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效的语文课
堂教学一直是教师追求的

理想状态，而教学效果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教师采取怎样的专业

表达与学生进行互动。所谓专业表
达，就是教师通过口头、体态和书面
等方式，将其内部语言转化为学生
能够接受、理解和内化的知识和
能力。那么，课堂上教师如何

才能做到专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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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事

反思是课堂改进的阶梯 □杨文军

观课笔记

我是课堂最大的

受益者
□岳嘉沁

课堂策

不给课堂“贴标签”
□刘向权

语文专业表达力的提升策略语文专业表达力的提升策略
□王红梅

前不久，我校教师张亚明的一堂
展示课——“轴对称图形”获得许多听
课教师的好评。

课始，张亚明通过课件先为学生
呈现了和谐、庄重的天安门正面图，然
后和学生依次欣赏了“脸谱”“剪纸”

“湖面倒影”等图形的对称美。此时，
学生已对生活中的轴对称图形有了直
观的认识，也感受到祖国历史文化的
悠久、灿烂。

在张亚明的引导下，学生很快发
现，生活中还有许多图案，如“枫叶”

“囍字”“蝴蝶”等都具有类似的对称
性。为了帮助学生了解轴对称图形
的概念和特征，并顺利指出其对称
轴，张亚明以蝴蝶图案为例，采取动
态演示方法，让学生目睹了“一个平
面图形沿着一条直线折叠，直线两
旁的部分能够完全重合”的生动过
程，舞动的蝴蝶彰显了轴对称图形
的灵动之美，也让课堂平添了许多
乐趣。

此 时 ，张 亚 明 顺 势 出 示 了“ 蜻
蜓”“雪花”“太极图”等图片，让学生
判断它们是否为轴对称图形，并指
出轴对称图形的所有对称轴。当教
师问道“为什么太极图不是轴对称
图形 ”时 ，学生们陷入了沉思。随
后，一个男生不仅帮其他同学认清
了轴对称图形的“真面目”，还提出
了“旋转对称图形”这个目前尚未涉
及的数学概念。

仅从生活中的图形这一层面让学
生认识轴对称图形，课堂无疑会有一
些单薄。如何引导学生用数学思维，
从中外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揭开轴对称
图形的“神秘面纱”，是张亚明努力追
求的又一课堂目标。他先出示了等腰
三角形、正方形、圆等平面图形，鼓励
学生指出这些图形的所有对称轴，然
后让他们观察阿拉伯数字、大写英文
字母，看看哪些是轴对称图形，各有几
条对称轴。在讨论阿拉伯数字“8”时，
一名女生经独立思考后大胆提出了质

疑：“说‘8’有两条对称轴，我觉得不够
妥当，因为它的上半部分比下半部分
略微小一点儿……”这个女生严谨求
实的科学态度，获得了听课教师的一
阵掌声。

为了进一步凸显中国元素的魅
力，张亚明出人意料地在屏幕上打出

“张亚明”三个黑体字，其中的“亚”字
正是轴对称图形。顺着这一思路，一
些孩子猛然发现，原来自己的名字里
也蕴含着和谐的对称美。为了打消另
外一部分孩子的“失落感”，张亚明话
锋一转：“无论你的名字里有没有轴对
称图形，名字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标
志都是独一无二的。”此时，不少听课
教师为张亚明的教学机智连连点头。

在动手操作环节，张亚明让学生
拿出课前准备好的纸张、剪刀和墨水，
鼓励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制作一个
轴对称图形。几分钟时间，孩子们或
剪或撕或滴或吹，不乏创意的“松树”

“面具”“机器人”等精美图案贴满了黑

板一隅。
课堂临近结束时，张亚明别出心

裁地将此前出示的蝴蝶、蜻蜓、枫叶、
雪花图案整齐地投放在大屏幕上，恰
好构成了一幅“四季美景图”。然后，
他缓缓地说道：“春有蝴蝶秋有叶，夏
有蜻蜓冬有雪。寒来暑往，四季交替，
每个人的青春竟是那么短暂，希望同
学们都能做一个珍惜时间的人。”此
刻，课堂上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课后，几位教研员对这堂课进行
了点评。有教研员说，这堂课的最大
看点，不是教师使用了哪种手段和方
法突破了教学重点、难点，而是在传授
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同时，教师始终不
忘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
引导。教师自然、巧妙地将丰富的德
育元素融入数学课堂，却几乎看不出
给课堂贴“德育标签”的痕迹，这才是
课堂的成功之处。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利辛县利辛
中学淝河路校区）

教育学者叶澜曾提出这样的观点：
一个教师写 30 年教案不一定有效果，但
坚持写 3 年教学反思一定能成为优秀教
师。我不敢奢望优秀，但是我认为，进行
教学反思对个人的成长确实非常有效。

课改要不断进行理性反思、纠偏，在
传承、创新中重新定位，课改走到今天，
一定要提升课堂教学的高度和难度。

于 是 ，前 段 时 间 在 讲 课 改 示 范 课
《小石潭记》第二课时，我提高了课堂目
标难度，把文言文写景的方法及理解作
者的情感作为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把学
习课文借景抒情的写法、提高学生欣赏
品位和审美情趣作为学习重点、难点。
从整节课的教学反馈看，基本目标是达
到了，但美中不足的是重点、难点的突
破还不够到位。

上课之前，学生齐背课文《小石潭
记》。课堂的第一个环节是“读书分享”，
我随机抽取了一名学生，让他讲讲昨天
读了什么书、读到了什么、有什么感悟，
时间大约是两分钟。这个环节是我的教
学常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学生读书的

监督，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
第二个环节是“回顾旧知”，通过背

一背、译一译、写一写，让学生对上节课
的知识进行巩固，更主要的是为本节课
的学习奠定基础。背诵和翻译采取主动
回答的形式，一组一作答，根据学生的平
时表现和现场表达进行打分，以此培养
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组长往
往会把表现机会让给组内的学困生，因
为如果回答对了，将会给本组争得更多
荣誉。但课后有听课教师反馈，我未能
注意到个别学生背诵时存在的读音问
题，以致没有及时更正。

在这个环节上，我和学生临时做了
一个游戏。我给第一组布置任务时，或
许是由于课堂上有听课教师，学生显得
有些紧张，没有听懂我的要求。于是我
让第二组试着作答，一看第二组也有点
紧张，我立刻说：“同学们，聚焦到我这
里，跟着我一起做——吸气，呼气，再吸
气，再呼气，再面对面击掌 3 次。”通过这
一游戏，孩子们才逐渐放松，慢慢地进入
了学习状态。

在本环节，还有给重点字词注音和
解释，这部分内容要求学生课前完成，组
长在课上批阅订正。我发现，有几个组
长念自己的答案时，让同组组员跟着订
正，这个做法很好，节省了许多时间。通
过评课反馈，有教师建议，如果把这个环
节放到“背一背”前面更好，主要是学生
能再一次熟悉词语，背诵的时候会注意
这些字词的读音。

第三个环节是要求学生用小标题
的形式梳理作者浏览的顺序。有了上
节课的基础，学生很容易就把答案说了
出来。不过，课前预设这个环节主要是
想让学生从不同角度表达，可是课堂时
间有点紧，我只能无奈地把这个环节压
缩一部分，失去了一次对学生思维发散
的训练。

接下来就进入本节课的重点学习部
分——引导讨论完成目标环节。学生根
据导学案设置的问题，开始小组讨论，时
间是 10 分钟。在小组讨论时，我重点关
注的是第六组，因为这组组长的组织能
力相对于其他组长有点差距。我同时也

发现，有 3 个组的学生很聪明，把问题首
先在组内进行分配，然后共同整理，用时
较短且讨论结果很完整。

进入展示环节，每个组都分工明确，
根据展示任务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展讲，
我对重点内容进行板书，整堂课下来学
习内容在黑板上一览无余。另外，我时
刻提醒其他学生关注展讲者，学会倾听，
之后要进行补充和质疑。

虽然这一环节较为顺利，但在评课
反馈中我了解到，其实在展讲时有学生
举手想补充或质疑，可是我没有注意到，
没有给学生充分的表达机会，今后在教
学中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此外，评课时有教师谈道：“有些问
题学生讨论难以完成时，还需要教师引
导甚至精讲。”这也让我明白，有时学生
如果讨论不出答案，教师就必须适时引
导、讲解，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相关
知识。

这节课不算成功，但我想，它给我留
下的深刻反思会让我一直前进。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商都县第三中学）

在语言表达和教学内容讲解时，宜
清晰、准确、精彩，要化难为简，根据学生
的认知水平，将艰深难懂的语言转变为
学生容易理解的语言。同时，根据学生
的反应作适度强调、重复，能及时发现并
用巧妙的方式纠正学生的错误。千万注
意：首先要次数恰当。强调、重复是课堂
上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生字、词、句
所采取的方式，应与教师习惯性的重复
区别开来；其次要内容恰当。比如生字、
生词、文本重点内容各部分要适当，不可
杂乱无章；再次是方式恰当。可以是教
师直接强调、重复，也可以让学生反复朗
读、背诵、默写相关内容。

在借助课本、其他文本资源讲解时，
宜选择内容恰当、能很好地达成教学目
标的文本，巧妙地引导学生在所选内容
之间建立正确的联系。千万注意：讲解
方式和内容一定要恰当，要能帮助学生
理解文本内容、学会某种分析方法、体验
某种思想感情、领悟某种写作技巧……

在利用板书、多媒体讲解时，板书内
容或多媒体资料宜帮助学生提升认知，
帮助学生建构相关知识，厘清文本脉络、
纲要、结构。千万注意：第一，板书关键
词。教师通过板书关键词，让学生水到
渠成地建立起文本的脉络、结构等，引导
学生不断思考，使学生逐步理解文本、体
验情感。第二，教师利用多媒体时，一定
要能引导学生思考，而不是为了形式而
用多媒体。

在利用体态语言讲解时，宜借助手
势、表情、身体姿态等表达相关内容。千
万注意：第一，手势应恰当，比如用双手
比拟“团结友爱是一家”的状态；第二，借
助物体加上手势、身体的姿态，恰当比拟

某种场景；第三，利用丰富的表情帮助学
生理解某个字、词、场景等。

教师指导学生朗读、写字时，方式方
法宜多种多样。朗读方面，如分角色朗
读、分组朗读、全班朗读等。写字方面，
启发学生自主认识字的偏旁结构，让学
生自主发现并纠正错别字，恰当引导学
生与相似字进行区别、比较，让学生学会
记忆一些文字的方法。千万注意：朗读
和写字要有目的性，如通过细读文本要
很好地理解难点、突出重点，帮助学生体
验或分析出课文的思想感情等。

教师指导学生细读文本时，宜让学
生将所思所想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
千万注意：教师只做恰当的启发，而不是
代替学生表达；教师应耐心听学生完整
的表达，及时恰当予以点评，既让被点评
的学生享受成功的喜悦，又让其他学生
学会方式、技巧。

教师指导学生分析评鉴、归纳总结
时，宜用问题、比较等方式指导学生。千
万注意：引导学生分析、鉴赏的方法要恰

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领学
生自主完成归纳总结活动。当学生难以
完成这一活动时，教师要巧妙启发，帮助
学生打开新的思路。

教师想利用文本提升学生的审美水
平，宜根据文本中的某一段落，用有感情
朗读、分角色朗读、反复默读等方式，引
导学生想象并描述美的场景、美的情感、
美的品质、美的人物形象等。千万注意：
要通过体验文本中人物的心理，让学生
感知人物的境界。教师要使用恰当的方
法，使学生不仅有身临其境之感，与文本
产生共鸣，而且思想情感要能够得到净
化、升华。

重视人文熏陶，教师宜抓住契机，培
养学生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理
解、欣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意识。千万注意：教师的
方法要恰当，过程要自然，情感要真实，这
样才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文靖东
路小学）

课堂实践领域有一种方法叫分享
式教学法，运用这种方法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自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下面
就来听听我的故事吧。

思维能力

通过分享式教学，我培养了自己
的思维能力。因为在给别人讲题时，
我必须用一种简洁明了的方法完成讲
解，而这种方法就是我脑海中思维模
式的一个雏形，这样就锻炼了我的思
维能力。在平常做题过程中，它让我
有了把复杂问题整合为简单思路的能
力，让我对数学等学科产生了强烈的
好奇心。

自信心

分享式教学对我最明显的益处就
是自信心的提升。在我刻苦钻研、努
力探究终于解答了难题时，心里会有
一种不可比拟的成就感。在小组分享
时，我把某道题讲给同学听后，会产生
一种自豪感。在展示环节，我有点怯
场地讲完某道题后大舒一口气，随后
出现的阵阵掌声让我内心澎湃。在这
样一种环境和氛围下，我的自信心油
然而生。

综合能力

展示往往要面对全班同学，久
而久之，我的临场发挥能力得到极
大提升。记得第一次上台讲题时，
我内心十分害怕，但看到老师鼓励
的眼神和同学们期待的眼神，我鼓
起勇气讲了下去。有了第一次的体
验，往后就逐渐不胆怯了。此后，即
使是我独立上台展示，几乎再也没
有怯场的恐惧感了。这是我综合能
力提升的一个方面。

说到综合能力，还有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团队协作能力，有时我们两个
人是一个团队，有时四个人为一个团
队，当然，我们整个班也是一个团
队。在这些不同的团队中，我们需要
根据各自的特点独立思考、明确分
工、发挥长处、团结合作。借用老师
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学习方式就是
今后进入单位、社团的行为方式。在
不同的团队中，我们不仅要借人所长
补己之短，还要学会包容别人、认同
别人、尊重别人。

自觉性

分享式教学，即让学生分享的一
种教学模式，这种分享不仅仅限于课
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在没有
老师监督的时候，同学们到底有没有
认真学习，有没有完成规定的任务？
若是以前，老师一走出教室，同学们肯
定会做其他闲事。但在分享式教学中
则不然，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同学
都是“小老师”，课堂上的学习内容毕
竟有限，有些我之前没认真完成的作
业或没搞懂的问题，我会赶快独立做
完或请教其他“小老师”，我可不想落
后于别人。久而久之，我们的自觉性
就提高了。

人格品质

说到这个，我真是感慨万千。每
次别人上台展示分享时，我往往不会
认真听讲。而我展示时却对别人要求
非常严格，甚至有时对别人指指点点，
这就仿佛是一种“台上君子，台下小
人”的风格。

每次我在台上“批评”别人时，老
师就会“戏谑”地说：“你在下面也是不
认真听讲的。”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

“自己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的
道理。每次我在台上与别人争得不可
开交时，老师就对我说：“要想想其他
人的感受。”在我好高骛远时，老师会
意味深长地告诉我：“房子是修了第一
层才能修第二层的。”总之，老师教会
了我许多许多，而这“许多许多”都是
在分享式教学中体验到的，是老师和
分享式教学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

分享式教学，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

小学学生）

学生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