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崔斌斌 电话：010-82296572 投稿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2016年11月9日 5版方法

当下，课堂教学正从传统的教师
“教什么”“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逐
渐转向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
么程度”。当然，在课改过程中，难免会
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和问题。

教师如何引导

先导后学还是先学后导？“导”多
少？“学”多少……这些问题值得共同探
讨。我认为，教师既要导在课前，也要
导在课中，而导在课中是重点，更是难
点。导在课前，就是教师在设计导学案
时，要做到心中有课标、有教材、有学
生。导在课中，就是教师要把自己的

“教”转换为学生的“学”，用“导”引领学
生自主学习。同时，教师还要对学生课
堂生成的问题适时点拨。

需不需要导学案

课堂上究竟需不需要导学案？对于
自主学习能力还未形成的学生而言，根
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导学案，对成长会
有很大帮助。一旦学生的自主能力形
成，导学案的使命即可终结。如果长期

使用导学案，学生的学习便会处于一种
依赖和等待状态，甚至可能出现“老师让
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无奈应付。

学生要不要都展示

展示可分为台下展示和台上展示，
不一定非要千篇一律地让每个小组的
每个学生都站到讲台展示，而是要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

展示的量也要结合课堂教学实际
而定，一节课的时间只有40分钟，不可
能让每个小组成员都展示。因此，要兼
顾不同的学生。教师要尽可能多给学
习中等或偏下的学生展示机会，让其在
参与中得到认可，以此激发学习兴趣和
学习热情。而且这类学生的展示，基本
上能够检测出整个班级学生在这一内
容上的掌握程度。

教师在课堂上控制什么

教师在课堂上要控制什么呢？一
是控制时间，即控制学生自学、互学、展
示的时间，要让学生在特定的时间内完
成任务；二是控制纪律，即控制学生展

示、互动的纪律，让学生展示有序，互动
不乱；三是控制目标，即控制教学目标
和教学任务，在保证学习效果的前提
下，尽量能完成教学任务。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懂得“引之
有法、导之有序、放之有度、收之有益”
的“经营”之道，做到善收和善放，既让
学生有效学习，又让教学目标、教学任
务、教学时间和课堂纪律得到把控。

农村学校适不适合课改

有人认为，农村学校条件不好，缺
乏相应的资源，所以不太适合课改。其
实，学生的学不仅靠的是课堂上教师的
引导、点拨，更主要的是靠他们的自主
学习。现在许多农村学校有图书馆和
电脑，这些资源利于教师备课，也便于
学生自主学习。

有人认为，低年级学生连字都不认
识几个，怎么让他们自主学习？我们应
该认识到，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是一个循循善诱、循序渐进的过
程，因此从低年级入手培养学生的学习
习惯尤为重要，可以考虑适当地让学生

自学、互学、展示，但切忌操之过急。

保留传统还是改革创新

课堂教学改革让一些教师质疑或
犯难。一是有教师觉得传统教学很熟
练了，学生也学得不错，没必要进行课
改；二是有教师认为课堂教学改革势必
完全摒弃传统教学，对新课堂教学很不
适应。其实，“精讲点拨”是处理这些矛
盾的有效途径。教师的讲解点拨要做
到“准、精、深”：要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
问题，把握教材重点、难点、疑点，把握
讲解、启发、点拨的时机；要对教材有整
体把握和问题提炼，讲解以点带面、举
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核心问题；点拨要
高于课堂展示，引领学生走向深化、灵
活和创新，提升学生思维水平，引导总
结学习规律。

特别要强调的是，课改没有现成的
路径，要改革就需要探索和实践。外来
的经验哪怕再好，我们也不能拿来就
用，一定要同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生成自己的教学方法。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仁怀市教育局）

□王婷婷

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的心情有
些低沉。柳永的这首《蝶恋花》，是我今
年上得最差的一节课。

真的，我对自己的课堂有一定的要
求，我不想用自己的课堂浪费学生宝贵
的时间。

“老师，你等一下。”刚刚走出教室，
我就被小蘅喊住了。她的表情很激动，

“老师，别说我拍马屁啊，我感觉今天这
节课是你上得最好的一节课。”

没有回答，我只是愣愣地看了她一
下。“不，老师，是这学期你上得最好的一
节课，以前也有许多好课。”这丫头很聪
明，她一定是误会了我的愣，赶忙补充来
安慰我。

“我怎么感觉是最差的一节啊？”我
的反问很真诚，“你这丫头是安慰我吧？”

“天地良心，这绝对是最真实的感觉，
刚才班里还有许多同学说，‘这课过瘾’。”

小蘅回去了，坐在办公室里的我内
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为什么教师认为很

差的课，学生却认为是好课，而且认为这
课听起来很过瘾？而教师认为的好课，
学生却没有那么激动？

“发什么呆啊？”一位同事突然问
我。“没有，我在想刚才的课。”我说。哈
哈一串长笑之后，同事送了我一句“神经
病，又在想教学的事情”。

教学的事情？是啊，我干了 17 年教
学的事情，今天第一次陷入了恐慌，不是
迷茫那么浅显的恐慌，是最基本的来自
语文课堂的恐慌。

教学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教师教
知识学生学，还是教会学生学习，抑或是
教师负责好教，而学习是学生的事儿？

学生的成长最终靠什么？是不是靠
他们自己？是的，于是许多人说教学就
是教学生学会学习。

那么，教学的起点是什么？是教师
的理解设计还是学生现有的知识基础？

教学的落脚点又是什么？是教师层
层铺垫引导的高度，还是学生在自我基

础上能攀爬的高度？
或许这是不需要争论的常识。但是，

我们每一个教师不都是在殚精竭虑地备
着课、设计着课堂流程吗？不都是在层层
铺设，从而让学生抵达教师的预期吗？

只是，课堂过后，学生真的能够抵达
那样的预期和高度吗？答案不言而喻。

正如这堂《蝶恋花》，我没有找到很
好的铺设路径。只好让小组内部交流他
们的阅读感受，然后全班集体交流阅读
心得和疑惑。

课堂气氛有些闷，可是为什么偏偏
让学生觉得很喜欢呢？

“为什么你会喜欢《蝶恋花》这节
课？”我问了几个学生同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通过交流理解了这首词
好在哪里。”

“以往的课呢？”
“以往的课，老师也教了我们许多方

法，而且许多课都很有高度，可是我们总
感觉自己达不到，即使后来理解了，过不

了几天又忘记了。”
这时我才茅塞顿开。
孩子，课堂是你们的。你们的基点

才是课堂的起点，你们交流的高度才是
课堂应有的高度，你们的发现才是实实
在在的收获。

在某种程度上，教师的知识与学生
的知识是两张皮。可是，教师总是习惯
性地把自己的那张皮贴在学生的身上，
认为这才是课堂该有的高度。

只是，你的皮与学生的肉始终长不
到一起。

教师应该做什么？不是对话的首
席，不需要单纯地教学生知识，而需要给
学生营造一种氛围，或者找寻一种方式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有人说，就应该把课堂还给学生。
的确，把课堂还给学生才是真正的教育。

窗外的天有些阴沉，心却突然间敞
亮了。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我喜欢诗，正如我喜欢孩子。每个
孩子都是天生的歌者与诗人。所以，我
想让我们的日子多些诗意，在诗歌的天
地里畅想、飞舞。就这样，我们班开始了
诗歌阅读、创作之旅。

薛瑞萍主编的《日有所诵》收录了许
多优秀、美丽的诗歌，只要翻开一页，轻
轻读上一首，所有的浮躁与疲惫立即会
散去。我每天带着孩子们在美妙的音乐
中诵读、赏析。日复一日，我把这份诗意
的宁静带给孩子，他们渐渐有了静气，耳
濡目染，也有了诗的概念。

课堂上，除了欣赏诗歌带来的美，
我也注重诗歌的写法特点，启迪孩子们
从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领悟诗人的创作
思路。当我们的交流让孩子们有点豁
然开朗时，我便会戛然而止，立刻让孩
子们提笔记下脑海中出现的一件事物、
一个词语、一个句子。

孩子们刚刚开始写作时，我要求他
们只写一两句话，并且有模仿的样板。
这其实是降低了难度，以适合每个层次
的孩子。写作水平高的学生，作品往往
更为精彩；写作基础弱的学生，也能达到
模仿这一步。我想：写作就是这样，是从

易到趣的过程。
慢慢地，孩子们已经知道如何赏析、

模仿、创作了。所以，每天读一首诗，创
作一首诗，便成了他们的家庭作业。实
在写不出来的孩子，在家里便会得到父
母的帮助。因为简单，所以大多数家长
也能辅导孩子。就目前看，我们班那些
学习能力较弱的孩子也能有高水平的创
作，参与度也很高。

如何让写诗产生持久的动力，达到
激发兴趣的目的，我并没有采取物质奖
励的方式。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赞
赏是最经济、最持久的表扬方式。因此，
我是这样做的——

每天晚上由家长检查孩子的创作，
然后将文字编辑上传到班级QQ群，我将
其发布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分享。

夜幕降临时，就是我开始静静欣赏
孩子们作品的时刻。对于新颖的、独具
匠心的作品，我会熟记于心，以便第二天
在课堂上给学生分享，并由学生评选出

“今日之星”。
在阅读孩子们写的诗歌时，我会惊

叹，他们的创造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他
们的文字是那样的精彩。我每天都憧

憬、期盼阅读孩子们的文字，阅读让我看
到了美好。

我享受闲来无事时与孩子们比赛写
诗的乐趣，写作让我感受到了美好。

我向孩子们承诺，发表他们的诗歌
时，都用我自己画的插图。所以每个
周末，我都能享受到绘画进步带来的
美好。

在这样的美好中，我和孩子们都在
成长。这样的美好也让我明白：真正
诗一般的生活，从来都是在平凡的生
活中发掘美好，将平凡的日子过得不
平淡。

孩子们就这样天天写着，如今已有
几百万字，诗歌近3000首，高质量的作品
也有1000首左右。

这短短的半年，孩子们几乎每晚诵
读、仿写、创作，新鲜丰富的语言滋养着
他们的大脑和心灵，激发着他们潜意识
里那源源不断的想象力，从而创作出如
此多灵动的童言妙语，辑录成《青青泥中
芽》这本诗集。每个孩子心里都种下了
爱的种子，他们爱生活，爱家人，爱自己，
更爱这个世界。

毋庸置疑，我也能感觉到孩子们文

字里的青涩、稚嫩，甚至稚嫩得真实而
又天马行空，稚嫩得有趣而又直言不
讳……但正是这种无所羁绊的心灵所
释放的灵性，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不必担心他们的文字千篇一律，
我不必担心他们的文字毫无生机，我不
必担心他们为文字抓耳挠腮……

你仔细欣赏他们的诗歌：右眼睛不
想打开，左眼睛又打不开，呼噜，呼噜，我
想睡一会；不管手机有多好玩，我始终不
想玩，好烦呀！好烦呀！我还想玩小猫；
过去也好，未来也好，现在永远是，最真
实的；哇——一层层，一缕缕，炊烟袅袅
上升。告诉人们：回家吃晚饭了；亲情,是
一碗香喷喷的粥，你饿了，它会让你从嘴
里甜到心里……

我是那么相信，只要你能想象到春
天里的那一抹新绿，抑或那一片花絮，你
便觉得文字里那纯纯的生长味儿及成长
的乐趣了。

我将永远守护孩子们的诗心，让他
们用美妙的诗篇，用细腻的拓展，用童真
的构想，为生命谱曲。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先锋路
诗琳通公主小学）

课 事

□梅洪建

教师认为差的课

就真的差吗

征 稿

【我见】 课堂教学改革带给您哪
些思考？您对课堂现状有哪些看法？
该栏目给您提供发表评论的平台。字
数：1500字左右。

【课事】 巧妙导入、激烈对抗、精
彩生成、意外失误……课堂上不断发
生着这些故事，而其中许多故事能反
映师生的课堂智慧，或者充满了教育
意义。字数：1500字左右。

【观课笔记】寻找一节课的亮点，
思考如何借鉴；发现一节课的问题，思
考怎样避免。透过课堂表面，挖掘更
深层次的意义。请您记录自己的观课
心得，分享自己的所见、所思、所得。
字数：1500字左右。

【好课实录】什么样的课是好课？
好课包含许多元素，比如：以学生为主体
的课，气氛活跃、内容扎实的课，突出学
科特点、深入学科内涵的课，等等。我们
在寻找好课，希望您用文字还原自己的
课堂原貌，将课后反思呈现在读者面
前。字数：3000字左右。

【课堂策】 课堂上您会运用哪些
策略、方法，写下来分享给其他老师
吧。字数：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72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

课堂改革六问
□潘 磊

守 护 诗 心

如何在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培
育学生的核心素养，这是不少教师比
较苦恼的问题。在我看来，数学课堂
中所体现的核心素养，应该是学生的
创造素养，即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创
造意识、创造精神。

复习课作为一种常见的课型，如
何上出新意，考验的是教师的教学水
平。现以我上的一堂数学复习课中的
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首先，我故意设置错题，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课上，我给学生出了下面
这道题：

【选择题】下列函数中是一次函数
的是( )

A. y=2/x
B. y=x2-2
C. y=kx=b
不少学生做完这道题后直呼“上

当了”，因为这道题其实是没有选项的
错题，这样的“刺激”一下子激发了学
生的好奇心。

随后，我给学生再次解释了一次
函数的定义，学生说出了y=2x或y=-
2x-3这样的正确答案，一次函数的概
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又得到了巩固。

其次，我让学生设计陷阱题，进行
挑战。学生因为刚刚创造了选择题的
答案而感受到数学的神奇，好奇心不
断增强。于是，在学生一次函数的最
近发展区，我让学生设计陷阱题，使他
们挑战的欲望不断加强。下面就是学
生设计的一道题：

【填空题】y=（m+1）x +2m-4。
当m＝（ ）时,这个函数是一次函数。

这道题一看上去好像填 1 或-1
都可以，但是当 m=-1 时，x 的系数将
为 0。这样的设计，体现出学生探索
的欲望，也让学生不敢对任何题目掉
以轻心。

为了让学生进一步巩固一次函数
的基础知识，而且不至于枯燥乏味，我
又让学生在坐标系中画出不同类型的
一次函数图像，同时利用一次函数求
解一些图形中阴影部分的面积……

荷兰著名数学家弗赖登塔尔曾
反复强调：数学学习唯一正确的方法
是实行“再创造”。他认为，传统的数
学教育传授的是现成数学，这是反教
学的。

其实，数学学习的再创造，是由学
生本人通过努力把要学的知识发现或
创造出来，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
学生进行这种再创造的工作，而不是
把现成的知识灌输给学生。教师应该
培养学生敢于挑战权威、勇于探索的
精神，不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好奇心
和求知欲，最终成长为“新知识的创造
者、新规律的发明者”。

我想，我上的这堂课的意义就在
这里。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

让学生学会
“再创造”

□符永平

课堂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