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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语录 孙和保 辑

重新定位教材

解决课改问题的主体
究竟是谁？

（五）

□本期主持 孙和保

绘本教学的“三重课像”
□胡亨康

教学观察

课堂新论·李升勇

有幸聆听福州教育研究院何捷的
《读绘本故事——“六说”快乐》示范课。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的示范课，但有时候，
一节课与一百节课没有本质区别，我相
信文如其人、课如其人。他的课，语朴情
纯，聊家常式的话语风格，使孩子们如释
重负、兴奋不已。于是，我从“说，然后
写”的角度把这节课分成了三重“课像”。

第一重：显像——说，然后写

“说，然后写”是这节课的目标，也是
课的显像。

为什么说是“显像”呢？因为这是
大多数“听众”所关注、聚焦的。“说，然
后写”，就是先说后写、由说到写，或说、
写转换，最终达成孩子说话、写话的教
学目标。

这节绘本教学的“六说”包括：自由
说、模仿说、仿创说、创意说、加强说、
超加强说。如果把“六说”进行整合，
严格上只有“三说”。模仿说与仿创说
可归成一类，因为“模仿”与“仿创”有
交叉重叠。模仿是“仿”多“创”少；仿
创是“仿”少“创”多。加强说与超加强
说都属于创意说的范围，是创意说的加
强版，可以“合三为一”。这样归类就
可以看出：这节课除了由易到难的说话

梯度外，训练的重心是落在“创意说”
上，因为“创意说”占“六说”中的“三
说”，可谓半壁江山。

从课堂时间分配和实施情况看，自
由说、模仿说、仿创说是创意说的准备和
热身。从课始的“自由说”，即将“快乐”
一词换个说法开始，就渗透着“发现”与

“不一样”的创意理念。当学生说出了高
兴、喜悦等与“快乐”不一样的词汇时，

“创意说”的背后彰显着孩子求异、个性、
“另类”的思维。

写作是什么？有限的文字，无限的
组合。怎么组合？用“思想”把它串起
来。写作训练“练”什么？就是练思
维。写，放在课后，即使看不到，但可以
想象到。课堂上说得好的学生，课后相
对也写得好。正如有专家所说：“善于
口语表示情意的，往往善于用文字去表
示情意。”

第二重：隐像——不说，然后也写

“隐像”是相对于“显像”说，指的是
课堂上不说或少说的学生，课后也会写。

从教学目标看，这是不被看好的。
因为这是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群体，
因保持“沉默”容易受忽略，但却真实存
在着。

课堂是对话的文化。对话、展开、
碰撞、生成继而推动教学走向纵深。能
说、会说的学生自然成为课堂上最活跃
的主体,也往往被关注。而那些在课堂
上不怎么说或根本不说的学生，就成了
课堂的“客体”，通常会遭冷遇、被排斥、
边缘化。

营造、调动、全盘激活……往往是名
师擅长的。奇怪的是，对那些沉默寡言
或“不言不语”的孩子，何捷似乎不太在
意，能说则说、不说则罢、一样安抚、一切
都在和风细雨中。乍看之下，似乎有悖
教育要“面向全体”的理念。然而，这恰
是他教育的“圆通道”，尊重个性、依从天
性、顺势而为。

说与写是表达的两翼，二者的区别
是：说，是口头表达，面对的是现场听众；
写，是书面表达，面对的是隐性读者。说
与写各自独立又相互联通。能说会写，
比翼齐飞，自然最好。但“敏与行（写）而
讷于言”的也大有人在。

为了实现课堂效益的最大化，何捷
除了把写放在课后节省时间外，再一个
策略就是“一人说，众人听；一部分人说，
集体分享”。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只要有思考，就会有内部语言。内部语
言说出来，就是口语，写下来，就是书面

语。因此，“搁置”但不边缘，冷静但不冷
落，“放牧”但不放逐。况且，倾听、思考
暗合着教育之智。

不说，然后照样也写，是这节课的
“隐像”。

第三重：逆像——“说”与“不说”，都
不写

所谓“逆像”，指的是课堂上不管说
与不说的孩子，课后都不写。从写作的
角度看，他们是出逃、叛逆的“一族”。所
以，我称之为“逆像”。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也不管教师说
回家把今天说的写下来，这叫积累，也是
作业，仍然有一部分学生回家该干什么
还是干什么，就是不写。

虽然“‘说’的经验向‘写’迁移，能解
除他们对写作的神秘感和畏惧心理，再
由‘写话’导入写作，可以架起从口头表
达向书面表达的桥梁”。但是，“宣之于
口”与“书之于纸”还是有距离的。“说话
是从思想到语言”“写作是从思想到文
字”，提笔忘字是常有的事。

课堂是特殊的“语境”，所谓“情动而
辞发”，“辞发”往往是发在“情动”的课堂

“语境”中。学生回家后因没有“语境”和
氛围，缺少写作的冲动和欲望。再者，课
堂上说过的话，回家之后未必记得牢，暂
时遗忘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连深谙写作之道的何捷教
的孩子都不写、不想写，又该怎么办呢？
这不是他的失败，也不一定是教育的失
败，而恰是教育的留白，教育允许不懂、
不会、不写，留白更显张力。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连江县兴海学校）

创造性从哪里来？我认为是从好奇
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中产生。它们
不是“知识”，而超越“知识”。好奇心是
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
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
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挑战已有的
知识，永远去寻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语文教师要为学生做好四件事：为学
生提供图书，读书的兴趣是读出来的；提
供交流平台，形成读书氛围；引导学生读
自己喜欢读的书；指导学生读书的方法。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吴忠豪）

教法再重要，也只是“末”技，教师的
“学问”，才是教学的“本”道。舍本逐末、
重技轻道，是得不偿失的。君子务本，学
问是教学之本。没学问便没有教学的资
本、资格，教法也无从谈起。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潘新和）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更不是
对付某一天的课。读书，应当出自内
心 的 需 要 和 对 知 识 的 渴 求 。 只 有 读
书，才能一手抓教学，一手抓学养，中
间由学生串联。这样，你才有底气站
在讲台上。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窦桂梅）

教育创新要形成“科学”的认识，对教
育创新是什么、有无必要形成正确认知；
要用“民主”来节制和约束任性的权力，不
让某些有权者以创新的名义“绑架”教育。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褚宏启）

在习作教学中，不同文体的习作并
不是以“教完一类再教另一类”这样简单
叠加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以螺旋递进的
方式展开。在具体教育教学中，教师不
妨根据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结合教材的
编排体例作具体分析。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教师进修学
校语文教研员 张晨瑛）

如果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成为孩
子最喜欢的地方，学校也就成了孩子真
正的乐园，上学也就变成了一件开心的
事、一件值得盼望的事，教育教学中遇
到的许多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浙江省杭州市建新小学校长 闫学）

课堂的精彩不是所谓的“笑声不
断、掌声不断”的“戏剧性”效果。在
充满生长律动的课堂上，学习气氛不
一定热烈，但要在思索中前行；不是
言说别人的思想，而是能表达自己的
心声。
（江苏省无锡市南湖小学校长 武凤霞）

走进课改学校，教师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是：我们有许多问题、困惑，请专家
帮我们解决。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
题：用新模式上课，时间不够用怎么办？
学生在小组讨论时开小差怎么办？大班
额如何有效分组……对于这些课改实践
中遇到的方法、技术层面的问题，许多教
师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专家。如何
看待这一现象？在课改实践中，解决问
题的主体究竟是谁？应该如何看待专家
的作用？

让“解决问题”发生在教师身上
我们常说“让学习发生在学生身

上”。同理，解决课堂教学改革中的问
题，应该发生在教师身上。

等，相当于“等”。曾听过一段相声，
逗哏一上场便隆重介绍台上演员，捧哏
以为介绍完逗哏就该介绍自己了，便很
骄傲地听着，结果却被逗哏一个“等”字
代替了。教师对于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
题也是这样。我们每天面对的问题很
多，如果不发挥自己身处教学一线的优
势，探索适合自己的方法，只靠等专家来
解决，一定会像那位捧哏一样，沦为被省
略的“等”。

做“解决问题”的主人。教师课堂教
学中出现的问题有共性的方面，但对于
每位教师来说，几乎每个问题都具有其
特殊性，每位教师都是这些问题的唯一
主人。我们常教育学生“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对于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教
师也应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专家只是众多资源中的一种。教师
“解决问题”有许多资源可以利用，比如
有指向性的阅读、有计划性的教研、有针
对性的实践、有实效性的反思等。专家
是“诊疗器”，他们对问题做出诊断，提出
解决方案；专家是“催化剂”，他们对好的
做法进行理论提升；专家是“助推器”，他
们为教师提供理论支撑和动力。专家的
作用不容忽视，但他们的作用都是通过
教师来凸显的，这也是让“解决问题”发
生在教师身上的可行性。

（山东省平原县教师进修学校 袁建国）

解决课改问题的主体是教师
首先，一个班级里学生的学情、班

情，教师最了解。在有限的时间里，专家
不可能全面了解并精准分析论证。譬如
班风怎么样、学生学习品质如何、学生之
间有多大差距等。所以，解决课改问题
的主体是教师。

其次，如今的教育，地区与地区间有
差异；同一区域，学校与学校间有差异；
同一学校，班级与班级间有差异；即使同
一个班级的学生，其学习差异也很大。
面对这样的实际，如果教师自己不深入
思考，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一股脑
儿照搬专家的指导，抑或拿别人成功的
教学模式，终归会死路一条。所以，解
决课改问题的主体是教师。

再次，在教学智慧、语言风格、行为
方式上，教师之间也有差异，譬如同样
的课题、同一所学校的教师，课堂教学
效果也会截然不同。因为这涉及教学
目标、教学流程、教学语言、教学手段、
教学风格等。所以，解决课改问题的主
体是教师。
（江苏省宜兴市实验中学教科室 郑发健）

信而不偏
专家是在某个领域研究得比较深入

和 透 彻 的 人 ，注 重 的 是“ 专 ”而 不 是
“广”。在课改实践过程中，师生遇到的
问题是复杂的，甚至一个问题牵涉学校
多方面工作。如采用新模式上课，时间
不够用怎么办？这就涉及学生管理、时
间管理、课程设计等，教师不应该简单地
将问题抛给专家，这种范围大、涉及面广
的问题，专家给出的意见或者建议也许
是“蜻蜓点水”。

但专家的“专”，为学校的课改提供
了理论上的依据，没有理论的支撑，学校
课改会“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有了专
家的指导，教师做的过程中再不断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新思路……进而找
到符合实际需要的课改之路。遇到问题
教师要勇于尝试自己的设想，善于在错
误中寻找机会，泥沙淘尽显真金。

（福建省漳州市浦南镇谢坑小学 黄淑梅）

一提到教材，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教科书，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在“教教
材”与“用教材教”的问题上争论。要
厘清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是要知道什么
是教材。在网络上搜索“教材”一词，
提供的答案是“根据教学大纲和实际需
要，为师生教学应用而编选的材料。主
要有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等”。这
样的解释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首先，教
材 应 该 是 教 与 学 的 材 料 ，不 是 专 指

“教”的材料，笼统地说成教材容易让
人产生误解，重“教材”轻“学材”；其
次，“根据教学大纲和实际需要，为师
生教学应用而编选的材料”，这样的教
材观有局限性。

为什么会有教师把教科书等同于
教材，偏离“用教材教”的本质？这就需
要从课堂教学的源头说起。随着大工
业革命的兴起，社会需要大批有知识、
懂技术的劳动者，传统的教学方式无法
满足这样的需要。所以，就产生了学校
教育，随之也就有了“教什么”和“用什
么教”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教的材料
应该由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编写，但那个
时代很少有教师具备编写的能力，学校
也不具备为学生印制的条件。至于“学
什么”，应该是教师提出目标和问题，学
生 围 绕 目 标 和 问 题 在 生 活 中 寻 找 材
料。但那时学生生活中接触的报刊、图
书有限，更没有电视、网络。为方便学
生的“学”和教师的“教”，人们发明了

“教科书”。教科书的出现是那个时代
必然的选择，但不能说明教科书就等于
教材的全部。

从本质上讲，教材和学材是完全不
同的两个概念，两者之间有交叉。但是，
学习的材料远远大于教师教的材料。

教材即生活，教与学的材料既包括
学生的生活，也包括当下社会的所有生
活，还包括古人的生活。文本资料是记
录的载体，是凝固的现实生活，是人类
智慧的结晶。借助文本资料，我们可以

跨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交流。
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生成数据也是

教与学的材料。在对新生事物的认知
上，学生的接受能力强于教师。在一
篇文章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能从网上
搜到数十条乃至上百条相关资料：作
者的生平简介、名师授课视频、动画故
事、朗读音频、读者对文章的赏析等。
学生把这些资源上传到公共空间，同
学之间相互访问交流，这些数据毋庸
置疑就是教材。

除了上述的资源数据可以作为教
材，生成性数据也是教材。每个学生的
家庭背景、生活阅历、知识积淀不同，看
问题的角度也有差异，对同一篇文章会
有不同的理解和感悟，学生将自己的阅
读感受发到班级公共网络平台，大家共
同分享，从中可以获得启发。所以，这
样的生成性数据也是教材。

教师的知识积淀和文化素养，也是
教材的一部分。有人说，一千个读者就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教师
就有一千种教学角度。一个热爱生命、
对生活有着细腻、丰富情感的教师，与
一个悲观厌世、生活乏味、缺乏情趣的
教师，对教学 、学生理解程度必然不
同。所以，教师的知识积淀和文化素养
不同，对文本的解读就不同，同样的教
学材料，不同的教师达成的教学效果也
不一样。

同时，师生的阅历也是教材的重要
组成部分。没有现实生活做基础，单纯
依靠语言文字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是
很困难的。假设让五年级学生阅读下
面这段文字，结果会怎样？“寒风不停
地刮着，树梢不时地发出凄厉的尖叫，
大风扬起的沙尘打在窗户上沙沙作响，
昏暗的灯光把人的影子投在窗子上不
停地来回晃动，他走过去，把右手的食
指放在嘴里舔了舔，然后在窗子上轻轻
地戳了一个洞，把脸贴在窗子上，闭上
一只眼睛不停地往里面观望”。如果学

生没有见过纸糊的窗户，就很难理解
“沙沙作响”“食指放在嘴里舔了舔”
“戳了一个洞”等词语。没有词句的理
解，培养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就无从谈
起。因此，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教师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不断丰
富生活阅历，才能突破“教教材”的禁
锢，把生活、数据、素养融入课堂，实现

“用教材教”。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乐陵市实验小学）

教
师
经
常
误
以
为
，一
个
学
生
说
对
了
就
等
于
全
班
都
会
了
。

王
柱
华/

绘

漫
画
课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