教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开

展教学的时候应该要加强对互联网的

应用，让音乐课堂焕然一新，而且互联

网也为各种资源的分享提供了平台和渠

道，教师可以利用微信、微博、QQ 等

平台，给学生传学习资源以及比较流行

和著名的歌曲，让学生获得更多丰富的

资源，让学生通过新媒体进行学习，拓

宽学生的思维和眼界 [2]。

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是现代教育体系中

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多教师和学生认为

音乐是一门很普通、很简单的课程，有

的学生还认为音乐不如语言、数学等课

程重要；在中学，甚至有些语数英老师

都觉得音乐是可有可无的学科。传统的

教育理念让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处

于边缘地位，在现代教育理念指导下，

必须要加强对中学音乐教育的重视，在

音乐课程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同

时要加强对流行音乐作品的应用，拓宽

学生的思维眼界，提高学生的音乐学习

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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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辛杰 . 论流行音乐融入教学的必要

性 [J]. 文 学 教 育 ( 中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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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思考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黄晨

【摘要】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具有应用性与操作性强的特点。学习信息技术可以有

效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如今，多数学生对计算机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还存在一些不足，致使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兴趣不

高，投入的精力也不足，最终导致了学校信息技术教育质量偏低的情况。将游戏

化教学应用于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提升教学的质量。本文针对游戏化教学在小学信息技术课堂中的应用进

行探讨，并提出一些合理性应用策略，以期为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游戏化教学；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应用

游戏化教学是将教学与游戏进行

有机的结合，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开展一

系列的课堂游戏活动。游戏化教学可以

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中进行学

习，激发学习欲望，让学生主动地去学

习知识，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与效率。

一、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存在的不足

小学信息技术是小学阶段的基础教

学科目，对于学生的计算思维与操作能

力有着促进作用。但是在实际教学中还

存在很多的问题：

1. 学生与教师对于教学的认知不足

现在很多学校重视学生的语数英等

统考科目的教学，对于信息技术等课程

不太重视。同时，在教学的分工中，学

校会经常把一些与电脑相关的工作，例

如电教维护、英语听力播放、各种系统

填报等工作交给信息技术老师，导致教

师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教学。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都是重要的角

色，也直接影响着课程教学质量与效率。

有些教师认为该门课程不重要，所以教

学也不认真，甚至存在教学课堂上安排

其他课程的情况。另外，如果学生没有

被正确引导，学生就会从内心中不重视

信息技术课程，导致学生产生想学就学，

不学习也不影响升学的想法。正是这种

教学的现状，让信息教育课程很难发挥

应有的作用，也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2. 教学模式传统单一

由于学生与教师对于信息技术的课

程不重视，导致课堂的态度随意，整个

教育教学的体系不够完善。有些教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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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在课堂中

只是被动填鸭式的接受知识，这对学生

的思想与态度没有任何的改变，对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导致

课堂教学效果达不到要求。

3. 教学设备与师资力量不足

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外界也越来

越关注信息技术问题，很多学校对其投

入很多的设备设施。但是仍旧有学校还

存在设施老旧的问题，设备缺失专业人

员的维护，信息技术的教师经常兼任修

理设备工人，设备维修好才开始进行教

学。在很多偏远地区，担任这门课程的

教师并不是专业教师，师资力量的严重

不足也是信息技术课程不能满足教学大

纲要求的原因之一。

二、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游戏化教学的

应用策略

1. 合理利用游戏导入

信息技术课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

操作性，但是教学内容比较枯燥，学生

很难产生学习共鸣，也就对该门课程的

学习产生畏惧心理。良好的课堂导入可

以有效的提升教学质量，使学生更好的

融入到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如教授《我的小名》一课

时，笔者创设了如此情境导入新课：有

一天，听说白羊大叔要举行婚礼，动物

们都赶着动凑热闹。到了门前，小花羊

护卫说：“只有用 Word 制作了精美的

个人名片的朋友才能进去。”大公鸡不

会了，怎么办呢？同学们，你们能帮大

公鸡做一份精美的个人名片吗？这样的

激趣导入使学生产生了“高昂的情绪和

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苏霍姆林斯基

语），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名片制作

的学习之中去。 在这个导入中，学生

的学习兴趣被激发，对于接下来的教学

内容也将更加容易的开展。

2. 将游戏与实际生活有效的结合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

该将游戏教学与实际生活进行有效的结

合。首先教师要掌握游戏化教学的策略，

合理的将游戏化教学与实际生活相联

系。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生活共鸣，对

信息技术的学习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在学习 VB 程序设计的相关循环结

构过程时，教师可以设置一个猜数字拿

奖品的游戏，让学生凭借生活的经验与

实际需求猜出程序。当学生成功的猜到

该程序并设计分析出程序时，学习到知

识的成就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3. 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

在小学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过程当

中，为了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教

师要能够突破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不

断完善教学体系。同时，在实际的教学

过程中则需要教师能够加强教学反思，

明确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作为小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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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

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积极性

以及主观能动性，以此提高课堂教学的

有效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信息技术课堂

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吃透教材中的各

知识点，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需求

精心备课，确保所制定的教学方案更加

满足学生个性成长的客观诉求。另外，

教师要创新教学方法，尊重学生在课堂

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构建相应的教学情

境，应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来彰显学生

的主体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最

后，教师还应该逐步完善课程教学评价

机制，为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提供必要

的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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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培养小学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张兴

【摘要】步入“互联网＋”新时代，信息技术早已经成为小学阶段的必修课，虽

然目前信息技术课程在小学阶段的地位并不突出，但是信息技术课肩负着夯实学

生信息素养基础的重任。当前小学信息技术课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信息技术核

心素养，但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总会遇到些许问题，本文就以“互联网 +”

时代为背景，论述在培养小学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给出简单

对策。

【关键词】互联网＋；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核心素养；问题；对策

1. 信息技术核心素养概述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进入了“互

联网 +”新时代，各行各业在新一轮科

技革命的洗礼下进行了改革，在此背景

下，教育部对我国基础教育新一轮课改

总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基础教育总目

标落实到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上，

各学科制定并落实“学科核心素养”。

其中信息技术的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信

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

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四个方面。

1.1 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是指个体对信息的敏感

度和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 [1]。信息意识

的主要内涵是：在获取新信息时，学生

能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积极主动的选

取合适的方式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 [2]，

并且能够敏锐的察觉到信息的变化，采

用有效的方式辨别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

性，能够对不同信息指向的结果做出预

判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3]。总之，信

息意识就是学生对待信息的态度，对日

常获取信息的来源和信息基础的掌握情

况。

1.2 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是指“一系列思维活动，

它产生于学习者在运用计算机科学范围

的思想方法形成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

中”[4]，计算思维的核心思想是具体问

题抽象化，再通过收集信息、分析问题、

设计算法的过程，最后利用“工具”解

决问题。在计算机核心素养中，最后解

决问题的工具，指定为计算机。

1.3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是指学习者通过

对任务的评估，选用常见的数字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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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具，有效的管理学习过程和学习资

源，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而完成学习

任务，形成创新作品的能力 [5]。其内涵

是：学习者能够认识数字化学习环境的

优势和局限，适应数字化学习环境，养

成数字化学习习惯；掌握数字化学习系

统、学习资源与学习工具的技能，用于

开展自主学习、协同工作、知识分享与

创新创造。

1.4 信息社会责任

互联网 + 时代，信息技术为人们

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是在文化修养、

道德规范和行为自律等方面对使用者提

出了要求。使用者具有一定的信息安全

意识和能力，能够遵守信息法律法规，

信守信息社会的道德与伦理准则，在现

实和虚拟空间中遵守公共规范，既能有

效维护信息活动中个人的合法权益，又

能积极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 [6]。

2. 小学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培养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

在小学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培养的

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总的来说这

些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学生遇到的问

题，另一类是老师遇到的问题。

2.1 学生遇到的问题

信息技术课程已经在小学阶段普

及，作为信息时代的“原住民”，大多

数小学生在上学之前已经接触过电脑、

手机等电子产品，并且在他们的认知当

中计算机和大多数的电子产品一样，都

是娱乐工具，这种错误的认知正阻碍着

小学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的养成。

除了认知上存在偏差，小学生在计

算机课堂上只重实操不重理论的学习态

度，同样会影响信息技术核心素养的养

成。

培养小学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的主

阵地依然是课堂，但是当前面临的问题

是，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

接触计算机的时间、自身兴趣等方面存

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学生

计算机水平、学习兴趣的差异，这给课

堂的教学、管理带来难度，影响课堂教

学效果，从而影响小学生信息技术核心

素养的养成。

2.2 教师遇到的问题

教育改革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许

多老师已经在改革中掉队。在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转变身份，

从过去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环境的

塑造者，知识的引导者，问题的解惑者，

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

目前，信息技术课在小学阶段的课

时量为一周一节，一节课 40 分钟的时

间里还包括学生动手操作练习的时间，

所剩无几的时间中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知

识再经过一周时间间隔，留在学生脑子

里的已经所剩无几，但是短时间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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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课时并不现实。一线信息技术

教师正在经历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的窘况。

教育的改革，一定会带动评价机制

的改变，过去以注重学科知识、学科工

具为主的评价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当前教

育改革的新要求。要想培养学生信息技

术核心素养需要一线教师对当前的学习

评价机制作出改变。

2.3 问题分析总结

在培养学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过程

中，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1. 对信息技术课程认识不足；2. 在学习

信息技术课程的过程中，重操作，轻理

论；3. 学生当中分层现象严重。问题 1，

2 的存在是由小学生发育特点决定的，

他们认识问题往往比较浅显，无法发现

信息课的重要用途和信息理论的重要

性。问题 3 的形成，是一个综合问题。

学生对计算机课的喜恶只是导致学生分

层严重的一个方面，更大一部分原因是

学生家长对小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态

度。支持的家长自己会辅导孩子一些信

息技能，甚至为孩子在校外机构报兴趣

班；不支持的家长禁止孩子碰电脑，如

此以来分层现象就变得很严重。

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集中在：1 改

革意识不足，身份转变不及时；2. 课时

不足限制一线教师发挥；3. 评价方式不

能与时俱进。问题 1,3 形成的主要原因

是部分教师对教育改革的敏锐度不足，

没有及时根据改革的要求进行相关方面

的调整。问题 2 的出现是客观条件限制，

小学除了信息技术之外，还有很多学科

也是每周一个课时，如何巧妙解决好课

时量的问题，考验学校和教师的智慧。

3. 问题的解决策略

3.1 更正学生对信息课程的认识，

培养学生信息理论素养

小学生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从直观的

感性认识开始的，因此他们很容易认为

信息技术课就是玩儿电脑，就是玩游戏，

但是这种认识方式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

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小学三年级开始学

习信息技术，这个阶段是更正小学生对

信息技术课程认知的最好时期。笔者在

给三年级小学生备课时，都会准备一些

涉及信息课程本质的内容，让学生明白

信息技术课程是一门训练学生收集、存

储、处理、评价、发布、加工信息的基

本学科，娱乐只是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的

一个功能，并不能代表信息技术学科的

全部。

小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厌烦是由于

他们的思维模式决定的。在小学低段年

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强，抽象思

维能力较弱，面对信息技术抽象的理论

知识本能的选择逃避。一线教师可以利

用自己的多媒体工具将抽象的理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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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情景、动画等方式展示给学生；

对需要逻辑思维的理论采用流程图，动

画视频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这样将抽象

转化成具体，将逻辑转化成流程，学生

更容易接受。

在小学生开始学习信息技术的时候

就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课程认识，并且

培养他们的信息理论素养，将为他们养

成信息技术核心素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采用分层教学保证课堂效率

小学阶段，信息技术课堂依然是培

养学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的主要场地，

提高课堂效率将为培养小学生信息技术

核心素养提供保障。要想提高课堂效率

首先要解决学生分层严重的问题。分层

教学和小组合作的方式能够很好的解决

这个问题。在备课阶段教师按照不同层

次为学生制定不同教学目标；小组合作

的分组策略是每个小组内包含各个层次

的学生，教师引导小组内信息素养较好

的学生担任指导员，指导其余层次的学

生完成教学目标。小组合作环节的关键

是每个小组都有一个合格的指导员，教

师巡视为所有学生提供支持。

小学阶段，把握住课堂教学就守

住了培养学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的主阵

地，只有在小学阶段夯实学生的信息素

养基础才能够为接下来更高层次的提升

做好铺垫。

3.3 紧跟教育改革动向，调整教师

角色，更新评价方式

未来世界的竞争，依然是人才的

竞争，培养人才需要先进的教育理念，

因此教育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一线教

师需要紧跟教育改革的动向，将教育改

革的理念贯彻落实到一线的教学当中。

当前的教育改革提出培养学生的核心

素养，对教师的身份提出了新要求，教

师要从过去知识的传授者转变成学习环

境的塑造者，知识的引导者，问题的解

惑者，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另

外，过去信息技术课堂上只注重学科知

识、学科工具的评价方式已经不能够适

应信息技术课程改革的新要求，现在的

信息技术课堂应该更多的关注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思维的能力、和开放创新

的能力。适应当前信息技术新课标要求

和学科内在特征的评价方式首先一定是

多元主体，对学生学习评价应该综合考

虑小组同伴、家长、社会人员、教师多

方的评价，这样的评价能够全面真实的

反应客观事实，从而帮助学生发现自身

的优点和不足；其次，新的评价标准一

定是更加关注学生主体性，将学生当作

一个完整的人看待，关注学生的思维过

程、沟通过程、创作过程，接受学生个

体的差异性，鼓励学生学习过程中积极

的变化，从而促进学生向优发展；最后，

新的评价标准一定更加关注方式的多样

性，笔者经常使用的方式有：描述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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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鼓励性评价、阶段性奖状激励、家

长群通报表扬……多样性评价途径，更

容易换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教师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需要一线教师调整身份定

位，丰富评价方式，以更专业的方式帮

助孩子养成信息技术核心素养。

3.4 利用网络微课，开辟第二课堂

对于信息技术课时不足的问题，教

师可以制作“系列微课”，供学生课外

时间进行数字化学习。笔者所在的深圳

明德实验学校，已经成立“海豚网校”，

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学科的需要，设计制

作系列微课，然后上传到网校中，学生

可以通过移动网络或者办公网络随时随

地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互联网 +”时代，信息老师利

用信息技术的手段解决教育中遇到的问

题，第二课堂的开辟将为学生养成信息

技术核心素养提供充分的支持。

4. 总结

互联网 + 时代已经到来，小学信

息技术应该响应教育改革的号召，将培

养学生信息技术核心素养作为信息技术

学科改革下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在实

施课程改革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

题，一线信息技术教师应当充实自身理

论素养，以信息技术核心素养为指导，

通过创新教学手段、丰富评价方式、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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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第二课堂等方式培养出符合新时代发

展要求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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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阶段媒介对雕塑创作的直观作用和意义

高伯寅

【摘要】雕塑作为传统的造型表现形式一直与媒介材料有着天然不可割裂的关系，

脱离造型强调媒介难免舍近求远，抛开媒介凸显造型全然不够客观，如何有效理

清造型与媒材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学美术学科首要考虑的问题所在。

【关键词】“造型”；“媒介”；“雕”；“塑”

一、雕塑是内在造型的外在表现

从雕塑的概念可知，雕塑艺术作为

造型艺术的一种立体表现，通过雕刻、

塑造等手段，将不同的物质材料创作成

可视、可触、可感的占有实体空间的立

体造型。雕塑是材料的再现表现与超越，

材料对于雕塑创作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

的媒介。通常，在进行雕塑创作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个重要环节——

“造型”，从表意来看，“造”顾名思

义就是塑造，创造，“型”即形体，形

状。当然，雕塑创作本身也固然脱离不

开形，既然是对形的研究，便需要一种

可塑造或者方便塑造的材料媒介，所以

泥的天然属性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之

所以选择泥作为造型的初始媒介，可从

以下几点进行理解：首先人俨然对自然

界的土质显得格外熟悉。其次人类对泥

土材料有种先天控制力。而科技的发展

的同时，泥土材质不仅仅局限于原始土

质，一直不断发展。

二、雕塑材料选取与创作的关系

雕塑的媒介选择需要对雕塑创作的

造型具有准确判断。具体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考虑：首先，创作者要有对雕塑造

型的初步判断，假使确定的雕塑造型是

属于具象写实方向，而且造型的质感需

要光滑细腻，那么在确定媒介的时候就

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目结土，目结土有

灰色和褐红色两种，相对来说，灰色目

结土在东北，华北地区的高等院校雕塑

系使用会比较广泛，褐色在华南，西北

的高等院校雕塑系使用的比较多。两种

泥土本质上是有区别的，灰色的目结土

颜色整体，吸光较弱，适合观察形体的

细节以及光线变化，而且土质细腻柔软，

保湿时限较长，相对保养起来比较便捷，

在翻模时候容易分形。褐色泥土相对做

较大体量的造型和体块重组比较容易，

对于雕塑肌理的体现较到位，技法实现

可能性大。缺点是褐色的泥土对于水分

的要求较高，需要时长湿水，保持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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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塑性。其次，如果我们创作方向是

属于直观具象一类的题材，需要精雕细

琢，那么雕塑油泥是首选，雕塑油泥有

软，中，硬各类，颜色有区别，材质手

感也有区别，创作要求不同，媒介使用

不同，效果也不同。市场上雕塑油泥的

颜色配备丰富，使用最多的有白色和灰

色，其中灰色由于比较符合形体的观察

方式，所以灰色的是使用最为广泛。

三、媒介对造型手段的制约与影响

从造型的传统和操作性讲，我们如

果创作方向更加倾向简单的装饰效果，

除了上述泥质之外，我们也可以适当采

用软陶，方便成型，但软陶的材质有一

定的局限性，软陶适合做简单的几何造

型，形式单一的立体构成，对于造型本

身的美感和思考成分，以及创作中一些

偶然的，不确定的触感和痕迹，技法层

面是达不到的，软陶适合一次成型，不

适合反复修改，可塑性较弱，适合“雕”，

而不适合“塑”。陶土在雕塑创作过程

中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陶土一般属于

高岭土范围，陶土和目结土的性质较为

相似，颜色略有区分之外，其他的优缺

点和目结土几乎一致，陶土的粘性相对

弱一些，适合中学生使用。

当然，雕塑用泥是雕塑呈现的一

种方式和选择，雕塑泥土是取决于雕塑

造型以及可实施性的，泥土之间本身微

妙的变化和区别需要去尝试和探索，由

于雕塑造型在形式上有差别，也可以适

当结合使用，但一般情况下，泥天然就

是一种实现造型的一种替代物，或者更

准确的说是需要通过这种材料去实现形

体，实现的过程受题材，造型方式，时

间，空间，光线等等要素的制约，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是诸多因素的相互配合

使得特定的某种“媒介”优势显得更加

明显，甚至放大了媒介的某些优点，当

然，选择恰当的媒介做特定的造型首先

需要对雕塑材质本身有感知，熟悉材料

属性，这样创作才有可能实现最初雕塑

造型的预期与要求，使得材料成为我们

对形体认知和探索的最佳条件，而不是

受限于媒介，迁就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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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开学工作排忧策略探讨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高中部 常泽英

【摘要】新学期的开始，是班主任做好班级管理工作的黄金时段。在高中阶段，

学生的心理日趋成熟。为了改变班主任被事务性工作牵绊的现状，笔者总结了开

学后班主任要做好几件事情的方法策略。

【关键词】班主任；开学工作；分析与对策

最初当班主任时，总会惶恐不安。

当时我非常希望能有人以纸质档的形

式，详细的告诉我开学初需要做什么，

以及怎么做。正是当初那种让我感到心

急如焚且惶恐不安的经历，促使我不断

摸索开学初的班级管理工作。我逐渐意

识到班级管理还是有规律可循，于是我

把开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

法写下来（如下文所示），以期给予那

些即将走向班主任工作岗位和正在遭受

班级常规管理工作困扰的老师们借鉴。

忧患之一：让班主任头疼的座位问题

开学初，按惯例都要排座位。给

学生排座位，是班主任工作中一件极普

通、极平常的小事情，但正是这样一件

看似简单的小事情却蕴含着深远的教育

意义。班主任要给学生安排一个合适的

位置，这里的“合适”有三层含义：一

是座位要满足学生的生理、心理需求；

二是座位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三

是座位能实现班集体利益的最大化。

首先按照公平的原则，第一种情况，

班主任会保证每位学生都会有机会坐到

班级的每个座位。但是上课时会发现，

如果轮到个子高的同学坐前面，一定会

影响到坐到后面个子矮的同学看黑板。

第二种情况，班主任会让个子高的学生

总是坐最后一排，个子矮的学生总是坐

前面。仔细想一下总让个子高的同学坐

最后一排，这样对个子高的同学来说是

不公平的，让他们坐第一排也不太好。

所以笔者建议先可以主要按照身高排座

位，时间间隔也要适宜，大概每隔 2 周

左右换一次座位，在左右依次变动的同

时，也可以让前面几排的同学来回换，

后面几排的同学来回换。这样前面几排

个子矮的同学就在前面几排游荡。后面

几排个子高的同学就在后面游荡。这样

既保证了公平，又能避免因为个子太高

而影响其他人听课。在安排同桌上，可

以强强合坐，可以弱弱合坐，让他们比

一比，看看同一起跑线上谁跑的更快，

这样的安排无形中也会给学带来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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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力量。

其次，在排座位的过程中，也会出

现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提前来找班主任说

自己想坐在什么位置。此时班主任在排

座位之前可以强调说，是学生自己坐在

班上，班主任并没有坐在班上。如果班

主任答应了你的要求，那就等于占了其

他人的位置，这样是不是不太公平呢？

另外班主任也是没有随意调配的权力，

如果很多同学都向班主任提出要求，排

座位还怎么进行。同时也可以告诉学生，

只要没有影响到自己听课，一般的小问

题都尽快自己克服。

最后，对于高中生，因为他们还处

于青春期，所以建议最好男男、女女分

开做。排好座位之后，有学生反映确实

影响到自己听课了，此时班主任可以根

据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情况，进一步调整

座位表，及时发现座位表的优缺点。

忧患之二：让班主任头疼的寝室安排问题

新学期排宿舍时遇到了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我们班要有一位女生被分

配到其它班级的女生宿舍去。当我知道

这个消息后，我找了几位女生谈，主要

是看有没有自愿去其它班级住的学生。

如果发现有自愿去其它班级住的学生，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结果发现她们

都不愿意。思考之后，我想我们没有指

定的权力，只能公平处理，而抓阄或许

是绝对公平的方式，抽中是谁就是谁。

但是抓阄之前班主任要确保班级所有女

生都同意这种方法，如果有一位女生不

同意，这个抓阄就是无效的。另外，还

要强调抓阄只能抓一次，不能抓多次，

否则就无意义，也谈不上公平。这些原

则班主任在抓阄前必须要跟班级女生明

确好。

第二个难题是，军训过后马上就要

把住宿表安排出来。学生时代的我们，

多半遇到过生活习惯不一致的舍友。如

果同一宿舍的几个小伙伴生活习性相

同，意气相投，那该有多好。在这样美

好愿望的驱动下，班主任可以先初步安

排床位表。然后再让学生自己协商跟谁

调换床位。需要注意的是，调换床位的

原则，是以双方都同意，才进行的调整，

如果需要再调回去，或者其它新的调整，

还是要双方学生自己协商。学生宿舍

调换好了之后，就让学生自己内部选出

寝室长。此时班主任可以让寝室长主管

每天晚上宿舍纪律以及安排出每天宿舍

值日生，值日生负责监督每天的寝室卫

生情况，以及打扫公共区域，宿舍其他

成员则负责管理好自己的床位和洗漱用

品。班主任还可以这样跟学生讲，既然

你们都找到了自己意气相投的小伙伴，

那就应该把宿舍的纪律和卫生都做好，

而不能做差，要争取拿到优秀宿舍。这

番调整和讲话效果非常好，经过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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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应，班级全体男女生宿舍有所进步。

第三个难题有家长向你反馈宿舍

有人开灯写作业或者有人打呼噜想换宿

舍。一般情况下，如果宿舍是满员的，

你可以说咱们班是满员的，我没有指定

哪两位同学换宿舍的权力。但是如果两

位同学经过商量同意互换宿舍，那就可

以。如果宿舍不是满员的，班主任最好

也不要单独给学生调换宿舍，也要先经

过其他宿舍的允许和向年级报备才可以

安排调换。住宿过程中还是偶尔会出现

同学之间有问题的情况。一般这种情况，

最好的解决方式可以让双方坐下来聊一

下，这样至少可以消除误会。

这学期经过一段时间下来，我们班

级 310 宿舍一直在全校中稳居第一。其

它宿舍最好的一次都排名第二。有的宿

舍还成立了学习小组，周末互相监督学

习。这样处理宿舍问题，也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忧患之三：让班主任头疼的开学第一节

班会课问题。

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带好

班。首先想到的是第一节班会课的谋划。

为了能让学生进入学习状态。我将第一

节班会课定为《定目标》。在开学第一

节课我让学生制定了本学期期中和期末

全校排名的目标。在班会课中，让学生

知道，从高一到高三，总共有 6 个学期，

他们每个学期都需会定目标，而且每个

人都要定，具体定多少都会告诉家长。

如果有同学不愿意定，班主任也要说如

果这次不定，下次也要定。但是一般情

况，学生都会定目标配合老师的安排。

定目标的原因，主要是想让学生知

道，虽然现在不知道自己在广东省的排

名，但是到了高三就可以知道深圳市的

排名。平时的期中、期末自己也能知道

在全校的排名。虽然说排名不好，但是

现在的高考就是按照学生高考成绩的排

名来录取学校的。这样做的好处是，班

主任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自我监

督，自我鼓励，争取将来高考的时候能

够拿到一个很好的名次。高一新生在给

自己定目标时，班主任可以先不要告诉

他们中考的排名。这样就可能会出现，

学生定的目标比当初进校还低，但是这

些都是孩子最初的想法。学生定目标时，

班主任不要过多干预，但是一定要跟班

级所有学生强调，他们定的目标都会一

个个告诉自己的家长。家长通过自己孩

子的中考排名、期中目标、期末目标，

也可以更加的了解孩子们内心的真实想

法。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可能会发现

有的学生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定的期中

目标。此时班主任可以再开一次允许学

生更改期末目标的班会课。

忧患之四：让班主任头疼的班干部选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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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负责的学生不愿意当班干部

怎么办？民主选举的班干部不得力，怎

么办？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出现，我们或

许可以从前期准备工作中发挥管理的智

慧。

1、两周留白：促了解

为了让选举的结果更得人心、后期

管理更省心，我们要给学生一段相处和

了解的时间，大概两周为宜。这段时间

可以有临时班干部，因为在无组织无领

导的状态下，最容易看出哪些孩子有自

觉性，哪些孩子关心班集体，哪些孩子

领导力强，这也为后面的选举奠定基础。

2、培养种子：攒人气

（1）多方了解，物色种子

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情况。比如，

看学籍档案了解学生以前担任班干部情

况，还可以问科任老师，还可以在军训

期间或者利用班级活动观察。毕竟他们

现在还只是 15、16 岁，处理事情的能

力很强也不太可能。所以班主任要求不

用太高，关心班级、认真负责、有群众

基础的学生就可以了。

（2）多次表扬，树立威信

多次表扬你看中的学生，给她攒人

气。

（3）单独谈话，鼓励竞选

你看上的候选人，首先自己要有竞

选意愿。私下里和他聊聊天，谈谈做班

干部对能力培养的积极作用，问问他是

否有意愿做班干部，肯定他有领导才能，

鼓励他参加竞选，指导他写演讲稿，助

他一臂之力。

3、岗位设定：多样性

常规岗位：班长，副班长，卫生部

长，学习部长，宣传部长，文娱部长，

体育部长和生活部长等等。生活部长下

面设立各寝室长，学习部长下设各科课

代表，课代表下设各组小组长。还可以

设立特色的岗位，比如空调灯具管理员，

电脑管理员，信访部长等等（可以和孩

子们讨论下，我们班需要什么岗位，或

者让学生自己申报岗位。）

4、岗位需求：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通过班级议事的形式，全班讨论班

干部的任用标准，最终每个岗位只需两

个关键词。

比如，班长：领导力，组织力

学习委员：爱学习，乐分享

体育委员：善运动，负责任

卫生委员：讲卫生，爱劳动

纪律委员：能自律，敢管人

……

5、调动积极性：小职位，大未来

为啥很多班级竞选时会出现冷场？

为啥没人愿意做班干部？因为他们不知

道做班干部有什么长远意义！只是用刻

板印象思考问题，做班干部要帮老师做

什么事，要浪费很多时间，还有可能得

罪人……。对此，班主任必须做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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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宣传工作，且宣传方式可以是多样化

的，比如演讲、新闻等。最后班主任也

可以引导学生明确：做班干部不是为了

将来一定要做领导，而是要学会以领导

的视角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有大局意

识，有服务心态，有协调能力……小小

班干部，成就大未来！ 

班主任可以借鉴以上几点，在坚守

公平底线的基础上建立好班级，引导学

生慢慢地适应开学后的生活，唤醒其对

校园生活的向往，激发他们对新知识的

兴趣，引导孩子进入新的学期。如果在

带班过程中知道自己不善于应对突发事

件的老师，可以在如何避免突发事件发

生的事情上，发挥自己管理工作的智慧，

从而能够熟练地应对班级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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