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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18年10月1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巧“笑”千姿 真写百态

好课实录·特级好课堂④

特级档案
特级简介：丁卫军，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全国中学语文先锋人物，南通市

中青年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简约语文”倡导者，现任教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

好课主张：主张“构建真实而完整的写作教学体系，让写作教学看得见。”具体到一节写作课，强调写作课堂的

“六真”追求，即真情境、真任务、真作品、真诊断、真问题、真评价，努力实现“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看得见，学生

作文的进步看得见。

执教内容：《笑》写作指导课 执教教师：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 丁卫军

执教班级：河南省永城市第三中学九年级（16）班

（课前互动：学生左右对坐，男女

生对视，找自己心仪的同学）

师：刚才我们已经进行了非常好

的互动，都找到对面那位心仪的同学

了吗？（生笑），我们这是来干什么呢？

生（齐声）：上课。

师：上什么课？

生（齐声）：作文。

师：好，那我们写起来，就写丁老

师走到这里与你们互动，你们所看到

的笑，你们所听到的笑。

（学生练笔，教师巡视）

师：好了，我们停下笔，谁愿意与

大家交流一下。（一男生举手）

生1：笑，能使人与人之间少点防

备，多点美好。笑也分许多种，古有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的爱国人士豪迈的笑；也有温婉可人

笑容得体的淑女笑；还有一路种花、一

路醉酒的隐士洒脱的笑，可我偏偏认

为那个笑才是最美丽的。（台下掌声）

师：老师们给你掌声，是因为你

的文学功底深厚。你写了这么多，进

入这个现场了吗？（台下议论）有没

有？你有进入现场的描写吗？

生1：有。因为看到这个《笑》的

题目时，我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情，很感动的一个微笑。

师：那你写了这么多文字，起到

什么作用呢？

生1：一个好的开头，会吸引更多

读者继续读下去。

师：这里面哪一句话与你下面要

写到的感动的笑有关？

生1：可我偏偏认为那个笑才是

最美丽的。

师：好，这是一个过渡。前面这

段文字是不是可以压缩呢……还有

谁，愿意读？（一男生举手），小伙子，

非常棒！

生2：灯光照着我和课桌，笑容在

未上课前闪烁。下看，那一排排蓝

色，上看，旋光灯在霓虹里扑朔。目

光注视着我和同学，仿佛在此刻，前

面重山一万座，后面重山一万座，千

灯万闪，而我只有微笑时的那一轮弯

月。物品可以复制，但情感却模仿不

了，看见老师的那一刻，用笑来表达

自己的情感，最为不错。（台下掌声）

师（指生1）：你觉得掌声送给这

位同学的原因是什么？

生1：他对这些细节说得非常详细。

师：你能说具体些吗？他写了什么？

生1：他写了蓝色的课桌、闪烁的

灯光。

师：这是什么？

生1：环境。

师：他用环境进行衬托，引出他

要写的笑。好，非常棒。还有吗？有

女生举手吗？来，你读一读。

生3：明亮的灯光下，一位老师身

穿白衬衣，笑容可掬，手拿麦克风，问

我们问题，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原来

他问一个男同学，心仪的女生是谁。

那位男同学丝毫没有准备，不知所

措，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另一位

同学，机智回答了自己好友的名字，

不怀好意地给自己好友变了性。大

家笑声一片。（台下掌声）

师：现场感特别强，她说丁老师

笑容可掬，这是一个好词。（指一女

生）你觉得她的好在什么地方？

生4：她通过事情来写，场面感比

较强。

师（指一女生）：你发现她的优点

是什么？

生5：活学活用，把现实发生的事

情写得不错。（指一男生），你同意吗？

生6：我认为她所描写的比较具

体，把一个人的神情、状态很明显地

呈现在大家面前，很有画面感。

师：她很快抓住了我们今天要写

的这个话题，这是她最大的优点。谁

能说说她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生7：虽然她描写得很具体，但没

有具体描写哪一位同学。

师：你说她具体，而恰恰对笑写

得怎样？（不是那么多），写得不是那

么多，她写丁老师只用了笑容可掬。

这个词很概括，那笑容可掬是什么样

的呢？她没有具体描写。（指一女生）

你写了吗？你来读一下。

生8：在我们班，黄圣权的笑算是

一大亮点。他笑的时候，脸会微微向

上扬，本来不大的眼睛会眯成一条细

缝，不仔细看是很难看见的。他的笑

声格外响，直到天际，深入人心，让人

为之一振。

师（指一女生）：说说她写的优点。

生9：她把黄圣权的笑描写得很

具体。

师：怎么具体的？

生9：笑的时候，她的表情变化、

笑的声音、给人的感觉。

师：你说得非常好。怎么写笑

呢？这位同学和丁老师是亲戚，眼睛

都很小。（全场笑）有表情，还有表情

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她还写了自己的

感受，笑声可不可以具体？

生9：她的笑仿佛都要“震”起来

了。（全场笑）

师：本来看不见的东西怎么样？

（形象化）对，化无形为有形。好，我

们来看一段文字。

（屏显）她禁不住要笑了，她觉得

这个想法很奇特。她的容貌起了变

化，脸发红了，比较大一点的嘴上露

出了笑容，像是满脸开了花。她的灰

色眼睛呈现出一团温柔的火焰，她的

脸蛋上露出两个可爱的酒窝，就连她

那无光彩的头发也似乎在优美而放

胆的快乐中飘动起来。她转身，如碧

波般清澈的眼神，洋溢着淡淡的温

馨，嘴角的弧度似月牙般完美。或

许，这就是天使的微笑，它赶走了所

有的阴霾，让我的心里暖暖的，这感

觉真叫人心安。

——川端康成《伊豆舞女豆》

（女生读，男生欣赏。女生读起来）

师：我们再来读一段。

（屏显）歌声突然止了，接着就是

一阵哄然的大笑声。笑声在空气中

互相撞击，有碎了一丝丝的，再也聚

不拢来，就让新的起来，追着未碎的

那一个，又马上把它也撞碎了。楼房

里的人仿佛觉得笑声在黑暗的空中

撞击、逃跑、追赶。

——巴金《家》

（学生齐读）

师：刚才这位同学描写得形象具

体可感，需要我们的联想和想象，把无

形的笑声写得非常具体，我们再读。

（屏显）你的笑声，就像尖尖的柳

叶做成的哨音，划着全家人的耳膜，

回响在并不宽敞的小屋，洒给我们幸

福、欢乐。

——张慧芳《异域风光》

（学生齐读）

师：就像萧红写鲁迅的笑一样，

说鲁迅的笑声从楼梯上“冲”了下来，

形象可感。笑是什么？笑其实最重

要的是在丁老师的脸上，在同学的脸

上，在那片五彩缤纷的花儿上，更在

心里。还有没有其他角度的？（指一

男生），你读一下。

生10：刚一上台，在昏黄的灯光

下，只见一位穿着蓝色 T 恤衫的中年

男子迈着轻盈的步伐向台上走来，他

带着微笑，手拿话筒，在那张成熟的

脸上，洋溢着向日葵般欢乐的信息。

他向台前走来，好似一阵微风吹过。

（掌声响起）

师：同学们，他不是平面的写丁

老师，他的思维打开了，所以丁老师

这个人物也是立体的。刚才这几位

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融入了

自己的心灵体验……观察只是“肉

眼”打开了，你的“心眼”打不开，你的

文字依然是得不到掌声的。我们的

文字因为有了心灵的润泽，才变得生

动感人。还有没有同学写的角度跟

其他人不同？

生11：老师，能不能写反面的你？

师：当然可以！

生11：丁老师的笑，笑得很特别，

嘴角扬起，眼睛眯着，但很有神……弯

过了的眉毛，似半轮圆月。（掌声响起）

师：你哪里写的是反面呢？你把

丁老师的笑写得层次感非常分明。

生12：我写的既是丁老师，又不

是丁老师。（好）……像冬日一束温暖

的阳光，照亮我心扉；如盛夏一泓浅

浅的清泉，滋润我心弦。是啊，笑比

哭好。一缕发自内心的笑容，总能为

我们驱尽一切不满，所以不必拘谨，

笑吧。（掌声响起）

师：你觉得是他好，还是你好？

生12：是我的，因为他对笑的评

价仅仅局限在语言与文字上，而我发

自内心，融入了真实情感。

师（面对男生）：你赞同吗？

生13：我不赞同。

师：能否说说他的缺点，与生 11

相比。

生13：他描写得太过浅层，而没

有前面同学描写得那么具体。

师：很好，想知道丁老师怎么想

的吗？丁老师的笑，给人一种凉意，

像……大家看大屏幕。这是一段经

典，自己读读。

（屏显）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

听，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史湘

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

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哎哟；宝玉早

回到贾母怀里，贾母搂着宝玉叫“心

肝儿”；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只

说不出话来……

——曹雪芹《红楼梦》

师：这段话其实是写谁的呢？（刘

姥姥）这里通过各种各样的笑来侧面

表现刘姥姥。

师：好了，现在我们把自己的文

字做一些修改，如果你写得不够具

体，看怎么把它具体化；如果你写得

比较干涩，怎么通过你的想象让它更

生动；你可以通过正面写，也可以通

过侧面来表现，你又怎样更多融入内

心的感受？做加法，也要做减法。

（学生修改，教师巡视）

师：好了吗？还让你第一个来，

好不好？

生 1：大家都在笑。看，那位淑女

笑得像待开的花苞，还有一位像红透

的苹果，笑得红彤彤。对，还有他，他

是灯下的中心，30双眼睛汇聚在他身

上，他很普通，但吸引我的是他脸上的

笑，像迎着艳阳的向日葵，温暖明媚。

他的笑又如三月的春风，和煦轻柔，轻

拂着我们紧张的心。（全场掌声）

师：你前面写的各种各样的笑，

为后面写那个人的笑做了铺垫，这就

是你的精妙之处，如何把文字富有立

体感和层次感就是这样来的……这

位同学，你有修改吗？

生14：他背后的大屏上有一个大

而简的笑字，他脸上挂着一抹神秘的

微笑，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笑在他的

课堂上有了极好的体现。他是谁，就

是我身边的这位丁老师。（掌声响起）

师：你太有深度了，这个大屏的笑

和脸上的笑相映，你的确很厉害……

好，同学们，这节课上到这里就差不多

了，大家能说一点丁老师带给你的启

示吗？

生15：老师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

要善于观察，这种观察不是用肉眼观

察，而是用心感受。

生16：丁老师给我的启示就是写

东西要真实, 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要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师：真实来自内心，真实也来自

于自己会对生活取舍。明白吗？好

了，下课！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全场掌声响起）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观看课堂视频。

孩子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

是丰富多彩的，但我们的孩子常

常少了看现实、看自我的慧眼和

慧心。引导学生打开“心眼”，显

然比引导学生打开会观察的“肉

眼”来得重要得多。

把学生带入真实情境之中，

写出“在场”“走心”的文字，是我

的作文课力求达到的目标。这节

课的现场情境在学生的生活中再

平常不过了，正是这样的平常里，

蕴含着无限的生活情趣，也蕴含

着写作教学的无限可能。我抓住

了一个细微的写作训练点——

笑。笑是脸上的，也是心里的。

怎样写出笑的细微丰富，怎样写

出笑里的温度和情思，显然是一

件并不轻松的事情。课堂上，我

们看到了这样的不容易，尽管面

对的是即将毕业的初三学生。学

生写作中暴露的问题，可以说是

学生作文中的顽疾，也是写作教

学中的瓶颈。我一直以为，学生

写作中的许多问题都暴露在写好

最为熟悉的人、事、物上。

写作教学设计首先必须是

基于问题的，教学基于学生写作

中的常见问题来展开。比如游

离中心，不着边际的议论，表达

的枯燥干涩，等等。教师发现问

题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

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这些问题。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看得见”的

问题，写作教学活动才有了“真

实的展开”，才有了“真实的过

程”。这样就避免了教师的自说

自话，避免了写作教与学的割

裂，才有了师生共同参与的“完

整”的写作教学。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学生

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写作教学

媒介。学生现场写作的片段，哪

怕是一句话，也是学生思维的存

在，学生的作品自然就成了我们

写作教学的“鲜活教材”。正是

因为这些“教材”的丰富性，才有

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对话、

思维彼此激活的多种可能性，才

有了课堂生成的多样性。

有了问题，如何指导学生解

决问题？许多时候，我们太习惯

于写作技巧的说教了，总认为学

生有了技巧，写作问题就解决

了。而写作教学真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我们教了那么多技巧，学

生的作文还是不够理想？根源在

于没有打开学生的思维，没有情

感的融合，没有打通学生的生活

阅历，没有打通学生的阅读经验，

一切都是徒劳。我们的孩子缺少

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思考。面对

学生的作品，我们能做的就是不

断激发、不断唤醒，在师生对话、

生生对话中彼此打开，在适时搭

建支架中走向深入。

经典文本如何在写作教学中

发挥作用？当然可以作为学生写

作的范本加以仿写。我认为，经

典文本作为打开学生写作思路、

拓展学生写作思维的支架更加重

要。本节课中，我选用了一些经

典片段力求达到这样的目的：一

是让学生与自己的作品进行比

读，我们也可以写得这样好，我们

还可以写得更好；二是作为打开

学生思路的样本，掘一条新路，我

们也可以这样写，这样的角度也

适合我们；三是帮助学生在更丰

富多样的文本中提炼总结出更多

方法。

写作教学是复杂的，我们如

何引导学生打开“心眼”，在真实

的情境中融入真实的自我，写出

有真情有见地的文字，需要我们

作出更多的尝试。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

通州区育才中学）

打开“心眼”
真写作
□ 丁卫军

许多时候，学生喜欢读、经常

写，就一定能写出佳作吗？丁卫军

老师这堂写作指导课《笑》再一次告

诉我们，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是需

要教师指导的，尤其是要让学生在

现场的情境中实践操作，有感有悟。

课一开始，丁卫军就给学生提供

了一个开放的“场”，让学生对视，与

老师互视，然后写他们看到、感受到

的“笑”。学生自由自在地写，写好后

交流，这正是一个很好的“生成”机

会。丁卫军让学生交流自己的习作，

让大家互相点评，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学生渐渐明白，入题要快，不要故

弄玄虚；写作对象要明确，写谁的笑，

要注意抓住特征。明白了这些以后，

丁卫军继续让学生交流习作，继续让

学生互评，但引领的方向更聚焦了：

写“笑”，不仅要文采好，还要具体，有

细节，这样才能生动。

丁卫军让学生展示自己的习作，

大家通过品点，逐渐明白了怎样让写

作具体起来。这样写出来的“笑”是

立体的，反映出的人物内心世界也是

立体的、丰富的。丁卫军就是这样指

导基于课堂的情景，结合学生习作进

行引导，激发了学生的思维，在互动

中生成，让学生在可感中有悟，领悟

后会写，丰富了写作本领。

引导至此，应该说写作指导已

经比较全面周到了。但丁卫军深悟

写作真谛，他对学生的指导自然也

就有深度。他说：“观察只是‘肉眼’

打开了，你的‘心眼’打不开，你的文

字依然是得不到掌声的。”所以，他

在学生的评点交流中再一次“投石

激浪”，激发学生写作时更多融入内

心的感受，让文字富有立体感和层

次感。学生们在课堂上写出的文

字，有直接有间接，有描写有联想，

有点有面，有描有议，有实有虚，有

情有感，是教师指导后现场收获的

果实，让我们强烈感受到教师引导

对学生写作水平提高的意义。

丁卫军具有“面向当下”的本领，

这正是一位优秀教师的过人之处。

但丁卫军上课是有充分预设的，他准

备的那些名家写“笑”的范例确实典

型，而且在恰当的时机出示，能给学

生以很好的示范指导，也能自然地

引发学生与名家写的“笑”进行比

较，从而优化自己的写作。但学生

愿不愿意写，能不能写，是不是能写

得很出彩，这不是靠范例就能解决

的，需要现场的投入，更需要在投入

时有教师给予提醒、点拨、引燃、推

动。丁卫军的高明就在于创设了现

场写作情境后，让学生充分进行思

维拓展，同时让同学之间进行思维

碰撞。一次次拓展，一次次碰撞，一

次次生成，学生写作的目的更明确

了，路径更清晰了，手法更艺术了，

作品更有魅力了。而教师则抓住

“生成点”，顺势而为，有序引导，推

波助澜，一步步把学生引到“生长

点”上，带到“提升点”上，让学生有

感情地写，有感觉地写，有路径地

写，自然越写越好。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名师培养

导师团副团长、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素养在“当下”养成
□ 郭志明

“作文教学应该是一个真实而完整

的过程性活动。”丁卫军老师用他的作

文课堂很好地呈现了他的作文理念。

首先，这堂作文课设定了真内

容。丁卫军选择了当时的真实场景

作为写作内容。这样的要求不会让

学生做天马行空的假想，也不必为赋

新词强说愁。所以，“现场的笑”是让

学生写真实的内心、真实的感受、真

实的场景，让学生在特定情境中抓住

一闪念的感觉，激发自我、苏醒自我。

其次，学生的作文体验有真生

长。从课堂前后学生的对比看，最初

分享作文片段的学生最后再次分享，

我们分明能感受到学生习作能力的提

升，他有了真实的生长。这节课上，丁

卫军从对过度追求文采而不贴合场景

的作文片段的“质疑”，到进一步指导

描写“笑”的场景具体化、形象化，再到

通过侧面描写来烘托“笑”，学生的习

作进步在本堂课中是看得见的。

最后，课堂评价体现了真情怀。

当第一个学生非常自豪自己的文采

时，丁卫军迅速指出问题，甚至还“暗

示”学生“写作方向出了问题”，而学

生最后的变化又很好地证明了丁卫

军对他的点评立竿见影。

另外，这堂课呈现出另一种特

色，用一个词来总结，便是“简”。

纵观整堂课，都紧紧围绕“现场

的笑”展开写作与指导。学生的任务

是一步步写好现场的“笑”，教师则围

绕学生的写作瓶颈做引导，是扎扎实

实地就学生作文的现实去分析，从而

达成写作目标。整堂课除了投影几

段非常有必要的借鉴性文学片段外，

没有任何多余的课堂辅助手段，每一

场对话也都源于学生本身的需要，丁

卫军坚决摒弃那些烦琐的写作程序，

在回归中实践一条简约之路。

回归常识，从原点出发，这才是作

文教学，也是语文教学真正的远方。

（作者单位分别系四川省成都市第七

中学、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作文课的“真”与“简”
□ 耿荻秋 董一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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