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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课笔记

课事

听了台湾教师李玉贵的课，印象最
深的就是她课堂上的“慢”。

镜头一：课堂上，面对一些词句的品
悟与理解，李玉贵几次让全体学生起立，
每个人都要静静地思考问题，直到有了
自己的想法再坐下。

镜头二：一个孩子在回答问题时遇
到了一些困难，表达得不够清楚，旁边
的孩子马上举手。李玉贵没有让举手
的孩子发言，而是对全班同学说：“别
人发言时要认真倾听，等他讲完你们再
补充。”

镜头三：李玉贵让一个孩子回答问
题，孩子一时说不出来，显得非常着急。
李玉贵说：“你很努力地在想，你走在思

考的路上。这是最令人感动的小朋友！”
直到那个孩子说完，李玉贵脸上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

镜头四：小组学习交流时，李玉贵
提出，说话之前小伙伴之间需要面对
面，而且面带微笑，眼睛看着对方，然后
才能彼此对话。

……
类似的细节，在李玉贵一节 40 分钟

的课堂上不胜枚举。与我们追求效率的
课堂不同，李玉贵的课堂似乎一下就

“慢”了下来，慢下来等孩子思考，慢下来
等孩子发言，慢下来等孩子把话说完、把
话听完……

有的时候，课堂的节奏简直让台下

的 听 课 教 师 感 到 着 急 。 可 就 是 这 一
“慢”，留给了孩子真正思考的时间；也是
这一“慢”，留给了全体学生交流、分享的
机会，而不只是公开课上永远活跃的三
分之一孩子。

李玉贵就是以这样一种“慢”节奏
的课堂教学，引领孩子们静下心来读
书、思考、讨论、交流……就像是两千多
年前，一位智者带着一群学生，或临水
而思，或席地而坐，各抒己见，侃侃而
谈。这样的课堂，师生关系发生了根本
转变，教师是导演，孩子才是真正的主
角，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有足够的
空间展示。也许在这样的课堂，我们看
不到小手林立的壮观，听不到小脸通红

的争论，却仿佛看到了思维的火花，听
到了花开的声音……

正如李玉贵在课后交流时反复强调
的，课堂就应该是“放孩子去干活”。其
实不仅仅是在课堂，从教材解读到教学
环节设计，再到课堂实践，每个环节教师
都要抱有“放孩子去干活”的理念，心里
装着孩子，眼里看到孩子，留给孩子充足
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全心全意为孩子的
学习服务，让学习实实在在地发生。这
其实与我们新课程的理念不谋而合，只
是对比之下，我们在实践中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
第二实验小学）

我踏着铃声步入教室，耳边却传来
抽泣的声音。环视四周，我发现学生张
晗、张静在抹泪，问及原因，两人只哭不
答，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

为了不影响课堂进度，我先让其他
学生练习演讲《学会合作》一文，然后
悄悄来到两人旁边了解详情。原来，学
校需要统计学生家长的姓名和电话号
码，张静却把张晗父亲的名字直接喊了
出来，引起其他学生起哄，结果两人闹
起了别扭。

此情此景，让我联想到这节课的学
习任务——练习演讲。当时头脑即闪现
出一个念头：何不来个“现场直播”？稍
作构思，我便放弃了事先准备的课堂内
容，直接围绕“姓名”演讲起来。

“同学们，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姓名’
的话题。在座的每个同学都有姓名，我
们身边的每个人也都有姓名，姓名是一
个符号，是一个人的代号。姓名就是用
来叫的，不要因为别人知道自己或长辈
的名字而恼怒、伤心甚至哭泣，相反应该
高兴才对，知道的人越多说明知名度越
高。试想，国家领袖、科学家、明星，他们
的名字有多少人叫起？俗话说‘人过留

名，雁过留声’，能让自己的名字万古流
芳是多少人所向往的事情。为了出名，
有些人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使出了多
少心计。只不过名声有好有坏，有的人
名垂千史，有的人遗臭万年。因此，好的
名声不怕别人知道。”

说到这里，我顿了顿，瞥了一眼张晗
和张静，发现她们已停止了哭泣，抬起了
头，情绪显然稳定了许多。之前拿别人
名字开涮的学生赵振，一扫原先佯装的
沮丧（这是调皮孩子一贯的表现，怕批评
而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反而理直
气壮起来。

不过，接着我话锋一转，旁敲侧击
起来。

“虽说名字是用来叫的，但也不可
随意呼唤，更不能拿别人的名字开玩
笑，或者不怀好意地嘲笑、侮辱、伤害，
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姓名的权利，这是
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玷污别人的姓名
是违法的，是犯罪行为，如果严重的话
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况且，我们是孔
孟之乡、礼仪之邦，崇尚文明、尊老敬贤
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肆意地直呼长辈姓
名是不礼貌的行为，有损个人形象，损

人不利己。”
听了我的这番演讲，赵振的脸涨得

通红，头又慢慢地低下，而那两名女生
的脸上少了之前的难过。看来我的目
的达到了，恶作剧者受到了教育，受伤
害者得到了安慰，同时我的演讲也给学
生做了一个示范。接着，我以“我的演
讲到此结束”戛然而止，教室里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

之后的课堂就顺理成章了。学生对
演讲的技巧有了切身的感受，他们争先
恐后地用轻重缓急的语速、抑扬顿挫的
语调，配合着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将

《学会合作》演绎得有声有色、有条有
理。看到学生这节课上的精彩表现，我
的内心满是欣慰。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莘县古城镇前
湾堤小学）

1. 反问法。学生提问后，反问其他
学生，激发思考的欲望。

2. 讨论法。“这个问题有一定难度，
我们分组讨论一下。”发扬集体的智慧，
提升小组的凝聚力。

3.追问法。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继
续追问，促进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
与发展。

4. 暗示法。“回答得很好，你还有别
的想法吗？”继续发问，提升思维的热度，
培育思维的灵性。

5. 补充法。“刚才 3 个小组进行了分
享，思考的方式各有特点，大家是否还有
补充？”进一步促进思维的发散。

6. 评价法。小组汇报完毕后，让其
他小组给予量化打分，并说明打分的理
由，以此提升思维的严谨性，提高评价的
能力，强化公平意识。

7.将错就错法。对于学生发言中的
错误，教师先装糊涂不评价，让学生自己

发现问题，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8.质疑法。“他说的理由充分吗？哪

位同学有想法，说一下你的思考。”培养
学生善于思考、深度思维的习惯。

9. 举例法。“请举出几个实例，证
明他刚才的说法。”进一步激活思维的
空间。

10. 向“邻居”请教法。每个人有不
同的想法，不同的优势，不同的基础，同
桌交换一下意见，能相互促进、相互学
习、共同提高。

11.破绽法。教师故意犯错误，引起
学生的质疑，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
生的自信心。

12. 特殊法。“这类问题大多用这个
方法就能解决，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吗？”
培养学生认识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
系，防止思维的单一性。

13. 反证法。“这个问题从正面难以
说清楚错误的理由，我们不妨从反面证

明它是错误的，请大家再讨论。”注重思
维的双向思考。

14.拓展法。“我只想到一种方法，谁
还能想到其他方法？”努力打开学生思维
的空间。

15. 辩论法。“这两个小组的想法都
有各自的理由，我们让双方辩论一下吧，
其他组的同学可以做裁判。”

16.表达法。“请互相讨论一下，怎样
表达更严谨、更准确、更有说服力。”提升
小组合作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

17. 理论法。“请运用你所学过的原
理，解释这一现象或结论。”提高运用理
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8. 一题多解法。“这道题除了这种
解题方法外，应该还有其他方法，我们再
进一步探索。”先让学生独立思考，然后
小组对话交流，最后组织小组分享。

19. 辨析法。“前面两名同学的回答
不同，你认为谁的观点正确，为什么？”用
以提升辨析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

20. 联想法。“这个概念与以前哪个
概念有相似之处？相似点在哪？不同点
在哪？”

21. 提问法。“下面是针对这节课内
容的提问时间，请提出问题，大家一起解
决。”如果确实有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
教师才予以帮助。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求教法。“这个问题谁能帮我解
决？”这样可以促进师生相互学习，改善
师生关系。

23.出主意法。“请大家出出主意，如
何使这些知识充分发挥作用，让每一名同

学受益。”以此激发学生思考的主动性。
24. 比较法。“这次考试有两篇优秀

作文，大家比较一下他们的写作特点，能
给我们哪些启发？”学会欣赏，提倡向身
边的优秀者学习。

25.鼓励法。“同学们的思维很敏锐，
这些问题提得很好，请继续对提出的问
题进行深入讨论，让我们的思维撞击出
火花。”

26. 询问法。“有同学提出了一个特
别有意思的问题，请大家看看是否有答
案。”激发探究兴趣，催生思维能力。

27.比赛法。“本学期开始，我们开展
小组之间合作讨论的友谊比赛，并进行
量化评分，每节课结束会表彰两个优秀
小组。”激发团队精神，培养积极主动参
与的意识，实现在团队中成长。

28. 抽签法。“我们设计了 4 个问题
链，请 8 个小组的代表上台抽签，每个
问题链将会被两个小组抽到，先独立
思考，然后集体攻关，最后进行小组间
分享。”

29.抛球法。教师将问题抛给学生，
让问题生出问题，激发学生讨论的热情，
让讨论不断碰撞出灵感的火花。

30. 团队法。合作讨论尽量只对团
队评价，不对个人评价。减少全班讨论，
注重小组讨论，推动全班优秀课堂成果
的分享。展示小组成果时，小组成员都
上讲台展示。关注每一个个体的成长，
实现一个也不能少的教育。

有趣、有效的课堂讨论是好课的重
要标准之一，也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探讨。

（作者系北京实验学校校长）

如何上好语文常态课
□吕 静

语文教师往往有一个困惑：所听的
展示课、观摩课精彩纷呈，令人叹为观
止，可是在自己的课堂上实施起来为何
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其实，常态课与展示课、观摩课有许
多不同，展示课、观摩课是对教学理念高
瞻远瞩式的引领，往往不是一人一时所
准备，常常是专家团队的精心打造，是集
体智慧的结晶，是多次磨砺后的升华。
我们平常的语文课如果按照观摩课的标
准上，一味地追求“高大上”，即使心有余
也是力不足。我认为，与其东施效颦，不
如朴实自然地做好自己，形成自己的课
堂教学风格，上好常态课才是提高教学
效率的根本所在。

那么，什么样的课堂才算语文常态
好课呢？

语文常态好课应有师生间的默契。
默契的基础是师生之间彼此了解，了解
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课堂上的磨合。教
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地
给学生暗示，让他们从教师的表情、眼
神、肢体语言中明白课堂指令。当然，默
契是双向的，教师也应从学生的表情、眼
神中明白他们的思维状态和课堂学习出
现的问题。这样，师生间“心有灵犀”、密
切配合，便可以打造“此时无声胜有声”
的课堂效果。

语文常态好课应是教法与学法的熟
练运用。课堂上常用的教法、学法师生
都应熟练，每节课的时间是固定的、有限
的，教师教法熟练，学生学法得当，无形
中就增加了课堂容量，大大提高了课堂
学习的效率。

语文常态好课应是知识的有序积
累。知识的积累具有连贯性，对于朝夕
相处的学生，教师应对他们知识积累的
程度做到心中有数。语文课堂上教师应
关注新旧知识之间的关联，做到温故而
知新；应合理地挖掘、恰当地使用文本，
有计划地在课堂上呈现，提升学生的语
文素养。

语文常态好课应关注良好学习习惯
的养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终身受
益，可学习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学生的学习习惯需要在课堂教学的
影响下逐步形成。语文教师要在每一节
课上引导学生专注倾听、深入思考、积极
表达……日久天长，学生自然会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

语文常态好课应有扎实的训练。训
练有素方能灵活运用，语文课上应让读
书声、讨论声响起来，让学生的思维活起
来，通过听说读写综合训练，让读书更流
利、书写更端正、理解更深入、表达更准
确，让知识在训练中巩固，让能力在训练
中提升。

语文常态好课应摒弃无效、低效环
节。去低效，促高效，让每一个环节都
紧扣学习目标；摒弃冗长的导入，舍去
频繁的“声光电”，甩开无用的拓展，让
课堂的每一分钟为学生真正的成长而
存在。

另外，课堂上教师特长的展示、偶尔
的小幽默、课堂突发问题的机智处理，都
可以使语文常态课出现精彩的生成，给
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实现教书育
人的目的。

总之，语文常态好课有正常的节奏，
不赶不争，不紧不慢；语文常态好课有正
常的温度，不急不躁，不温不火；语文常
态好课有正常的追求，在实践中创新，眼
望高处，脚踏实地。语文常态好课只有
一个中心，那就是学生。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民权县老颜集中学）

一次即兴演讲
□李新军

让课堂“慢”下来
□蒯 威

推动课堂讨论的30种方法

课堂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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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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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稿

课堂讨论是激活学生思维、丰富学生想象、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
学习的重要方式。能否有趣、有效地组织课堂讨论，是判断一堂课是否真正
体现学生主体地位，是否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创新精神的重要标志之一。

课堂讨论应坚持 4项基本原则：一是目的性原则。课堂讨论应该围
绕教学目标进行，研究教学目标，研究学生的真问题；二是主体性原则。
课堂讨论的真正主体是学生，教师要学会营造环境、精准服务；三是激励
性原则。课堂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激活每一个学生的思维，调动每一个学
生主动探究、发表见解的积极性；四是敏锐性原则。教师要敏锐地抓住课
堂上生成的问题，推动思维的灵活迁移，促进课堂讨论进一步深入。

那么，推动课堂讨论有哪些方法呢？

□曾军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