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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对语文教学的诟病伴随

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不少问题至今尚未

解决；“哑巴英语”的尴尬依然严重；以

“刷题”为特色的数学教学仍然大行其

道……

《现代课堂周刊》特别聚焦语文、

数学、英语学科课堂教学，追问“学科

教学怎么了”，以期通过广泛的讨论和

深入的研究，切中学科课堂教学的真

实问题，找到恰切的解决之道，在课堂

教学改革的深化中不断推进学科育

人，提升教育质量。

基于此，特别面向广大教育实践者

和研究者征稿，可解析问题，也可提供案

例；可探寻路径，也可畅想改革，突出课堂

的落地与实施，每篇稿件2000字以内，投

稿至邮箱zgjsbxdkt@vip.163.com，注明

“学科教学”，10月31日截止。欢迎广大

教育工作者积极投稿，参与讨论。

征 稿 一次，我到一所高中调研，随机

听了一节高一语文课，由年轻教师组

织学生学习郁达夫的《江南的冬景》。

课前，教师印发了该课导学案，

主要有“目标导读”“资料链接”“问题

导思”“质疑问难”等模块。导学案编

制简明扼要，尤其是“问题导思”由浅

入深引发学生深度阅读，设计科学。

上课前，我观察了全班学生完成导学

案情况，大部分学生比较认真，个别

学生在“质疑问难”栏目中还提出了

问题，但也有部分学生思考题空白。

上课后，该教师引导学生品读课

文、厘清结构，体会郁达夫的散文语

言特点，一直按照教师预设的教学思

路推进，只字未提导学案。学生一直

被教师“牵引”着，语文基础较好的部

分学生还能够跟着教师的思维进行

阅读、思考，一般的学生只能被“绑

架”着完成了一节课的“学习”。我观

察了学生的神态，部分学生一脸无

奈，满脸疲倦，后排个别学生萎靡不

振，昏昏欲睡。

下课后，我与执教教师交流，当

问及导学案的使用时，他一脸茫然。

原来学校有要求，各学科必须使用导

学案组织教学；导学案是备课组长或

本组骨干教师选编的，年级组统一使

用；教师使用导学案则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

看来，这节课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学校要求、组长安排、教师教学之

间存在隔阂。导学案的设计、编制一

厢情愿，没有得到全体教师的价值认

同，具体使用更是各行其道，部分导

学案已经成了课堂的“摆设”，成了推

进课堂改革的“花瓶”，并未发挥其应

有的引领学生自主学习、提高教学针

对性的作用。

传统的教案教学，以教师主观设

计组织教学，以教定学，难免盲目；导

学案教学，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依托

导学案，引领学生自主学习，根据学

生自主学习暴露出的问题组织教学，

以学定教，针对性强。因而，使用导

学案教学，最为关键的一步是教师课

前必须对学生完成导学案情况进行

批阅、统计、分析，发现学生思维闪光

点、疑难点，从而慎重确定教学重点、

教学方式，提高教学针对性、实效

性。这是基础性工作，是导学案教学

的重要一环，不可忽略。

余文森教授曾说，“一个教师，必

然有他的第一道义、第一责任，那就

是有针对性地教学”。“针对性”就是

找到学生学习中的“问题”，找准“问

题”，深入剖析，对症下药。这里也足

见找准“问题”是超越其他课堂组织

要素的最重要、最关键因素。可见，

教师对学生完成导学案情况查阅、分

析，找准问题，是教学的起点，是有效

教学的关键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

讲，使用导学案教学颠覆了传统教学

思路，真正彰显了“学为中心”的教学

定位。

由此看来，编制好导学案，只是

使用导学案教学的第一步；对学生完

成导学案情况进行批阅、统计、分析，

才是导学案教学的关键一步。而这

一步，需要教师花费大量时间，也最

能彰显教师的教学技巧，因为教学内

容的取舍添补、拓展延伸，乃至教学

方式方法的选择运用，全依赖于教师

对导学案的批阅评判、统计分析。这

一步是在课前完成的，只有课前扎实

完成这一步，才有课上的针对性、有

效性。

随着课改的深度推进，使用导学

案教学已成“时尚”，“时尚”固然好，但

更需要实用、有效。教师要善于透过

“时尚”的华丽外表，寻找导学案的本

质意义。教师只有以“问题导向”为思

路，科学编制导学案，正确使用导学

案，提高教学针对性，才能发挥导学案

的应有作用，导学案才能真正成为课

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课堂针

对性教学的基础性、主导性因素。

（作者系江苏省如东县教师发展

中心主任、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朱唤民朱唤民

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课堂

教学是否真实、有效，体现在课堂教学

中是否有这“三声”：

课堂教学中要有“欢笑声”。有欢

笑声的课堂，教学效率会更高。有些

教师上课，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课堂

“火药”味太浓，课堂上总绷着脸，想用

严厉镇住学生，有时课堂上还会出现

斥责声、挖苦声。可想而知，这样的课

堂，教学活动只会停滞或低效。教师

要懂得，师生的欢笑能舒缓紧张情绪，

激发师生教与学的积极心态，形成和

谐的教学氛围。因此，教师要树立愉

快教学的观念，使课堂有教学内容引

发的欢笑声，有教学情境设置引发的

欢笑声，有教师幽默语言引发的欢笑

声，有学生机敏语言动作引发的欢笑

声……总之，有欢笑声的课堂，师生关

系和谐，学生注意力集中，学生参与度

更大。人在快乐中学习，学习更主动，

接受知识更快。

课堂教学中要有“赞美声”。有

赞美声的课堂，必将提高教学有效

性。有些教师上课，习惯于做纠错

工作。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但如

果教学中经常出现“批评声”“叹息

声”，就会造成学生的“无声”。其

实，课堂就是学生出错的地方，教

师要允许学生出错。教学中，教师

要努力改变那种一味批评纠错的方

式，用激励赞扬之声促使师生进入

教学的积极状态。课堂教学中要有

“赞美声”，要有师生对教学内容的

赞美，要有教师对学生学习进步的

赞美，要有学生对教师精湛教学技

艺的赞美，要有学生对同学学习创

作的赞美……这些赞美，能促进师

生学习的进取精神，激活师生内在

的潜力，提高师生的美感品位。这

样的课堂，使教学内涵更加丰富，

师生互动更为融洽。

课堂教学中要有“惊讶声”。有

惊 讶 声 的 课 堂 ，教 学 质 量 一 定 很

高。有些教师上课，比较注重教学

任务按部就班地完成，但教学没有

特点，少有亮点。也有些教师只强

调学生的机械记忆，容易使学生产

生 学 习 上 的 枯 燥 感 ，学 习 缺 乏 激

情。教学内容是否能有令学生惊讶

之处，这要看教师是否能够深入挖

掘并巧妙设置情境。好奇是学生的

天性，教师的课堂教学要激发学生

的惊奇感，要引发学生的惊讶声。

这样的教学，才能够引导学生自觉

学习，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启迪学

生的创新意识。

课堂上，教师如果巧妙运用好“三

声”，就能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就

会获得教学的成功。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张掖市甘州

区金安苑学校）

课堂教学中

要有“三声”
□孙 明

我见

合理运用导学案进行有效教学

伴随着核心素养的研究，我对

“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了更深入的思

考。同时，我在学校教学工作中推进

戏剧课堂教学，使教育戏剧和故事剧

场成为课堂教学的日常，从而对这一

领域有了许多探索与实践。

戏剧课堂是基于游戏的学习

游戏在学校教育中一直不受重

视，游戏与学习几乎成了一对反义

词。但在教育的历史上，游戏与学

习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被视

为促进儿童发展的重要途径。实

际上，儿童天生就是游戏的天才，

游戏是他们与世界进行交往的最

自然、最自由、最有效的方式，儿童

成长的价值和意义就蕴藏在游戏

之中。当学校把游戏排除在外，课

堂教学也开始变得机械呆板、了无

情趣。所以，让学生玩起来，绝不

是一种低效的教学，而是一种充满

智慧的教学。

以下是我在教育戏剧《公主？公

主！》一课中的热身游戏实录。

师：请同学们围成一个圆圈，看

我这里，有一个能量球（教师做虚拟

抱球状），这个能量球传递出去时，要

发出“push”的声音。

生（做传递）：Push——

师：游戏升级。当能量球传递到

你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bang”。这

样，能量就被挡回来，你要向另一个

方向传递。

生（做传递）：push——bang——

师：我们发现，传递不畅，许多

同 学 都 渴 望 得 到 能 量 ，我 们 试 一

下，“zip”这时候你的手臂指向谁眼

神对准谁，可以指向任何方向的伙

伴，除了左右两位……好的，游戏

升级。

（学生进行升级版游戏）

师：这位同学果断传递出去，收

这个能量的经过有一些曲折，但是

最后回过来它依然这么大，甚至变

大了，因为刚才有你们的选择决定，

有你们的目光对接，有你们内心的

那种期盼，所以我觉得这个球现在

很宝贵……好，游戏结束。能简单

说一说你的感觉吗？

生 1：我认为在这个能量传输

中，很考验朋友之间的友谊，比如我

传给一个人，给他一个眼神他并没有

接收到，考验了我们之间的默契。

师：后来你的传递有没有成功？

当时你可能疑惑对方是否接到你的

信号？

生1：我觉得应该收到了。

生 2：老师，我觉得应该尽量传

递给这边没怎么参与的同学。

师：你想得很好，心中有他人。

还有吗？说说你的心情也没问题。

生 2：我觉得这个游戏挺考验反

应能力的。比如他传递给你，突然又

从这边传给我，如果我走神了就不能

传 递 回 去 ，可 能 也 在 别 人 那 里 停

顿了。

师：对，注意力要集中，在我们这

个圆圈里，这就是一个场。

师：看来大家玩得很开心，但是

老师心里却没有你们那么开心，因为

这两天老师收到以前一个学生的微

信……同学们都是特别有能量的人，

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帮帮这个学生吗？

……

刚才这个游戏，有着热身、暗示

主题的设计意图。从孩子们的游戏

分享中，看到了他们丰富的感受，为

后面帮助在人际交往中遇到困境的

女孩而参与的系列戏剧活动起到了

较好的铺垫作用，水到渠成。

在“表演”创造与体验中学习

在表演过程中，学生充分发挥想

象、表达思想，进而获得积极的美感

经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审美情趣、批判质疑等核心素养。在

戏剧表演中，学生有机会运用课堂上

学到的抽象知识传递情感，可以内隐

地获得对知识的深层理解，培养良好

的团队合作能力。基于戏剧的学习

有利于学生进行跨领域的综合思考

和知识迁移，让学生从不同角度讨论

和思考某一主题，积极寻求问题解决

的多种可能性。学生通过戏剧表演

与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互动，由此经历

不同的人生，体验不同的生活，看到

与作者一样的风景——这将带给学

生更宽广的视角和更自由的想象，让

他们在认知和情感的融合中发现

新知。

我曾经在《大脚丫跳芭蕾》戏剧

课的设计中谈道：儿童的成长是完整

的、立体的，他们需要获得生命价值

体验，而价值观的情感态度元素是在

儿童学习生活过程中渗透形成的。

如果没有对儿童思维的关注和精神

的培育，很难激发学生对意义的探

寻。基于以上思考，以绘本故事为依

托，让学生坚持梦想，为实现梦想积

极努力地生活，并从中感悟生命成长

的快乐。

戏剧课设计了活动目标：了解主

人公贝琳达坚持梦想的故事，理解她

的内心世界；学生全员参与“角色扮

演”等多种戏剧活动，对事件及处境

的可能性进行多角度思考，提高创造

性思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故事中

汲取生命成长的力量，增强自信心，

在生活实践中热情而努力地追求自

己的梦想。

课堂实践总体构想如下：学生通

过热身游戏、主题活动、延伸活动等

3 个板块，与故事的主人公共同演

绎，运用多种教育戏剧技巧，交叉融

合，这实际上也是师生发掘自己的过

程，了解到在表演中对于自己最有意

义的是什么，从而达成教育教学目

标。课堂运用音乐、绘本、舞蹈、表演

等工具资源，让学生经历有学习意义

的教学，增进沟通和表达能力，促进

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建立社会认

知，养成合群的美德。促进心理健

康，坚持自己的梦想，让生活更有

意义。

课堂活动流程为：暖身游戏，

暗示教学内容——线索穿引，请出

主人公——人体雕塑，透视内心世

界——多方视角，聚焦人物命运——

动作连环，外化精神世界——戏我

相融，经历故事高潮——现场采访，

直言演出体会——剧情发展，十字

路口抉择——师生出戏，畅谈肺腑

之言……

在以往单一的语文课或阅读课

上，学生可以得到八大智能的六大智

能锻炼：逻辑数学智能、自我认识智

能、自然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语言言

语智能、视觉空间智能，但身体运动

智能和音乐节奏智能不能得到锻

炼。戏剧课使学生的八大智能都得

到了全面锻炼，长期坚持下去学生会

得到全面的发展。课堂采取开放对

话的方式，使授课变成一种沟通和对

话，而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在这

里，学生们实际上也是一个相互的学

习过程，不仅能与老师交流，还可以

与其他同学互动。每个人参与其中，

承担责任，通过角色扮演，学生可以

探索自身与别人、与世界的联系，进

行自我学习。

教育戏剧课堂，要保证课前学生

对课堂内容的“零知道”，保持一种新

鲜的感觉，如果有学生读过这个绘本

故事，教师可以告诉学生，“这节课是

师生共同与主人公经历一个故事，故

事的结局可以有多种可能性，由你来

决定”。教师在即兴表演中，要首先

入戏，这样才能引领学生沉浸情境之

中，才能被主人公贝琳达的梦想舞台

所打动，也尝试将热爱的力量融汇到

自己的生命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教育戏剧活

动运用了“专家外衣”的技巧，让学生

能以不同的视角聚焦主人公的命

运。“专家外衣”是英国教育戏剧系统

高峰时期的代表作。英国戏剧教育

界中，提倡“戏剧是学习媒介”的桃乐

丝·希 斯 考 特 女 士 和 Dorothy

Heathcote 女士，是教育戏剧重要理

论与实践的灵魂人物，她发明的“专

家外衣”与“老师入戏”两个范式，彻

底改变了“教育戏剧”需要学生进入

“角色”进行扮演，以角色“矛盾”来思

考的模式。

“专家外衣”带领学生走进一个

安全距离，以第三身份人物参与、投

入，但保持距离去与角色交往，并以

同理心作出反应，改变角色及周边环

境，使戏剧中的思考变得理性、客观，

因为这种“疏离”处理，反而为教育戏

剧活动中的学生提供了属于自己的

身份与角色，使他们的思考与反省变

得实在，变成学生自身的真实经验。

“专家外衣”要求学生分组，共同

以一个“指派”或“自选”的特殊角色，

分组以“专家”独有的角度、身份、能

力去帮助故事中的“角色”，好去面对

“角色”挑战及解决困难，但自己不是

“角色”本身，是一个站在角色以外，

但同情、亲近及支持“角色”的“新人

类”，一般是全班分成多个小组“专

家”进行活动。在这节课的案例中，

“专家外衣”这一环节，专家由学生确

定，以便他们更自然、更投入地为主

人公的人生进行规划。所以，不同的

班级，学生推荐的专家也不同，这也

是教育戏剧活动的灵动所在。

走向真实的深度学习

如今，我们常常重新审视课堂

教学，超越效率的局限，回归人的本

质，尝试把真实生活带进课堂，为重

塑课堂形态创造了新的可能。今年

2月，国宝级文物——秦俑在美国展

出时被一个美国小伙掰断手指并偷

走，18 天后博物馆人员才发现。针

对这一新闻热点，我设计了《对话秦

俑》的戏剧课堂，以中国最早的一封

家书——秦兵写给家人的信为主要

线索物件，设计对秦俑的诞生、面

世、展出等一系列戏剧活动，让学生

不仅穿越时空与那段历史相遇，更

重要的是秦俑不再仅仅是陶俑，而

是可能发生过许多故事的活生生的

人物写照。在“跨国会议”环节中，

对文化输出与文物保护，学生们探

讨出许多方案，参与到真实的社会

生活中。

戏剧课堂深受学生的喜爱。玩

中学，演中悟，在角色的保护下，学生

从感受和体验中领略知识的意蕴，从

相互交流中发现可能性、创造新意

义，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随着核心素养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

全面贯彻落实，课堂形态会发生深刻

变化，这种探索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时代发展必然会催生出更多新的

答案。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朝阳区芳草

地国际学校）

在多彩戏剧课里多维育人
□张 华

问道课堂·戏剧课

张华老师带领学生做节奏步行的暖身游戏张华老师带领学生做节奏步行的暖身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