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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拿什么吸引学生课堂拿什么吸引学生

如果用心观察每个学生的课堂学
习状态，你就会发现：目不转睛、端坐
着盯黑板的，不一定是专心听讲的；一
手转着笔一边摇晃着身体的学生，不
一定就没听讲。而且不论是学优生还
是后进生，他们在听讲的时候偶尔习
惯做其他的“杂事儿”，如玩手、玩笔、
眼睛到处瞟、晃腿等，他们到底听进去
几分？这个因人而异。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专门研究“不
听讲”一族，发现原因众多：“已经学
会了，不愿意听老师反复讲”“内容确
实太深，超出我的接受能力”“晚上睡
眠不足，身体不大舒服”“被其他声音
扰乱”，等等。就课堂学习来说，要做
到“人人主动参与”“个个学有所获”
真非易事，因为影响学生听讲的因素
太多了，如何让他们在课堂上能真正
学习，我的感触有以下几点。

首先，课堂应有起伏波澜，要有留
白。为了不浪费每一分钟课堂时间，
许多教师精心策划课堂教学，不多说
一句话，不多做一个动作，甚至不多走
一步，学生如果没马上回答到点子上，

教师就迫不及待进行“点拨”了。教师
在课堂花样百出，变换不同的方式灌
输知识，恨不得每一分钟都让知识源
源不断地流进学生的脑袋。但是往往
事与愿违，学生的课堂听讲注意力是
有限的，比如低年级小学生的注意力
只有 10-20 分钟，再多花样的教学方
式也会让他们厌倦。如果把一节课分
为几段，允许学生看看窗外、独立思
考、听听趣事，或者干脆让他们闭上眼
睛趴在课桌上休息一分钟，这些课堂
插曲都会很有妙用。

其次，备课要充分，课堂要有“趣
点”，要值得回味，值得课后“咀嚼”。
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里，作者描述
一节历史公开课，讲课教师旁征博引、
引古论今，引人入胜，课后有人问他：

“你准备这节课用了不少时间吧？”教
师答道：“是的，准确地说，我一生都在
准备这节课，但是真正上这节课我只
用了 30 分钟。”许多教师明白备课要

“备教材、备学生”，但往往只是停留在
字面上，或者流于形式。比如“备教
材”，正如那位历史教师一样，需要游

刃有余的专业水平和素养；再如“备学
生”，学生的家庭背景、心理状态和以
前的学习历程等都需要了解，家访也
属于“备学生”的范畴。如果准备不充
分，那就只能主观臆断。只有充分了
解学生，才可能找到课堂上让学生感
兴趣的支撑点。

比如，以前我教英语单词 hungry
（饥饿）时，惯用的动作是“手捂肚子、
佝偻身子、表情痛苦”，学生很快反应

“饥饿”。但是今年在教这个单词时，
同样的方法，学生争相举手回答：胃
疼、肚子疼、腰疼、生病，没一个学生回
答“饥饿”，后来我问学生：“你们很饿
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饿？我们没那
种感觉，只有吃多了撑的感觉。”现在
绝大多数学生没有饿肚子的经历，当
然很难体会那种感觉。所以我转换了
思路，用PPT出示“早餐时五个孩子只
有三个馒头”，问学生：如果你是没吃
到馒头的孩子，现在会是什么感觉？
学生很快就明白是“饥饿”了。

再次，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
用学生的姿态教授。不同年龄的学

生有不同的接受方式，我在三年级
英 语 教 学 中 使 用 的 方 法 是“ 玩 英
语”，直接让学生用游戏的方式学英
语。这样有两点好处：一是体验式
学习。三年级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过
程是先有感性再慢慢有理性，比如
教“大象”这个单词，我让学生先看
PPT，然 后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表 现 大 象
的特点。学生的答案丰富多彩，有
学走路的，有演示长鼻子的，有学大
象叫的。二是人人参与。让学生的
口、眼、脑、手都动起来，跳一跳、跑
一跑、踢一踢，还让学生评价“谁的
表现最好”。试想，这样的学习方式
学生会不愿意参与吗？

认真研究学生课堂学习的“众生
相”，然后巧妙应对，你会发现那是一
件很有趣的事情，更是提升教学智慧
的迅捷之径。我虽年近五十，却对课
堂教学情有独钟。教室是我“最忘我”
的地方，“40分钟就到了？”我们师生经
常带着这样的疑问下课。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长阳土家族
自治县磨市镇黄荆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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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课笔记 □于晓冰

教师预设答案，学生顺着教师的思
路回答。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课堂上
尤其是公开课上较为常见，但学生真的
明白了吗？

前段时间，有教师试讲苏轼的《水调
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纠正完学生的读
音和断句之后，他就结合词前的小序出示
了这首词的写作背景。

这首词是公元 1076 年中秋，作者在
密州时所作。这一时期，苏轼因为与当
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
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

然后，教师说这首词“字字皆是泪，
句句不成欢”，让学生从词的上阕找出表
现词人悲苦的语句，并说说这些语句如
何表现词人的悲苦之情。学生积极踊跃
地回答问题，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没
有一个人敢提出质疑：“老师，我没有从

这些句子中读出悲苦来。”
苏轼的这首词所表现的情绪相当复

杂，确实有那么一丝悲苦情绪暗含其中，
但要让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读出来真的太
难了。而且，这首词的复杂情绪不仅仅
是悲苦二字可以涵盖的。但为什么学生
会如此配合教师所指定的结论来回答问
题呢？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第二天，我想找一找“字字皆是泪，
句句不成欢”这句评价究竟从何而来，
在网络上搜索并没有找到。向这名教
师询问才得知，原来这句话并无出处，
是他为了方便引导学生回答问题自己
杜撰的。

我明白了，学生的回答并不是真的
理解了，而是完全以教师的结论为结论，
回答问题完全是察言观色的结果，而不
是自己真正阅读思考的结果。

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当下学生太
缺乏“提出问题”这一重要能力了。

从小的方面说，北京中小学近年来
的考试不断强化对“提出问题”能力的考
查。以前的考试形式可能是阅读一篇文
章，给出几个问题，然后让学生回答。现
在则要求学生就所阅读的文章提出自己
的思考，并且说出为什么要这样思考，然
后尝试给予解答。这样的考查直戳传统
的以应试为目的的语文教学软肋。学生
在平时的阅读中，如果没有具体的思考，
就不知道如何作答。而真正的阅读，就
是要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尝试解
决问题。

从大的方面说，提出问题是一个优
秀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在以诺基
亚为代表的非智能手机一统天下的时
代，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要拨号

就必须有实体的按键。乔布斯却提出质
疑，是不是必须有实体的按键才能拨
号？由此，苹果公司开发了划时代的产
品——苹果手机，采用触摸的方式拨号。

真正喜欢阅读、深入思考、提出问题
的学生，会慢慢提升自己的语文素养。
这种素养会在考试中发挥相当大的作
用，也会在他们将来的学习、生活中起到
更大的作用。相反，那些只是沉醉于做
习题，妄想通过大量机械训练拿到好成
绩的学生，必然会在将来的考试中栽跟
头，在将来的工作中也会出现许多问题。

学会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
题，这是时代的要求，因为我们培养的不
是应声虫，不是提线木偶，而是有独立思
想的一代新人。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
验中学）

学贵有疑

课事 □李婷鸿老师，你可以不生气
在教学生涯中，我曾经遇到过一个

令人揪心不已的“三无”班级：课堂无纪
律，眼中无教师，心中无敬畏。走上这个
班的讲台就像走进一片荒无人烟的田
野，几乎每次上课我都要停下来发几次
脾气，才能跌跌撞撞地把课上完。

这个班的学生长期受到其他教师的
批评，我的批评自然也没什么作用。正
如班上一名学生随笔写的那样，“老师的
一声声斥责就像那扇被猛摔上的门，

‘嘭’的一声，似乎紧紧关上了，但是很快
就因为用力过猛而弹了回来”。

这名学生的随笔，如一记耳光打在
脸上，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生气有
用吗？答案是否定的。既然没用，我还
生哪门子气啊？”我继续问自己，是因为
忍不住？那是我修养不够；是因为我没
有更好的办法？那是我智慧不足。所以
面对顽劣的学生，我只能生气，这实在是
无奈之举。

有反思就有提高，又到了周五这个

班的课，那原本是一周里最煎熬的一节
课。学生一个个归心似箭，且刚从午睡
中醒来，似乎还昏昏欲睡。但是在这一
天，我却收获了一堂气氛融洽、生成自
然、学生反响热烈的好课。

那天上的是《云南的歌会》，一上课
我就介绍了作者沈从文的创作意图。
接着，我便抛出问题：“如果你是沈从
文，是什么细节吸引你写歌会的？”问题
甫一提出，班上调皮的小周马上就在下
面嚷嚷：“姑娘。”此时，班上一片哗然。
如果此时我怒发冲冠，相信这节课就完
蛋了。不过我尝试耐下性子，赞赏道：

“是啊，姑娘确实是吸引作者很重要的
部分，不过这歌会里不仅有姑娘，还有
大妈，还有老人家，还有大叔，还有萝
莉。”学生一听笑了，插话的也少了许
多。我想，与其怒喝还不如应和，学生
这下反倒无话可说了。接下来的阅读
环节，他们表现很好，可能是想去会会
里面的萝莉和大叔吧！

至于嚷嚷“姑娘”的小周，我自然会
让他好好来说说姑娘。他恰好读到了写
姑娘外貌的那个片段，而且语出惊人，

“这个人跟我是一国的，皮肤都黑！”又是
一阵笑声，这时我问学生：“你们觉得周
同学和沈从文笔下的姑娘有什么相似之
处？”学生的回答很精彩，从外在的肤色
说到内在的气质。此时也该是我“显摆”
的时候了，凭着对沈从文的了解，我知道
他笔下的姑娘大多是这样黑黑的，包括
翠翠，包括他的老婆张兆和，以此引导学
生关注作者的审美。

而这段生成并没有结束，此时一个
学 生 竟 然 画 出 了 少 数 民 族 姑 娘 的 形
象。虽然不是很美，可基本上画了个大
概。我感觉这是个很好的教学契机，反
倒没意识到她上课开小差的问题。我
马上把画作拿到讲台上，引导学生结合
课文的描写进行点评。接着我让学生
阅读课文后面沈从文对翠翠的描写，让
大家再根据这段文字作画，可是学生似

乎都很难下笔。这时，我顺势抛出问
题：“同样的作家，同样是写少数民族的
少女，为什么一个画得出，一个画不出
呢？”这个问题正好引出了本节课的一
个重点问题：描写人物的工笔手法和白
描手法之间的区别。

就这样，这堂课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结束了，没有人吵闹，没有人无事可
做，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阅读、真真切切
地思考、热热烈烈地讨论。课后我还沉
浸于愉悦的感受中，同时我也在思考，为
什么学生能在这堂课上静下来呢？我觉
得一个原因就是我忍住了自己的火气，
巧妙地回应了学生的无理取闹，积极引
导他们提出问题，课堂的和谐气氛没有
被我打破。所以说，老师啊，你能控制住
自己的脾气，或许就能主导好课堂。耐
心一点，其实处处都有教育教学的机会。

老师，你可以不生气。
（作者单位系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

验中学）

每节语文课前 5 分钟，我都会组织
学生进行趣味语文活动，让学生感受到
语文是有趣的、有用的。

一、玩标点。如我先出示“小杰认
识小明不认识”，让学生加上不同的标
点，表示不同的意思。学生思维积极，
说出了许多答案：“小杰认识小明不认
识？”“小杰认识，小明不认识。”“小杰认
识小明不？认识。”“小杰，认识小明不
认识？”“小杰认识小明？不认识。”“小
杰？认识。小明？不认识”……学生在
玩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标点的重要性。

二、讲故事。这里主要是指讲语文
故事。如一次讲了一个“方便”的故
事。吃饭时，一人说去方便一下，老外
不解，旁人告诉他，方便就是上厕所。
敬酒时，另一人对老外说，希望下次出
国时能给予方便，老外纳闷不敢问。酒
席上，电视台美女主持人提出，在她方
便的时候会安排老外做专访。老外愕
然：怎么能在你方便的时候？美女主持
人说：那在你方便时，我请你吃饭。老
外晕倒。学生听完笑晕了，也明白了词
语在不同语境中的意思不同。

三、辩一辩。一次上课，我问学生
怎么做美德少年。小明回答：“一个人
不偷、不骗，这样的品德就是美德。”小
华问：“如果我的好朋友遇到挫折，对生
活失去了信心，想寻短见。我得知此
事，溜进他的卧室，把刀偷出来避免了
悲剧发生，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美德
呢？”“这——”小明被问得哑口无言，我
和其他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四、猜一猜。如猜字谜，我出字谜
学生来猜；猜作者，我读一段文字，让学
生猜一猜作者是班上的谁；猜情节，我
给学生讲故事，讲到关键处常常戛然而
止，让学生猜猜下面的情节；猜同学，我
让学生读作文中的外貌描写，让其他学
生猜猜写的是班上的谁；猜词语，给学
生读文章时，觉得某个词语用得好，我
就不读，让学生猜猜作者会用什么词语
来表达。

五、对对子。如上节课学完了《将
相和》，第二节课始，我让学生写一写
赞美蔺相如的对联。我先写一联抛砖
引玉：“唇枪舌剑斗秦王，宽容大度让
廉颇。”在我的启发下，学生纷纷说出：

“针锋相对与秦王斗，宽容大度把廉颇
让”“秦王侵犯仗势欺人，相如迎战寸
步不让”“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视死如
归渑池之会”“寸步不让对付秦王，温
文尔雅说服门客”“心系国家利益，不
计个人得失”……

六、编一编。编诗歌，让学生在这
一过程中体会文字的魅力。编短信，每
逢节日，如教师节、母亲节、中秋节等，
让学生编短信发给老师、亲人、朋友。
编广告，“请勿践踏草坪”“禁止乱刻乱
画”等这种命令的口气让人讨厌。怎样
写才能让人容易接受？有学生说“小草
在睡觉，请你别打扰”，有学生说“手上
留情，脚下留青”……这样读起来朗朗
上口、印象深刻，而且很有人情味，使人
觉得花草树木就像孩子一样，需要我们
的爱护。

七、接一接。成语接龙、接背诗句
等。如一次上课铃声已响，学生还在教
室扔雪团，我先让学生分组接写雪的成
语：冰天雪地、雪上加霜、雪中送炭、阳
春白雪……然后让他们接写雪的诗句，
一组说上句，另一组说下句，“遥知不
是雪”“为有暗香来”；“孤舟蓑笠翁”“独
钓寒江雪”；“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
吴万里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最后我说一句与雪有关
的上联，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下联：“雪
中送炭”“锦上添花”；“轻飞似鹅毛”“漫
天如飘絮”……

课前 5 分钟的趣味活动，激发了学
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他们每天都盼着上
语文课。当然，这也要求教师平时要做
有心人，注重搜集整理材料、设计有趣
的语文活动，让每节语文课前 5 分钟都
散发出浓浓的语文味。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实
验小学）

课前5分钟
语文趣味浓

□吴民益

课堂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