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树泉（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李红丽老师

的这堂课充满激情与热度，可以用一个字来点评——活。

课堂气氛活跃。可以看到，整堂课学生参与度很高，学习热情

被充分调动起来，每个人都在享受朗诵，积极参与探究，乐于分享。

教学策略鲜活。教学设计的“四诵”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由

感性认知到理性分析再到感情升华，严谨而有创意；教学过程重生

本资源的开发，课堂活动形式多样，及时捕捉教学契机，鲜活不落

窠臼。

评价机制灵活。这节课有学生自评、生生互评、师评生、生评

师，灵活多样。课堂上对学生的及时评价与反馈，充分体现一位教

师的教育教学智慧。学生的大脑需要点燃，需要在畅所欲言中相

互激活思维。李红丽老师敏锐地捕捉到学生的闪光点，用充满肯

定而又不失真诚的语言与学生对话，点燃了大脑。对学生们的评

价，没有雷同与敷衍，既机智灵活又温暖有力量，让我们看到了每

一个学生在课堂上的粲然盛放。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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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心灵的透彻明亮
□黄 勇

课 事

晚上10点，夜幕低垂。

“黄老师，不得了了，我儿子突然

情绪非常不好……”

我一下蒙了，忙问：“怎么了？为什

么？”

“他失恋了，追求 3 年的女孩子忽

然不理他了，说是嫌他胖……”

“有这事？”怪异，又符合青春期的

现象。

“现在，他已经完全不听我的了，

今天一天都在体育场跑步。”

“他可是我们班最难弄的角色。”

我心里想，曾经公然向我提出允许他

谈恋爱，当然被我严词拒绝，后来勉强

同意他目送女孩上学、放学。

“这样，你先稳住他。明天上午我

找他谈谈。”

说实话，能谈出什么结果，我真是

没把握。他的经历和能言善辩非一般

学生能比，尤其是细心和固执……

第 二 天 一 早 ，我 联 系 了 他 们 班

的班主任，提醒要注意他的动态，并

进 一 步 告 知 其 他 任 课 教 师 不 要 招

惹他。

第一节是语文课，我该怎么办？

置之不理，显然不妥，是推卸责任；假

如要理，从何理起？会不会“引爆”他？

语文课上，我该如何拯救他？如

何唤醒他迷茫的心灵？如何让大家心

安？今天评讲周末作业试卷，如何面

对那敏感而犀利的眼神，他的洞察力

可是非一般小孩能比的。

当我踏进九年级（3）班教室的那

刻起，我灵机一动……

“同学们，今天的语文课，我们先

评讲作文《xxx，我想对你说》。请大家

思考，在你的眼里，‘你’是指谁？谁让

你刻骨铭心？”

“名著，我的最爱，我就喜欢读书。”

“钓鱼，我最喜欢的课余爱好，我

对周末充满期待。”

“妈妈，在我的心里，妈妈最伟大。”

“不错的定位和思考，亲情是永恒

的话题，老师也非常喜欢这样的选

择。那如何才能更好地表现这样的主

题，表达血浓于水的亲情呢？”

“我们不妨先感受一下伟大的亲

情：大家一起来听听《朗读者》中斯琴

高娃的声音，然后再一起谈谈收获。”

这期的震撼力我是早就知道的，但不

知他们可会受用？

再看这一幕：斯琴高娃的一站，董

卿的一抱，泪水的一崩令全班动容。

我自己听一次，看一次，感动一次。贾

平凹的经典笔墨，斯琴高娃的深情演

绎，董卿的潸然泪下怎能不感人？

“老师，感人至深。他们太厉害

了，他们的写作水平、朗读水平太高

了！作家对母亲的感情太深了——无

限思念，无限遗憾……”

“我听出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

伤，尤其是伴着舒缓的乐曲，真令人难

忘……”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爱是人

类最美的语言，尤其是亲情之爱，渗透

在了骨子里……”

“同学们说得很好，老师不禁要

问：现在的我们，该对父母说些什么？”

“妈妈，我爱你！”

“爸爸妈妈，我会永远感激你们！”

“爸爸妈妈，请你们放心，我会好好

努力，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

“太棒了，从同学们的言语中老师

不仅听出了感激，还听出了孝顺，听出

了明理。老师想对你们说的是：虽然

青春期的你们有些叛逆，但一定要珍

惜父母对自己的爱，珍惜当下他们对

你们的点滴付出，哪怕是唠叨……”

因为他的敏锐力，所以这节特殊

的作文评讲课我始终没有看他，没有

提问他，只是悄悄留意他，课后也没有

找他谈话。不知道结果如何？只见他

略显平静。

直到晩上 10 点，他的妈妈始终没

有来电话。

10点半后，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己，

联系了他的家人：“你好！他在家的表

现如何？”

“谢谢老师关心，孩子今天回来恢复

了正常，感觉也更加听我的话了……”

听后，我感到欣喜的同时，内心的

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

后来，初三的一整年，他都表现不

错，再也没有因为恋爱或违纪问题出

现异常，一切安然度过。

如今想来，语文的思想魅力、文学

朗读的感化力、优秀作品的感召力着

实令人折服。而朗读点亮的不仅是孩

子的心灯，也是师者的心灯。教学相

长，我们一起享受思想的洗礼、境界的

提升。

真心喜欢《朗读者》，喜欢董卿、斯

琴高娃等用心朗读的人，喜欢用文学

作品的魅力点缀我们的语文课堂，真

正彰显出课堂的魅力。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扬中市江洲中学）

课堂背景

《黄河颂》是一首激情、豪迈的爱

国主义诗篇，不少学生已经在音乐作

品中有所接触。本单元的教学目标可

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反复朗读，感知思

想内容；二是学习语言运用技巧；三是

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感人心者莫先乎

情”，文本以热烈的颂歌形式塑造黄河

的形象，充满了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

力。因此，我将之定位为诵读课，让学

生在多种形式的“试读”中感悟、品鉴、

热爱、升华。整堂课以小组自主合作

和文本情感主线为依托，教学设计4个

“诵”的环节，让学生大胆尝试，提升诗

歌的朗诵能力。在课堂生成的基础

上，教师适当作点评引导。

导入新课

师（待学生课前朗读结束）：朗读

得真好，特别是大家全情投入的朗读，

本是昏昏欲睡的午后，大家还想睡吗？

生（齐声）：不想睡。

师：提神醒脑，催生激情。现在，

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给自己注入更多

激情。（播放《保卫黄河》）让我们一起

唱起来！

师（待音乐毕）：大家激动了吗？

生：激动。

师：这就是经典的魅力。知道歌

名吗？

生（异口同声）：《保卫黄河》。

师：知道它的出处吗？

生1：选自《黄河大合唱》。

师：很好，能不能介绍一下这组诗

的创作背景？

生1：1938年 11月武汉沦陷后，著

名诗人张光年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

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他亲

临险峡急流、波涛汹涌的境地，目睹

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战的情景，聆

听了高亢悠长、深沉有力的船夫号

子。1939 年 1 月抵达延安后，张光年

一直酝酿着“黄河”的诗作。当年除

夕的一个联欢会上，诗人朗诵了这部

诗作。

师（掌声）：还有补充吗？

生2：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也

来到延安，抱病听了张光年的朗诵，异

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

合唱》。在延安一座简陋的窑洞里，他

在病中连续写作6天，于同年3月31日

完成了这部大型声乐名作。

师：谢谢分享。两位同学将创作

者的个人经历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

炽热的情感与壮阔的情怀奏响了那个

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的怒吼。中

华儿女绝不屈服！老师有一个建议，

希望大家以后处理资料时能做到信息

筛选，将纷繁的信息内化为自己的储

备，分享时是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而

不是照本宣科念出来。

师：课前我们用满腔热情读了《黄

河颂》，你们对自己的朗诵满意吗？

生（齐声）：满意。

师：细细品鉴，我们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这节课我们就来实现更有艺术

味的朗诵。（展示学习目标）大家看到，

这节课需要完成两个学习目标，老师

想把它们归结为一个字，大家觉得是

什么？

生（齐声）：诵。

师：对，就是“诵”。在诵中提升能

力，在诵中感受黄河精神。（板书“诵”）

一诵：自由诵

师：我们先进入这节课的第一诵

——自由诵。在朗诵前，我们先把这

首诗分一下章节，然后各领任务。看

到诗作，我们会发现诗中有明显的章

节标志。

生（齐声）：啊！黄河！

师：大家都很有心。“啊！黄河！”

回环往复，几次出现？

生1：3次。

师：3 次出现，诗作主体部分自然

分为 4 个章节。在作为歌词的主体部

分之前还有一段什么？

生：朗诵词。

师：对，这是这首诗作的序曲部

分，整首诗作分为5个小节。下面分配

任务——第一到第五组同学分别朗诵

对应的小节，第六组就从第三小节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开始，七八小组分别接上后面的两小

节。下面，各小组开启自由诵，诵出气

势和风采。

（8个小组依次展示朗诵）

师（待小组朗诵完毕）：感谢各小

组的倾情演绎，每个小组都各具特

色。老师还看到有几个小组将书本扔

到一边，用背的方式来诵。选择最难

走的那条路，就是勇士！（掌声）对于刚

才的小组展示，大家想说点什么？

生2：我要为第二组点赞。第一组

可能因为先出场，声音有点弱。而第

二组能响亮发声，6 个人的声音很整

齐，读出了气势。

师：你听得好投入，所以能听出

“整齐”。今天有专家来听课，第一组

同学被大师们的风范吸引住了，记住

了儒雅而忘了豪放。（生笑）第二组同

学用投入和勇敢，让我们精神为之一

振，我也点赞。（掌声）

生3：我要为我的组员点赞。平常

我们组有组员声音有点弱，今天却能

响亮大声，越来越勇敢了。

师：每次突破带来的必是满满的

成就感，为组员们的成长可喜。（掌声）

生4：我要为我们组找不足，我们

读得太快了，少了朗诵的韵味。

师：小组竞技，在欣赏的同时不忘

寻找差距，真好。

二诵：技巧诵

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诵：技巧

诵。我们先听一段名家朗诵，然后思

考朗诵到底有哪些技巧。（播放录音）

师（录音播放结束）：听完之后，大

家有哪些发现？

生1：我发现朗诵时要有节奏。

师：举个例子？

生1：比如说，读“它表现出我们民

族的精神”这一句他停了4次。

师：试着读一下。

（生读）

师：观察真仔细，停得好，读出了

节奏美，同学们继续。

生2：我还发现了要读出重音和延

长音。比如，“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

们的赞歌”。“黄河”要重音，“赞歌”要

延长。

师：请试一下。

（生读）

师：真好听，读出了音韵美。刚才

大家找到了朗诵技巧的三把钥匙：停

连、轻重、延长，老师在此还要送给大

家两把钥匙。请大家看屏幕，还有两

点大家没找到，那就是：感情基调和语

速。老师先做个示范，看看这样读行

不行。（用低沉的声音朗读）

生（齐声）：不行。

师：为什么？

生：太低沉，与这首诗的感情不符。

师：那我们要读出什么感情？

生（七嘴八舌）：豪迈、奔放、热烈。

师：很好。接着，老师又来一段朗

读示范，请大家当评委。（用欢快的语

速朗读）

生：不行，老师读得太快了。

师：那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语速？

生3：适中，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因为这首诗很深情高昂。

师：对，我们的朗诵技巧还要跟着

诗歌的内容走。好，下面将我们刚才

找到的五把钥匙运用到朗诵中，小组

训练开始。

（小组训练对应章节，教师走进小

组做适当指导）

师（2 分钟后）：时间到，各小组暂

停。刚才大家点点画画、议议读读，好

不热闹。试试身手吧，请各小组依次

展示。

（8个小组依次朗诵对应章节）

师（待展示完毕）：请大家点评。

生4：我想为梁志斌点赞，他在小

组里声音响亮，很有气势，读出了高低

起伏，带动了整个小组。

师：今天老师特别欣赏柏霖，因为

他懂得欣赏了，能将目光投向优秀，这

是了不起的成长。（掌声）

生5：我要为第六组点赞。刚才在

听名家朗诵中，我用笔画出了停连和

重音。接着听第六组的朗诵，我发现

他们的朗诵与我画出的注意点一致，

说明他们很注意技巧的提升。

师：你的点评有理有据，非常专

业。（掌声）

三诵：走心诵

师：下面我们进入第三诵——走

心诵。（大屏幕显示）

师：前两天我们在学习《最后一

课》时，发现连接作者与读者内心的是

文字，找到文字里的关键词句，就找到

了打开彼此心房的钥匙。为了实现我

们的走心诵，老师先来做一个尝试。

（动情示范）在第一小节的序曲中，诗

人以“英雄”“伟大”“坚强”高度赞扬黄

河精神。同时，将黄河与民族精神融

为一体，让人顿生豪迈。我想在此读

出——雄壮与自豪。（动情朗诵）

师（诵毕）：老师的音色不是很好，

相信大家一定会比老师读得更好听！

现在，各小组开始组内训练。

（小组继续圈圈画画议议读读，教

师巡视指导）

师（2分钟后）：请同学们暂停。下

面，将我们内心奔涌的激情释放出来

吧！哪一组先来？

生（第三组代表）：我在听您读“啊！

黄河！”的时候，听出您是在热烈深情地

呼唤，我们想读出这种感觉。后面的“摇

篮”，有母亲的慈爱；“古国文化，发源”，

是我们的自豪；“扮演”，是对中华好儿女

的赞美。所以，我们想读出——热爱、深

情、赞美。（小组齐诵）

师（待诵毕）：真是深深打动了我，

还有哪一组想来？

生（第一组代表）：在“啊，朋友！”一

句中，我们想读出朋友对话的亲切，“亚

洲的原野”给人带来的是壮阔，“赞歌”

点出这首诗的主题——赞美黄河。所

以我们想读出壮阔与赞美。（小组齐诵）

……

师：看，果然读得比老师好听多

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展

示。听完几个小组的走心诵，大家想

说些什么？

生1：我想为第二组点赞。他们的

朗诵有低回婉转，有高亢响亮，读出了

黄河一泻千里的壮美，撞击我的内心。

师：你的点评用词丰富精准，就是

一首诗，好有范儿。

生2：我想给第一组提个意见，他

们在读“唱出我们的赞歌”时，赞美之

情体现得还不够。

师：老师刚才看到你的手有些犹

豫，我知道你很想表达，可是又有点害

怕。刚才你提出的意见很好，如果你

来读，你想怎么读？试一试。

（生读）

师：自己觉得有提升吗？

生2：有一点。

师：学会了自我欣赏，很赞。有一

种优秀，叫比过去的自己优秀，相信你

会越来越自信。（掌声）

四诵：升华诵

师：在刚才不断发现、探索、践行

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许多，我们也可

以成为朗诵者。下面，进入到最后一

个环节，升华诵。听老师指挥，每组派

一名代表上台。（指挥8名学生站好位）

两位领诵，读朗诵词。其他6位读歌词

部分，“啊！黄河！”以及“我们祖国的

英雄儿女——像你一样伟大坚强”全

班齐诵。

（生诵）

师：同学们，黄河的坚强、伟大，渗

入我们的血液，升华我们的灵魂。不屈

的黄河，孕育了不屈的民族。让我们带

着挚爱，带着豪迈，带着坚强，继往开

来，要做中华的好儿女。下课。（下课铃

响起）

课后反思

我想用“热”字总结这堂课，一是因

为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热烈，二是因为

学生身上迸发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课

堂生成的基础上实时建构与点燃，教师

是推手，学生是主人，这样的课堂热力无

限。课堂上，我的欣赏与鼓励脱口而出，

那是学生的热情与真诚感动了我，我也

在不知不觉中紧跟着学生的步伐去探

索、发现、质疑、欣赏。诗歌的语言是钥

匙，是打开情感大门的钥匙，而学生们有

能力去获取这把钥匙，更有能力感知最

炽热的情感——爱国主义。

本节课有一点遗憾，学生“诵”的

能力提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没能实

现阶梯性的成长，过于关注情感而忽

视了能力，有点顾此失彼，这是以后开

展课堂活动的突破点。

在诵读中品味人生

好课实录

执教内容：《黄河颂》（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5课） 执教教师：广州市景中实验中学 李红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