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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18年1月1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问题先行的写作课怎样上
执教内容：叙事写作 执教教师：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纪现梅

老纪原问课堂②

是上课，还是看风景？
□陈 秋

每周二下午第三节，是我的语文

课。我快步走进教室，准备带领学生学

习鲁迅《中国人失去自信心了吗》一文。

抬头望去，我发现好几个学生不时

朝窗外看。一时纳闷，我也不由转头朝

窗外望去。不曾想，一下子就被窗外的

美景迷住了：夕阳西下，彩霞满天，一树

红枫在落日的余晖中格外迷人……

我当时灵机一动，平时学生都怕

写作文，这不是很好的作文教学机会

吗？于是，我打破原定的教学计划，将

这节阅读教学课改为作文课。我问学

生：“这节课，我们是上课还是看风

景？”“看风景——”学生们不约而同地

齐声回答。于是，我收起课本，让学生

或走到窗前，或走出教室，自由欣赏窗

外的美景。落日、晚霞、红枫……大家

仿佛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没有走动

声，也没有说话声，甚至听不到彼此的

呼吸声，静静地沉浸在这夕阳西下的

美景中。

看完风景，学生们七嘴八舌表达个

人感受，他们精彩生动的描述和丰富大

胆的想象，深深震撼了我。下课铃声响

起，我布置了一个作业，让学生根据自己

看景的所见所感，写一篇随笔。

第二天上班，语文科代表就把学

生的作文交给了我。细细品读后，我

不禁感慨万千：真是难得的一次作文

训练，所有学生的作文都写出了自己

的真实体验，情真意切。就连班里最

不喜欢写作文的那个瘦瘦的男生，也

写了整整两页。

这段教学经历，解决了我心中困惑

已久的问题：为什么学生怕写作文？为

什么写作课堂如一潭死水，这难道不值

得每位语文教师深思吗？

掩卷而思，我得出了一点启示：除

了学生读得少、写得少这些因素外，生

活体验少、感悟少是造成中小学生写

作难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的

作文教学脱离了活生生的生活，使学

生的作文失去了应有的童趣和创造灵

性，作文“千人一面”“千口一声”也就

成为必然。

作文是情感的自然流淌，是心灵的

自由飞翔。古往今来的成功之作，无不

凝聚着作者丰富而独到的人生体验。“观

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没有

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和深刻独到的人生

体悟，要写出感人肺腑的力鼎之作是不

可能的。面对精彩纷呈的生活，我们要

善于引导学生去体验，去感知和理解，引

导学生从纷繁的生活中捕捉写作灵感，

在快乐的写作中思考生活的价值和人生

的意义。

这一堂课，看似耽误了一节课文

学习，却给了学生一次难得的生活体

验，让学生领略了夕阳西下的自然美，

感悟到了人生的美好，既为他们写好

作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培养了他

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情感，从而激

发了他们的写作欲望。

先做后写，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

中写作，这是中学生写作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泰安市泰山

学院附属中学）

1632 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出版《大教

学论》，为班级授课制提供了理论依据。班级

授课制使“一个先生可以同时教几百个学生”

成为可能，可谓顺应了当时的学习要求。可时

代发展到今天，由于学生学习基础的差异、学

习年龄的差异、学习科目的差异、学习文化的

差异，我们应构建新的多元的学习方式，积极

进行课堂教学改革。

多元学习方式应是多种多样的，如接受式

学习、自主式学习、合作式学习、探究式学习、

体验式学习等。如今，翻转课堂、MOOC风暴

和微课程的兴起，让我们体验到大数据时代多

元学习方式的作用和影响。

那么，如何帮助学生建构适应自身发展的

学习方式？教师要在充分了解学情、尊重学生

个体差异的基础上，遵循“适合选择、适时合

作、适度翻转”的原则，积极投身课改。

适合选择——分层走班学习方式。针对学生

不同的个性特征、心理倾向、知识基础与接受能

力，部分学科实施分层次教学，学生选择适合自身

的层次课程走班学习。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评价都是多元的，目的是

促进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

适时合作——小组合作学习方式。一方

面，根据学习型组织建设理论，将所有学生按

成绩、性别、组织能力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均衡分班分组。班级学生按照组别集中而

坐，便于互助帮扶、合作学习。另一方面，学习

评价不光看个体，还看小组。教师要运用组织

手段促进学生相互学习、相互竞赛、相互补充，

让学生自己把握学习的过程。这样，每个学生

在课堂上都是民主的、平等的、合作的，也是有

任务、有义务、有使命的。

小组合作学习是新学习时代的一种学习

方式，能够创新课堂文化，调动学生自觉参与

知识建构过程，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相

互交流与合作。同时，教师在小组合作学习方

式中要使用多元化评价方式，不仅要关注学习

效果，更要关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不仅要

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要注重合作学习过

程中人文精神的表现；不仅要关注学生个人学

习行为，更要注重对小组集体进步的评价。只

有使用综合、多元小组评价，才能真正发挥小

组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才能使小组合作学习

方式走向成熟、可操作。

适度翻转——微课程学习方式。微课程

学习方式包括“自主学习任务单”、配套学习

资源、课堂教学方式创新等三部分，是一个有

关学生多元学习方式的微课程设计、开发、实

施、评价的翻转课堂学习模式。在课外，学生

根据“自主学习任务单”的指导，借助教师在

网络学习平台中提供的配套学习资源进行个

别化的自主学习，自主完成“任务单”中的任

务，并针对疑难提出问题，通过学习平台反馈

给教师。在课内，师生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

合作探究、内化新知、解决疑难、体验展示，完

成了一个先学后教的翻转过程。

“自主学习任务单”一般包括学习指南、学

习任务、困惑和建议三部分。

在“配套学习资源”模块，学生依然是学习

的主体，他们借助网络学习平台观看教师提供

的“微视频”等学习资源完成自主学习任务。

前两个阶段都在课外进行，到了课内教学阶

段，师生开始答疑解惑，深化拓展过程。学生在

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完成内化知识和拓展能力

过程，成为能够自主学习的一员。

总之，多元学习探索是在第三次教育革命

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学习内容已不再是简单

的传统知识结构，而是多元的适合学生个性发

展的立体课程体系；学习方式也将趋向在线学

习、游戏化学习、泛在学习与传统课堂有机结

合的多元方式。

未来，智慧校园、网络课堂、移动学习等多

元化的交互式学习平台，将成为师生新的学习

环境。在大数据时代和新一轮课改的浪潮中，

快速反应、正确行动才能有所收获。我们要共

同努力，让“课程”成为多元学习的基础，让“自

主”成为多元学习的常态，让“信息化”成为多

元学习的新亮点。

（作者单位系东北师范大学南湖实验学校）

构建多元化新课堂
新课堂是学堂。课堂不再是教师

展示才华的舞台，而是学生摸爬滚打的

练兵场。新课堂是展堂。在展示时，既

演绎精彩，又袒露困惑；既摆事实，又讲

道理；既说服他人，又反思自己。新课堂

是辩堂。在质疑中辨明，在探究中辨别，

在交流中辨析。思考之门打开之刻，深

度学习发生之时，学生既学到知识，又感

到成功的幸福。

（河北省承德市教育局副局长 肖俊泉）

明晰角色 走向未来
面向未来的新课堂，教学关系更

加趋向开放融合，以学生学习为中心，

以适合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多元课程为

内容，以指导学生深度学习和高阶思

维发展为主要任务，教学方式更加灵

活，以主题项目引领的合作探究式学

习将成为常态。课堂会从教室扩散到

网络，课堂形态会线上线下交互进行；

会从有边界的教室向无边界延伸。

（甘肃省酒泉市教研室教研员 潘建军）

课事

让“多元学习”成为常态
□刘学兵

课堂策

寄语2018

师：首先，让我们通过填空，一起回顾一下

上节课的内容。

生：当我们阅读一个故事时，有四个问题

是必须要问的：一是内容，写的是什么？二是

目的，为什么要写？三是方法，怎么写的？四

是联系，为什么要读？

师：嗯，说得真好，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啊？（事情做得好，一定是有原因的，通过问题

引导孩子把原因说出来，可以让其他孩子

学习）

生：因为上节课我把您讲的内容都写在本

上了。

师：嗯，看来上课做笔记是一个很好的学

习方法。好，我们继续。当我们读别人的文章

时，要弄懂这些问题。那么，当我们自己写文

章时，在写之前也要想清楚这些问题。下面，

大家看这个填空。现在你来填空，你要写什么

故事，至少要填三个内容。

（其实，这个过程就像是百度搜索一样，大

脑需要对许多事情进行辨析、判断，从而完成

选择，所有被选中的，肯定都是有理由的。这

个理由常常是这个题材对于孩子的价值所在）

填空。（至少填三个）

•我要写 的故事。

•老纪的答案：

•我要写 1. 虎子咬我妈妈手 的故事。

2. 小时种花

3. 掉冰窟窿

生：第一个要写的是我小时候往一个人家

扔石子的故事，第二个是小时候我踩到草坪的

故事，第三个是我小时候捉迷藏的故事。

师：很好，这些都是好玩的故事。一、二、

三说得很清楚，这就叫说话有条理。

（语文的学习，就是在学习语言的表达。

所以，教师的点评一定是在表达的点评上，而

不是在内容的点评上）

师：下面给大家一点时间，像我这样把刚

才选的三个故事写在本上。刚才虽然我填写

了三件事，但我最终选择写虎子咬我妈妈手的

故事，因为我对这件事记得最清楚，也感受最

深。现在，请进行你的选择，注意一定要想清

楚理由。（许多时候，孩子的学习就是模仿。所

以，教师先做个样子）

终极选择

•我填了（ ）个故事，分别是

•我最终选择了

•因为

•老纪的选择：

•我填了（ 3 ）个故事，分别是：虎子咬我妈妈手、

小时种花、掉冰窟窿

•我最终选择了：我家的小狗

•因为：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也感受最深

生：我填了三个故事，分别是偷吃巧克力、

放风筝和游泳。我最终选择了偷吃巧克力，因

为对这件事印象最深。

师：内容条理，口齿清楚，说得非常棒。

生：我填了四个故事：分别是养多肉植

物、养小狗、采摘和买平衡车的故事。我最

终选择了养小狗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我经历

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现在还在养，我的感受

也最深刻。

师：我觉得你说的最棒的是最后一点。

一是养的时间特别长，而且现在还在养，二

是你对这件事印象最深刻。这就是我们在写

作文时一个选择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往

往会去选择那些印象最深刻、最感动你、最

熟悉的事情去写。你的选择非常棒。（教师

的每一个点评，都应该是从某一个具体的孩

子出发，然后引导所有的孩子朝着这个方向

努力）

师：接下来，请针对你所选择的故事进行

提问，以我写的为例。看后，大家思考一下，你

觉得哪些问题是写什么都需要提的？

请针对你选择的故事进行提问。

•我要写 虎子咬我妈妈手 的故事。

•1. 虎子是谁？

•2. 它为什么要咬妈妈的手？

•3. 它怎么咬的？

•4. 它咬了之后的结果怎样？

•5.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

•6. 我打算怎么写？

生：我觉得是5和6。

师：为什么？

生：因为不管写什么故事，都要想怎么写，

为什么写。

师：非常棒。现在，每个同学针对自己选

择的故事进行提问，能提几个提几个，直到你

觉得把所有问题都提完了，写在本上。这个思

考的过程不要着急。

师：好，我看许多同学都写完了，现在我们

交流一下，看看你都提了哪些问题。

生：我要写种蚕豆的故事。第一个问题是

我为什么要种蚕豆？第二个问题是我要怎么

写种蚕豆？第三个问题是结果怎么样？第四

个问题是我怎么种蚕豆的？

师：你觉得“我为什么要种蚕豆”和“我为

什么写种蚕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样吗？

生：不一样，第一个答案是老师布置了作

业让我们种蚕豆然后观察，第二个答案是我想

跟别人分享一下种蚕豆的收获。

师：看来这个问题你确实想得很清楚，我

们继续分享。

生：我要写的故事是，我的同学把学校的

芭蕉树弄坏了。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写

这个故事？第二个问题是我打算怎么写？第

三个问题是我的同学是谁？第四个问题是为

什么他要拔这棵芭蕉树？第五个问题是他当

时拔树的心情是怎样的？

师：嗯 ，

很好。其实我也

很好奇 ，他拔这

棵芭蕉树时有没有被

批评？有什么后果？

其实，任何一件事或者任何一个故

事，都会有它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的以及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补充上这个问题，可能会

更完整一些。

……

师：通过刚才的提问，我发现每个同学都

能把自己的思维打开，然后进入故事。接下

来，大家开始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有一个建

议，就是把你打算怎么写放在最后回答，这样

思路就比较清晰了。现在开始，我会把时间留

长一点，因为思考是一件慢的事情。

……

师：好，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完成，现在我们

分享一下大家思考的结果。

生：我要写种花生的故事。第一个问题是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答：因为种花生很有

趣。第二个问题是我打算怎么写？答：我想按

照种花生的过程写：第一步是挖一个小坑，第

二步是放几个花生在小坑里，第三步是把小坑

盖上土，第四步是浇水。第三个问题是在哪里

种花生？答：在菜地里种。

师：你说得最棒的是，怎么种花生。每一

步都说得特别清晰。说明你想得特别清楚，把

它写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

师：猜一下，你觉得接下来要做什么？为

什么？

生：把故事写出来。

师：聪明。老纪呢，首先把她的故事写出

来了，现在我们一起读一下，看看老纪写的故

事对你写故事有什么启示？

虎 子

虎子是老家的一条狗。

虎子和儿子同岁，都是 2000 年出生，但儿

子又最怕狗，即使是那些小巧玲珑的小哈巴

狗，他也会吓得大呼小叫躲到我的背后。所

以，儿子对虎子的亲近也只是远远地扔一些东

西……

后来，虎子闯祸了。

那天，母亲切肉，随手把切下来的肉皮摊

在手心向虎子走去。

“来，虎子，吃肉。”母亲说。

虎子一口咬下去，鲜红的血咕嘟一下冒出

来。原来，它把母亲的手掌咬透了气！

“哎哟！”母亲一声惨叫，脸一下疼得煞白，

顺势蹲在了地上，嘴唇直打哆嗦！

“畜生，竟然咬自己的主人！”我顺手拿过

房檐下的一把铁锹，向虎子拍去。它悲鸣一

声，钻进了父亲给它垒的那个简陋的狗窝。

顾不上再跟它算账，我气急败坏地叫来救

护车，陪母亲去了医院……母亲的手伤三个多

月才好，但手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一到阴雨

天就会疼，一疼母亲就丝丝拉拉抽凉气。

我恨透了虎子，就让父亲把它拍死，最起

码卖掉。父亲却说，它又不是故意的，母亲也

不同意。我无语。

虎子在咬伤母亲之后的第五天，拒绝走出

狗窝，拒绝吃东西。爸妈把这理解为虎子在惩

罚自己，我却认为它怕出来挨揍。

从此，我开始讨厌它，每次回老家，都会大

声地呵斥，虎子看我的眼神总是怯怯的。

现在，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每每想起

它那怯怯的眼神，都不由黯然神伤。虎子，你

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生：老纪写的故事给了我一个启示，就是，

我觉得老纪很怀念虎子。

师：你读懂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一点。换

句话说，我们写故事时，要把为什么写蕴含在

自己的文字表述中。

生：首先我觉得老纪的这篇故事给我感触

很深，特别是最后一段，我看后比较感动。

师：那你觉得为什么老纪的故事能达到这

种效果呢？

生：因为老纪能写出这个故事的核心，而

且能写出人物的心情，还有一些语言和动作。

师：你总结的非常棒。也就是说要把一个

故事写好，必须把感情表达出来，也就是有一

系列心情的描写。同时，要有语言描写、动作

描写。其实，每一个故事都是这个样子。现

在，用5分钟时间写出你的故事的开头。

生：从我出生以来经过的事，就像漫天的

繁星一样，可让我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把自己

反锁在屋里。你想知道这个故事吗？且听我

娓娓道来吧。

师：非常好。因为他说“你想知道这个故事

吗？且听我娓娓道来吧”，用了设置悬念法，容

易吸引读者读下去，这是非常棒的写作技巧。

……

师：好了，现在时间差不多了。让我们总

结一下，这一节课你学到了什么。（这个环节可

以让孩子自己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一个小

结。同时，在小结的过程中，对其他孩子也是

一个提示）

生：我觉得要写一个故事，第一步先确定

主题，在想到的这些主题里选一个最好的题

目，第二步提出问题，第三步解决上面提出的

问题，第四步构思一下怎么把这篇文章写好。

师：嗯。第一步就是想想你要写什么，至

少想 3-4个内容，第二步

从你写的内容中选一个

你最想写的，第三步根据

你这个最想写的内容进

行充分提问，第四步回答

你提出的问题，第五步把

故事写完。

师：好了，今天的课就

上到这里。作业很简单，

就是把故事写完，下课。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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