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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思维是英语真正流利、熟练

的境界和标志，学生通过灵活地使用

流利、纯正的英语表达所思所想，形成

本能的、条件反射式的思维方式。

基于布鲁姆的认知理论，帮助学

生建立英语思维通常分两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记忆和理解；第二个阶段

是应用、分析、评价、创造。

常规作业只是对知识进行复制或

抄写，主要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

理解，对学生英语思维能力的提高帮

助不大。作为新的作业类型，创意作

业旨在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能启发学生进行批

判性思考，培养学生的英语思辨能

力。小学三年级作为部分地区英语学

习的起点，更应该关注学生英语思维

能力的培养。

广东版《英语》三年级的单元教学

主题涉及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

上学期的主题是：招呼、教室物品、动

物、家庭成员、生日物品、能力、食物和

饮料、运动，下学期的主题是：大小、颜

色、我的房间、水果、衣服、户外娱乐、

时间、计数。可以看到，三年级英语都

是基本生活范畴的主题。在创意作业

设计时运用的策略有开放性、融合性、

交流性和趣味性，根据这些策略设计

的创意作业能拓展学生英语思维能力

的不同方面。

着重开放性的作业拓展学生的开

放性思维。开放性作业就是让学生充

分发散思维，突破传统思维定式，多视

角、全方位看问题。如“My Dream

room”创意作业，要求学生发挥自己的

想象，以图配文的形式，画出每个人理

想房间的布置，并运用目标词汇lamp、

bed、pillow 等描述房间的物品。优秀

作品中，除目标词汇之外，学生补充了

出乎意料、充满想象力的物品，如智能

机器人、哆啦A梦、ET等，非常新奇。

着重融合性的作业拓展学生的分

析应用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融合性作

业就是和美术、信息、音乐等学科融合

的作业，作业完成过程中要求学生整

合学科知识，在检测对目标语言掌握

的同时考查其审美、信息技术、音乐能

力等。如“Colors”创意作业，学生的

目标知识是基本颜色词，而颜色混搭

后可以创造许多合成色，这些颜色的

奥秘需要学生自己去探索、找答案，同

时需要学生将美术配色的知识结合进

来，以完成作品。此外，融合性作业由

于要结合多学科知识，需要学生发挥

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充分想象、设计并

创作。如根据文本内容创意服装秀、

创意歌曲秀等，这些作业要求学生大

胆想象，积极思考。

着重交流性的作业拓展学生的交

际和沟通能力。交流性作业，就是学

生要在真实语境或创设的语境中交

际。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语言和生活经

验，创设尽可能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情

境，让学生在体验过程中逐步形成跨

文化交流能力。如“Sport”单元，在学

完各项球类运动后，教师用问卷调查

的形式，让学生去与同学、家人真实沟

通以获取信息。在交流过程中，学生

要用日常语言正常对话，从招呼语到

使用目标语言交流信息，再到结束

语。只有让学生真实使用语言，他们

才能真正学会这个知识点。

着重趣味性的作业提高学生的兴

趣和积极性。对于三年级学生来说，

教师更应注意使用丰富多彩的教学资

源，使教学内容、形式与过程更为直

观、生动、形象，以适应儿童的认知特

点，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如每

单元都有的故事表演，学生在家借用

小道具表演故事，或者与同学搭档，通

过肢体语言、动作、表情把故事表演出

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参与的兴趣和

积极性大大提高。为了做到生动、形

象的表演，需要学生互相合作、多次练

习，发挥机智、巧用道具。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教师应针对

不同单元主题设计各种类型的创意作

业。只有坚持加强学生英语思维的训

练，才能让学生真正学好英语。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中山市石岐

中心小学）

设计有创意的
英语作业

□ 曹新竹

课堂策

2001年，教育部开始推进新课程

改革，十几年来，“自上而下”的顶层

设计与思想发动，与“自下而上”的一

线教师的课堂创造，构成了一幅生机

勃勃的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开发与

课堂研究的图景。

“课堂研究”是一种教学实践研

究，它是基于教师对课程与教材的把

握、儿童真实状态的把握，构想、设

计、实施教学方案，然后分析实际展

开的课堂事件，从中引出教学形成的

要素、教学展开的法则与技术，进而

改进后续教学的一连串过程。简单

洁地说，“课堂研究一般是旨在一线

教师改进课堂教学、形成实践能力、

建构学校文化而展开的研究课堂的

立案、实施、观察、协议、评价以及改

善的一连串的教师研究及其基础研

究”。这种课堂研究是一线教师通过

教学实践，解决直面的种种问题、建

构优质教学实践可能性的场域，也是

研究者发现与再发现教育学概念内

涵的场域。

“课堂研究”既可以由教师个人

进行，也可以由教师之间合作实施，

“课堂研究团队”就是着眼于后者的

优越性而形成的。基于教师团队的

课堂研究的特质，不同于各种制度

化的研修，它是完全基于“有志者自

发 的 结 集 ”这 一 意 义 上 的“ 自 发

性”。这种“自发性”有助于保障每

一个成员彼此间的思考与信条的自

由，同时在提升教学实践的素质上

也容易取得共识。以这种“自发性”

为前提，就可以求得“协同性”的特

质——彼此从平等的立场出发，发

表自身的教学实践，根据教学实践

的事实，共同展开分析、评价、批判，

从而揭示教学改进的方向与线索。

这既不是特定教师的经验，也不是

客观主义的分析，而是旨在开拓儿

童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分享理想而

可行的教学模式及其技术的“协同

性”。再者，这种“课堂研究”必须是

日 常 性 的 、长 跨 度 的“ 持 续 性 ”研

究。最后，这种“课堂研究”的另一

个 引 人 注 目 的 特 质 就 在 于“ 伦 理

性”——一线教师与研究人员作为

合作研究者，对于教学展开的设计、

实施与课后的分析、评价的作业，负

有共同的责任。在课堂研究中，研

究者的理论借助一线教师的实践加

以琢磨与修正，反之，一线教师的实

践借助研究者的理论加以检验，或

者将自身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

高度。一线教师借助日常的课堂研

究，不仅打造自身的教学实践力，同

时也打造教师的“学习共同体”。

“课堂研究”绝不是在真空中进

行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课堂

研究”是同那些扭曲课堂研究的思

想及其势力展开博弈的一场斗争。

“应试教育”最后的堡垒就是课堂教

学，课堂不变，教师不会变；教师不

变，学校不会变。换言之，课堂变

了，教师才会变；教师变了，学校才

会变。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

授、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名誉所长）

课堂研究的特质与课题
□ 钟启泉

课堂研究③

一次县区举行高中青年教师教

学艺术公开赛，重点在引导教师去唤

醒学生的主体意识，而不是让学生跑

龙套；唤醒教师的主导意识，而不是

让教师一言堂；唤醒学生思维的主体

意识，而不是单纯种下一棵知识树。

我校教师王静带来的是人教版高

中语文必修三小说单元课文《林黛玉进

贾府》。这节课属于新课程标准中“阅

读和鉴赏”部分小说与戏剧的必修序

列，教学对象是高一学生。此阶段的学

生更关注小说的故事情节，而《红楼梦》

却偏偏以细腻的描写见长，其文化含量

更是丰厚无比。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

从细腻的描写中把握人物性格及其成

因，在学生的品读与讨论中挖掘出文化

的因子，让他们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将是解读这篇课文的关键。

王静上的是这篇课文的第二课

时，她立足引导学生大胆质疑、探索，

并进行合作学习，让探究式学习方式

充分渗透到教学中，借以体现学生的

主体性。而教师的“导”则集中体现

在一根红线上：宝黛对视的“木石前

盟二人心灵世界”，“叛逆摔玉两个对

立世界”。课堂主线很清楚——用王

蒙的评论引出“心灵世界”讲宝黛，用

脂胭斋的评论总结宝黛心有灵犀的

爱情萌动，用余英时的评论串出“对

立的世俗世界”揭示将来爱情的悲

剧。三段评论显示出浓浓的文化味

道，也将教师的主导地位充分彰显出

来。大课文，小角度；生活事，探究

味，这一点很值得同行学习。

在探究“木石前盟——二人心灵

世界”这一板块时，课堂上呈现一大

亮点，反映了学生的主动探求：在黛

玉肖像的描写上，一男生“读”，一女

生“品”。男学生模仿的是任志宏的

诵读，温柔细腻，情感把握精准；女生

的“品”几乎可以看成一段优美的文

学描写——“你是那一滴竹叶上的晶

莹露，你是那一缕不胜凉风的拂堤

柳；眉睫着染似有还无的西施愁，两

靥轻沾拂去还来的黄花瘦。黛玉，你

是清晨池塘带雨的梨花，还是秋日林

中含泪的百合？”好一句“含泪的百

合”！恰如其分地把握了黛玉的特

质，一下子让学生擦出想象的火花，

点燃了学习的热情。课堂上甚至出

现了“为什么黛玉不是带雨的梨花而

一定是含泪的百合”这样关乎诗花韵

味、文学意境、人文情怀的讨论。王

静不失时机地点出“潇湘馆”，引出

“斑竹泪”，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木

石前盟的心灵世界”的陶醉，把课堂

带入了一个小高潮。这个教学活动

的设计唤醒了学生去投入感情、斟酌

语言、选择表达；动脑、动情、动心。

而学生的自由生成，反倒把这节课渲

染成了浓浓的文化课。

在探究“叛逆摔玉两个对立世界”

这一板块时，王静以问题为导向，通过

抛出有一定思维内涵的问题，引导学

生生成有创意的思维火花。比如，“宝

黛初见”时，文中宝玉一“笑”，黛玉“一

惊”，可偏偏在这个时候，王静抛出了

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此

刻是黛玉一笑，宝玉一惊呢？”话音刚

落，教室里已笑倒一片，可真让学生解

读时却不理想，心里明白却欠表达，这

就是学生学科素养的软肋，也正是教

师最应该引导和唤醒的思维高度。

教学进行到鉴赏王熙凤的出场

艺术时，王静用 PPT 近距离展示凤

姐、宝玉的华贵服饰之后，突然话锋

一转，问道：“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

是小说的女一号，又是刚进贾府的贵

客，这么重要的人物在这么重要的时

候，为什么作者不去描写黛玉的服饰

呢？”这是一个富有创见的问题，是一

个典型的“从已知中寻找未知”，这比

教师直接告诉学生黛玉清丽脱俗效

果要好得多。有的学生说，黛玉进贾

府这一情节，主要是通过黛玉写贾

府，她是线索人物，这就帮助学生触

及到了写作的结构；有的学生说，黛

玉没了母亲，是投靠外祖母的，自然

在穿戴上不如凤姐等，这就帮学生触

及到了她的身世；最后学生通过讨

论，都能准确地回答黛玉“风露清愁

的素雅”。王静又用“质本洁来还洁

去”进行引导，黛玉的“清”自然呼之

欲出了，也与凤姐的“俗”有了无形的

对比。

小说里，宝玉与这个世俗的世界

有着尖锐的对立，“摔玉”是他叛逆性

格的集中体现。王静不讲宝玉的杜

撰，不讲众人的慌乱，不讲贾母的心

疼与圆谎，不讲宝玉的流泪，反以“为

什么宝玉一见到黛玉就摔玉”追问，

引导学生去理解他与黛玉的心灵相

通和爱情萌动，借以宣告他们与这个

世界的对立。当然，如果教师每次提

问都要有内涵，时间也可能不够，这

就需要将有些问题进行过渡串联，如

“黛玉进入贾府到了哪些地方？”“见

到了哪些人？”一下子就把贾府的布

局和人物带了出来；“黛玉最期望见

到的是哪个人？”则迅速转到了“宝黛

的心灵对视”上。

我们在听课的过程中，始终被精

彩的课堂教学活动所吸引，被学生思

维的火花所感染，被环环相扣的质疑

所引导，精神专注、积极投入，甚至参

与到课堂的讨论之中，没有丝毫“累”

的感觉。无疑，这是一堂唤醒了师生

思维与情感的好课，所树立的高度也

是值得我们努力攀登的。课堂上能

否启迪学生的思维，问题设计得是否

精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文本

研究后的质疑能力，而这种能力则直

接来源于教师的专业修养。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随州市曾都

区第一中学）

品出一堂好课的“密码”
□ 高俊文

观课笔记

七年级（3）班教室，我的一堂话

剧课正在进行。

课的起始，是我和学生合作演出

的一场独幕剧——《慈母泪》。我感

觉好久没有和学生这么“入戏”了。

45分钟的话剧课，我和学生演绎得风

生水起。

班内5个小组，每组推出一台3-

5分钟的话剧。

我给出的话题材料是：中考前

夕，一个孩子不听母亲的劝阻，沉溺

于网络游戏，母亲愤而离家。孩子不

见了母亲，幡然悔悟，在离家不远的

公园找到了母亲，劝母亲回家。

我给出的人物——母亲，孩子，

一个邻居或是一个亲戚。

环境——傍晚，雨天，公园。

课前，我答应学生，会第一个登台

表演。我和两个学生课前进行了简短

的排练，我演母亲，一个女生演孩子，

另一个男生演的是孩子的叔叔。

在大家期待的眼神中，我们信心

满满地登台。众目睽睽之下，饰演孩

子的女生还是紧张得声音发抖。“母

亲”万念俱灰，需要“女儿”声情并茂，

以图“母亲”回心转意的时候，她竟然

忘记了台词，只是抓着我的胳膊，呆

呆地望着我，无言以对。此情此景，

我灵机一动，低低地对她说：“快喊

‘妈妈’！”女孩心领神会，怯怯地喊了

一声“妈妈”。我略带愠色，说：“你的

态度根本不够真诚！大声再喊一

遍！”我的话一语双关，看似台词，实

是提醒。

女孩微微调整了状态，深吸了一

口气，不知是紧张还是真的情到深

处，突然声泪俱下，摇晃着我的胳膊，

深情洪亮地连喊了三声“妈妈”，一声

高过一声，真挚煽情。“孩子”的激情，

竟把我感染得泪水涟涟，台下的学生

也是热泪盈眶，有的女生还哭出了声

音。课堂的氛围一下子高涨起来，我

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妈妈”的角

色立时附身……我和两个学生都发

挥得淋漓尽致。演出结束，台下掌声

雷动，女孩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泪痕

斑斑，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情境中走

出来。

这简短的话剧所表现出来的效

果，是我不曾预料的。

我和两个学生的“砖头”，带出了

璞玉一片。接下来几个小组的表演，

更是声情并茂，高潮迭起，几个平时

看似沉默寡言的学生，在此次话剧课

上大放异彩，吸粉无数。课刚一结

束，就有学生围着我追问下次话剧课

的内容和演出时间。

一堂平常的话剧课，一扫我一个

中年教师的沉闷和油腻，似乎许多年

没有这种“疯一把”的浪漫情怀了，仿

佛又重拾刚参加工作时的激情。

教学，要引人入胜，教师首先应是

风景；课堂即是舞台，教师的“入戏”，

自会“惊起一滩鸥鹭”，塑造“戏精”无

数。为师之初，争当“新秀”；年岁渐

进，当为“老戏骨”，永葆教学活力。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莱芜

区大王庄中学）

做一个“入戏”的执教者
□ 张永玲

课事

漫画课堂

通过知识形成一
定 的 思 考 方 式 、学 习
态 度 ，增 强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和 自 信 ，才 是
学习的深层过程。

刘志永/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