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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2018年4月4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海上”诗歌阅读课

好课实录·特级好课堂②

特级档案
特级简介：冯璐，安徽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现任安

徽省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副校长，曾出版《呦呦鹿鸣——我的教育行思录》。

好课主张：坚信“语文即生活”，追求真实的“启智语文”教学。引导懵懂未知的学生开启美好

的语文生活，发现、点燃、激活他们潜在的智慧，促进其学习知识、操练技能、训练思维、丰富积累、

养成习惯，形成独特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达到内省与觉悟的过程。

执教内容：《大海睡了》 执教教师：安徽省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 冯璐

《大海睡了》是执教教师根据小学

语文统编教材一年级上册《项链》设计

的主题延伸课。这一主题以《项链》为

核心课，抓住海洋主题，拓展出诗歌阅

读、音乐律动、美术绘画、戏剧表达等

多节主题延伸课，变一节课的学习为

主题式学习。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师：同学们，还记得学第 11 课《项

链》的那天，我们一起在海边堆沙子、

捡贝壳、穿项链的情景吗？你们最难

忘的是什么？

生1：我最难忘的是贝壳。

师：什么样的贝壳呢？尽量说完整。

生1：我最难忘的是闪亮的贝壳。

师：还有吗？

生 2：我最难忘的是雪白雪白的

浪花。

师：你们还想去海边吗？

生（齐声）：想！

师：来，让我们手牵着手，一起赶

海去！（多媒体播放伴有海浪声的欢快

音乐，渗透戏剧表演的方式，学生离开

位子，跟随老师一起进入情境，用整个

身体感知、体验在海边玩耍的情景）

海风阵阵、浪花欢笑、贝壳闪亮、

海鸥飞翔，小朋友们的脚丫在柔软的

沙滩上印下了可爱的小花，多么美丽

而热闹啊！（用多媒体出示晚霞摄影作

品）可是，随着晚霞姑娘依依不舍地收

起她那绚丽的长裙回家，夜色降临

了。谁见过晚上的大海？给大家介绍

一下。

生3：晚上的大海是宁静的。

生4：晚上的大海是深蓝的。

师：你们的座位就是软软的沙滩，

快坐上去。今晚的大海是这样的，从

天上到海面，你们都看到了什么？（用

多媒体播放伴有海浪声的舒缓音乐，

出示本课插图，模拟在沙滩上欣赏夜

景的场面，自然导入诗歌情境）

生5：我看到了一闪一闪的星星。

生6：我看到了弯弯的月亮。

师：夜晚，大海睡了。（播放伴有海

浪声的轻音乐）她抱着明月，背着星

星，那轻轻地潮声啊，是她睡熟的鼾

声。夜晚的大海美吗？

生（齐声）：美！

师：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描

写大海夜景的诗歌——《大海睡了》。

（教师板书课题，学生朗读课题）

理念：《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以
下简称《标准》）把“喜欢阅读”放在（1-
2年级）阅读教学阶段目标的第一条。
因此，教学设计中精心设置了一个导
入过程：联系本次主题学习的核心课
《项链》，从学生已有经验入手，利用多
种媒体创设在海边玩耍、嬉戏的虚拟
场景，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以情境激
趣为学生兴趣盎然的思考、理解奠定
基础。

初读诗歌，感知文字

师：现在用你们自己喜欢的方式

读课文吧！读课文时，如果遇到不认

识的字，可以借助汉语拼音，或请教同

学和老师。

（学生自读课文，扫除障碍）

师：海边的贝壳里藏着许多字宝

宝，认识它们吗？谁来教老师？（多媒

体出示：“风儿”学生教读，教师故意读

成“fēng ēr”，学生纠错）

师：这一课中还有其他读作轻声

的词吗？请大家找一找。（多媒体出

示：“浪儿、抱着、背着、睡熟的鼾声”，

学生逐一“教”老师读……）

师：这些字宝宝都躲到课文中，你

们还能认识他们吗？请同桌互相读课

文，一个同学读，另一个同学当小老师

来评一评。

师：你想请谁读？可以请自己，也

可以请同学读。（学生当众读课文，其他

同学评，不做感情上的要求，只要学生

能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就及时肯定）

理念：当学生做好充分的情感准
备进入阅读情境之后，他们期待的是
尽快阅读文本。在教学设计中，当学
生产生读的兴趣时，教师及时放手让
学生充分地读，并提出读准字音的要
求，既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又体现
了识字和阅读的整合。

精读诗歌，培养语感

（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自读）

师：课文有几句话？

生（齐声）：两句话。

师：请选择你最喜欢的一句，美美

地读一读。

（学生朗读自己喜欢的部分，教师

创设情境，指导学生边朗读边感悟）

师：谁来读？（指名朗读，想读哪一

句就读哪一句）

（边玩边学，学习第一句：风儿不

闹了，浪儿不笑了，深夜里，大海睡

觉了）

师：我们来办个娃娃家，好吗？

生（齐声）：好！

师：男生扮演“风儿”，女生扮演

“浪儿”。

师：风儿，我问你们，白天你们大

呼小叫，可现在为何不闹了？

生1：因为我们的好朋友大海要睡

觉了。

师：你真关心好朋友。

生2：因为白天我们玩累了，所以

现在要睡觉了。

师：风儿们真懂事。那么，浪儿，

我问问你们现在不笑的理由？

生3：因为白天有风儿吹我们，我

们就像“站”了起来一样，现在风儿不

吹了，所以我们也安静了。

师：真会想象。

师：风儿不闹，浪儿不笑，我们可

以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它？

生4：安静。

生5：风平浪静。

师：大家看，这就是“风平浪静”。

（用多媒体出示表现“风平浪静”的摄

影作品，给予学生直观视觉刺激）

师：谁来读第一句？现在，我们的

教室就是风平浪静的大海，其他同学

趴在课桌上闭眼聆听，看看你有什么

感觉？

生6：我感觉好像妈妈买了许多许

多的糖。

师：看来，你梦到了甜蜜的味道。

师：大家一起读，我现在是大海

了，让我也来做个美梦吧！

（学生齐读第一句）

师：多么宁静，多么柔美啊！这个

梦是五彩斑斓的。其实，只要我们善

于观察生活、发挥想象，大家都能成为

小诗人，不信我们试试。前一段时间

合肥下了一场大雪，你们回忆一下自

己看到的、玩到的，接着我的话说：风

儿不刮了，雪儿不下了，雨过天晴……

生7：大地一片白茫茫。

师：多美啊！

生8：我们出去打雪仗。

师：这一定是你们最喜欢做的事。

师：我们把课文里的句子再反过

来说一说：风儿闹了，浪儿笑了，白天

里……

生9：大海醒了。

生10：船员们扬帆起航了。

师：看来你是热爱工作的孩子！

（逐层感悟，学习第二句：她抱着

明月，背着星星，那轻轻的潮声啊，是

她睡熟的鼾声）

师：谁来读第二句？大家注意听，

看看这里有没有想不明白的地方？（指

名朗读第二句）

生11：大海怎么会抱着明月，背着

星星？难道月亮和星星落到地上了？

师：这个问题围绕着两个字，读一

读这两个生字。（出示生字卡：抱、背，

读准字音）

师：我为你们摘来了明月，采来了

星星，谁想来抱抱明月，背背星星？（出

示月亮和星星的玩具，学生兴奋地上

讲台，通过演示理解“抱”“背”的意思）

师：在我们的生活中，怎样才能

抱，怎样才能背呢？

生12：要双手搂在怀里才能抱。

生13：要靠在背上才能背。

师：都得挨得那么近。那么，明月

在大海的怀里，星星在大海的背上，是

怎么回事呢？大家看看图，联系你平

时的生活想象一下这个情景，会不会

有什么发现？（出示图片，播放伴有海

浪声的轻音乐，营造想象的氛围）

生14：是不是星星和月亮的影子？

生15：月亮的光芒照在海面上。

师：你们想得都对。明月映在海

面上，就像是孩子躺在大海妈妈的怀

里，枕着大海妈妈的臂弯睡着了；星星

映在海面上，就像是孩子趴在大海妈

妈的背上睡着了。谁来读这两行？（多

媒体出示：她抱着明月，背着星星）

师：大海妈妈哄着孩子睡着了，她

自己也睡着了，听（放潮声），这是什么

声音？

生16：是鼾声。

师：她睡得多香啊，那潮声就像她

打呼噜的声音，谁来读？（多媒体出示：

那轻轻的潮声啊，是她睡熟的鼾声）

师：让我们朗读全文，再次欣赏这

美丽的景色……

理念：教学设计中将读好诗歌作
为教学重点，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
容，以情境引导学生绘声绘色地朗
读，把注意力集中到语感的培养上，
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生活
实践质疑—析疑—解疑，展开想象的
翅膀，自主感知，层层深入理解重点
词句，再通过反复朗读体会诗歌所描
绘的图像，在学生的脑海里就会逐步
明晰起来。

自读自唱，品味欣赏

师：大海要睡觉了，让我们也来唱

一首摇篮曲吧！（教师哼《摇篮曲》，学

生响应，晃动身体，哼着小曲，闭目想

象大海宁静的夜色）

师：我们把课文填进去，试一试。

大家可以看着书唱。

师：这一次唱歌咱们不看书了，边

唱边做动作，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理念：教学设计打破学科界限，让
音乐走进语文课堂，学生在唱歌的同
时积累语言，巧妙而自然地完成了背
诵积累这一环节。

自选方式，复习巩固

师：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给你

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生1：是风平浪静的大海。

生2：是唱大海睡了的歌曲。

师：你们今晚回去想做些什么？

生3：我想把晚上的大海画下来。

生4：我想把课文朗诵给家人听。

师：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完

成作业。

（教师描述主题学习的后续活动）

师：在后面的学习中，老师还将带

大家一起读《小海螺和大鲸鱼》的故

事，我们要用戏剧的方式进行表达。

你们还要自己搜集关于海洋的知识，

了解海洋的结构和生物，还要绘制百

米海洋画卷。

理念：教学设计针对学生的年龄、
兴趣、特长等因素，以激发学生的创造
力为目的，设计开放性实践任务，把学
生从封闭的语文教育系统中解放出
来，打通学科壁垒，呈现完整的世界。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观看课堂视频。

探索“启智语文”之妙
□冯 璐

与“语文”牵手的时间越长，我愈

发品味出其中的奥妙。在不断思考

后，我决定把所追求的语文教学定名

为“启智语文”。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我总

结出“启智语文”贵在坚持“三一三

多”，即一套原则多种模式，一本手册

多种策略，一种技术多样运用。

何为一套原则多种模式？“启智

语文”以学校的“启智教学”五大原则

作为教学准绳：适切的教学目标，充

分的自主学习体验和实践，巧妙的任

务驱动与情趣激发，恰当的方法指导

与策略实施，智慧的评价与引导。在

整个课程的语境下，我们研究师生角

色变化、教材内容拓展、教学流程

再造。

师生角色变化：教师是“启”者，

是探寻真理的同路人。学生是“觉”

者，是学习的主体，从朦胧到清晰，从

未知到积淀，从举一到反三，从模仿

到发现，每个阶段都需要学生亲身

体验。

教材内容拓展：以统编教材为

主，整合各学科的内容设计主题项

目式学习：如以语文为核心，整合

音乐、美术、科学等学科内容设计

主题式学习；又如以国学为核心，

整合音乐欣赏和鉴赏、科学百科、

历史人文等内容，运用游戏闯关、

情境穿越、数据统计等方式，吸引

学生参与综合实践；再如以陶艺为

核心，引入文学、历史、艺术、科学

等 学 科 内 容 ，传 递 给 学 生 完 整 的

STEAM 课程体系。

教学流程再造：我们希望通过建

构主义理论和发现教学法指导下的

“4+2 模式”及其变式，努力打造“前

移后续”的教学动态过程，让学生真

正成为学习的主角。

正所谓“教学有法，但教无定

法”，启智语文围绕其核心追求，以读

促悟、前呼后应、读写结合，在“兴致

未然处”“百思不解处”给予学生及时

的 帮 助 ，幻 化 成 五 彩 缤 纷 的 语 文

课堂。

何为一本手册多种策略？作为

一线教师如何将课标要求细分到不

同学期？通过怎样的训练实现目

标？面对这些问题，我带领工作室伙

伴，历经两年时间对2011版新课标进

行合理细化，编写了《小学语文学科

素养达标手册》，分为12个学期，从学

习习惯、识字写字、阅读、口语交际、

习作、综合实践六个方面细化标准。

细化后的标准既是教学的目标导向，

又是学习结果的评价标准。围绕达

标项目，我们一起研究了多种教学

策略。

备课策略：在“画知识树”活动

中，教师根据现行语文教材内容，绘

制了每册书横向每个单元的“整合训

练”知识树和纵向每个知识技能板块

的“垂直贯通”知识树。有了这样的

知识树，即便是新教师也能在脑海中

勾勒出清晰的学习蓝图。

评价策略：教师在低年级尝试开

展“无纸化情境测试”，改革评价方

式。围绕《小学语文学科素养达标手

册》的分段达标细则设计评价内容，

并转换成游戏形式，“考试”如同游戏

闯关，学生满怀期待参加“考试”，教

师则通过分析学生藏宝图上的宝石

颜 色 ，发 现 教 学 中 的 问 题 并 加 以

改进。

何为一种技术多样运用？面对

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新技术，我常常

在思考：信息技术环境下，语文教学

应该保留什么？整合什么？改变什

么？我和伙伴们充分挖掘“听、说、

读、写”与信息技术的最佳融合点开

展研究。

以前，我带给学生的是“拼图作

文”。在传统“看图作文”训练中，往

往是全班几十个学生一起看一幅或

几幅图，学生之间易受影响，创造性

思维受到限制，而“拼图作文”课的出

现，改善了这一状况。

我们针对训练内容，开发拼图资

源，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它们制作成系

统的资源库，学生发挥想象，独立自

主地从资源库中挑选内容，拼成一幅

幅个性化的图画，然后根据自己创设

的直观材料进行作文。

现在，我重点研究的是“音频识

字”。现行的教材学生通常要到二年

级结束才能识得1600字，容易造成在

早期阅读中只能阅读字数少、表述简

单的短文，与思维和语言发展水平难

以有效衔接。于是，我结合前期的教

学实践，开始尝试“音频识字法”，即

反复播放学生喜闻乐见的音频材料，

在充分记忆的基础上，通过学生指读

材料，形成音、形、义对应的认识，从

而轻松识字。

如今，重新开始教一年级，我在

自己的班级和年级全面推进，研究这

种方法的普适性。我借助网络平台

制作了一个节目“冯老师给你读经

典”，分段录制音频定期推送给学生，

学生每晚听着音频入睡，早读时间指

读材料。通过一个多月《三字经》《千

字文》的听记学习，学生的识字量提

高了不少。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是在读，

而是在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学生

的学习经历了一个以听觉支持的“整

体输入”“无意识记”为起点，以目视

指读的“自发模仿”为桥梁，最后通过

音、形、义的一一对应，实现“意义建

构”为终点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方

式，一年级学生在一年内不知不觉识

记汉字1500多个，还能大量背诵传统

经典。

总之，我希望“启智语文”真正能

够实现情意相合、知行统一，这样的

启智不单单为了学生完成当下的学

业，更是为了他们在未来能够发挥自

己的潜能，不断创新。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师范
附属小学）

说 课

吴忠豪
（上海师范大学小学语文教学研

究中心主任）

这节课的亮点是“兴趣、习

惯、朗读”。冯璐启发学生回忆

看海的情景，编曲填词哼唱等教

学环节，符合一年级学生的心理

特点。她在教学过程中还多次

引导学生把句子说完整，培养学

生勇于说话、敢于说话、规范说

话的习惯。“读”是学习语文的第

一步。课上，冯璐多次让学生多

读几遍，读通、读熟、读懂，培养

语感。建议冯璐继续深入挖掘

“启智语文”内涵，与信息技术融

合，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陈明杰
（安徽省合肥市教科院副院长）

冯璐提出的“启智语文”是

合肥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和重

大突破。冯璐的专业成长经历

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热爱与执

着”“学习与实践”“思考与研

究”。语文名师一定是热爱语文

教育，有着一颗仁爱之心，冯璐

正是以这样的热爱与执着，虔诚

而淡然地在语文教研的道路上

大步行走。她始终在一线教学，

始终充满激情地探索、质疑、反

思语文教学，继而反思语文课

程，为课堂改革和提升引入理论

源泉。

吴福雷
（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语

文教研员）

这节语文课正是冯璐站在

新高度展现一个语文人的教育

梦。精致的教学细节，扎实的

语言素养，课堂处处流淌着美、

智慧和底蕴，彰显“启智语文”

的魅力。

语文教学改革不仅要坐而

论道，更要起而立行。冯璐在强

大理想信念的支撑下，长期进行

刻苦实践。如今，她主张的“启

智语文”教学理论日渐成熟。

评 课

让语文
流淌美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