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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2019年7月1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最美总是在冬天，翠湖绿柳如烟。

在四季如春的昆明里，海鸥恋着最美的

家园。花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余音未绝，对面高一（5）班就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原来是在为高一（6）班

的表演喝彩。

“老师，你们班唱的歌太好听了，

把我们全都吸引了！”课后，高一（2）班

学生追着我问，“作为语文老师怎么带

他们唱歌啊？”我反问：“用唱歌的方式

上语文不行吗？”

用音乐唤醒学生的梦

语文课总在早上第一二节，学生

还没真正从睡梦中醒来。为此，我开

始寻找突破，让语文课有点趣味，由河

图作曲的《雨碎江南》和《雨巷》的融合

教学是我的第一次尝试。

“月色寒，独怜谁家青石板，檐角珠

光续了又断，恰满成一盏……在桥头并

肩，连纸伞都碎在江南烟雨天。”《雨碎江

南》柔媚、凄清的意境，与“撑着油纸伞，

徘徊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如出一辙；且

歌词典雅，文学价值很高；音乐旋律凄婉

迷惘，感染力强，是笛子的经典曲目。我

先用笛子为学生吹奏，再带学生品味其

中的文学意蕴，学生兴致盎然。

从此，我开始了“音乐·语文”课的

探索，突破音乐和语文之间的藩篱，找

到二者的有机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

进，用音乐把学生从梦中“唤醒”。

“歌”是“诗”的灵魂伴侣

诗词教学是我探索音乐和语文融

合的主阵地。《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

了》被现代音乐人谱成了曲子，我事先

安排音乐委员把它唱熟，再带领班上

学生唱。同时，我用大 G 调的笛子为

学生演奏，该调声音低沉浑厚，曲尽其

妙地传达了李煜的亡国之悲。学生会

唱后，我用笛子给他们伴奏，在合唱中

培养师生默契，诗词背后的情感也自

然而然地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再

分析艺术手法，水到渠成。

此外，我探索更多音乐与诗词融

合的形式。上《将进酒》一课时，我发

挥学生特长，将说唱与Beatbox口技结

合起来，用极具现代感的音乐生动地

传递了李白的豪迈之情。Beatbox 声

韵铿锵、节奏感强、爆发力强；说唱一

板一拍，很契合“与君歌一曲，请君为

我倾耳听”的场景。可以想象，宴会上

李白是边敲碗筷边放歌，洒脱不羁；课

堂上，学生是边打 Beatbox 边说唱，自

由豪迈。

去年暑假，我参加了薛瑞萍的诗

词吟唱培训，对吟唱产生了兴趣。当

我把握了“平长仄短，平轻仄重；一二

声平三四仄，入声归仄很奇特”的规律

后，所有诗都可以自然地唱出来，不用

再苦思冥想去改编，提高了教学的自

然生成性，让诗歌变得妙不可言。我

把薛瑞萍的《吟诵课》《我爱吟诵》买来

研读，并开始教学实践，先教学生吟唱

朱熹的《春日》，让他们把握吟诵原则，

继而推进到其他诗词的吟唱学习。早

读时，学生就用吟唱的方式来背诵，美

育和智育兼具，不知不觉间诗词已融

入生命。

声情并茂的不仅是诗歌

诗乐结合之外，我继续探索音乐

与戏剧、小说、散文等文体的融合。

戏剧是融语言、动作、舞蹈、音乐

等形式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上

《窦娥冤》一课时，我精选几段唱词让

学生配乐，课堂上分角色对唱，配以个

性化动作，绘声绘色。

学小说《林黛玉进贾府》时，我用

电视剧《红楼梦》主题曲《枉凝眉》做

引子，先用洞箫给学生吹奏，“如怨如

慕，如泣如诉”，很好地将学生带入

《红楼梦》哀婉的氛围中；再顺势借

《枉凝眉》歌词解读宝黛爱情主线，继

而扣住《林黛玉进贾府》中宝黛第一

次 相 见 时 似 曾 相 识 的 情 节 展 开 教

学。小说学完后，让学生按《枉凝眉》

的句式写一首词，多角度表达自己对

该小说的理解，学生相互修改润色，

然后用《枉凝眉》的曲调唱出来，在班

上展示。

上散文《故都的秋》时，我让学生

用音乐和绘画的形式展现自己心目中

的秋。本文开篇的曲子就是高一（6）

班白洋和杨炫宇的作品，他们改编了

风靡一时的《成都》，创作出重点展现

昆明秋季的《花都》，当堂表演，圈粉无

数。学校溪流文学社的采访组闻声而

来，请两位同学专门录制了视频，再配

上文字，在公众号推送出来——想不

到竟是第一个昆明版的《成都》。

美学家宗白华说：“艺术不仅满足

美的要求，而且满足思想的需要。”音

乐与文学的融合，让学生在积极的语

言实践活动中逐渐构建起了核心素

养，并在真实的情境中表现出了良好

的语言运用能力，而思维方法与思维

品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也都获得

了全面提升。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昆明市第十

四中学）

唤醒学生心中的文学梦
□ 许三珍

课堂策

西方最早期的教学论著作是 12

世纪的法国人休的《学习论》，这是一

本系统论述“学知”及其学习方法方

面内容精彩的代表作。但中世纪以

来，西方教学方法交织着两条路线的

角力，一条是以“教”为中心的，其代

表人物是赫尔巴特；另一条是以“学”

为中心的，其代表人物是杜威。教育

的核心终究是学习，因此晚近以杜威

为代表的教学思想成为主流。我国的

教学思想同样走过了“学—教—学”

的发展轨迹，传统的教育话语就是以

“学”为中心的。例如在《论语》中，

“学”字出现了 64 次，而“教”字仅出现

了 7次。《论语》的开篇是《学而》，我国

第一篇专门的教育论著是《学记》，

《荀子》的第一篇就是《劝学》，等等。

我国自引进凯洛夫教育学之后，形成

了以“教”为中心的教育方法体系。

新课程改革以来，强调儿童的学习主

体性，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再次

被关注。

如今，我们对知识社会中作为专

家的教师形象应当有新的认识。在信

息化、全球化进展的 21 世纪知识社会

里，我们要求教师拥有能够培育儿童

的“学术核心能力”的能力，并不停留

于片段性知识与技能的有效传递，而

是更深入地学习现实与学术体系的原

理，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与智慧的力

量。这样，教师要知晓在教学中如何

组织学习过程，如何在时间和空间维

度设计课程和学习环境，如何构筑学

校的学习文化。教师不仅要反复运用

学生时代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就职

之后学到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还

要能够适应多样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

儿童实际，跟上日新月异的教育学术

知识的变化，成为知识的探究者和终

身学习者。这种要求意味着，把教师

视为“教的专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佐藤学界定的作为“学的专家”应

当具备的能力，即“教师的能力＝娴熟

手工者的能力+教育专家的能力”，具

备三个基本特质：

第一，娴熟手工者的技能＝艺术

创作的技巧和矜持（自豪感）＝基于模

仿和边看边学而获得的能力（学徒制

学习）。

第二，专家的能力＝知性判断、伦

理和自律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基

于探究与经验而获得＝案例研究。

第三，教师“学习共同体”的重要

性。同僚性的建构，将娴熟的医生的

特点（细致）和专业性（知性与责任）的

精髓集于一身。

教师的成长靠课堂研究的实践，

而“案例研究”便是课堂研究的基本方

式。从教师拥有的实践性知识、思考

方式和职业的独特性看，这种课堂研

究具有功能性的作用。教师的实践性

知识是特定的教学脉络中发挥作用的

复合性的多层次知识。从某种意义上

说，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知识、无意识地

起作用的内隐知识，也是一种以个体

经验为基础的行为理论。因此，教师

要认识到这种自身的教学风格所表征

的行为理论与实践性知识并加以言语

化。教师专业的独特性就在于，每天

面对的都是崭新的动态发展中的教育

世界。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专业见识

是如何得以实现的，除了教学现场的

合作、对话、分享之外，别无他法。

从教师的这种实践性知识的特质

看，案例研究作为教师的基本学习方

式，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教学观摩的意义。走进同

事的课堂，观察同事的教学现场，并通

过与同事的讨论，认识自己与他人教

学见解的异同，从而学会如何把握儿

童的学习与教材，如何作出应对等实

践性知识和行为理论。

第二，教学切磋的意义。这里的

切磋教学是指开放自己的课堂，并借

助与同事的切磋，对照同事的言说，认

识自己的教学行为和班级学生的学

习，进而发现自身的教学风格和教育

信念。

第三，教学合作的意义。借助教

师之间共同探讨“课堂愿景”的教学创

造，分享各自的教育智慧，领略课堂氛

围之类的非语言侧面乃至师生的情感

体验，从而获得共振与共鸣。

教师的成长是在教学创造中实现

的，教师之间彼此开放课堂，分享各自

的经验，是提升教师素养不可或缺的

行为。可以相信，案例研究将一步一

个脚印地引领学校现场的教师从“教

的专家”走向“学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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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的专家”走向“学的专家”
□ 钟启泉

课堂研究④

数学教学回归生活是国际数学

课程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势。加强数

学教学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已经成

为当前我国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

点。作为数学教师，要将学生的生

活融入数学教学中，使学生构建起

“生活—数学—生活”的学习体系。

创设生活情境，课堂导入生活

化。数学学习是在学生已有知识

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内容同化和

顺应的过程，而学生已有知识与新

知识之间的重要桥梁便是情境。

教师可以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从而自

然而然地导入新课。例如，学习

《轴对称图形》这一课时，在导入新

课时，教师可以设计常见的“蝴蝶

飞舞”这一生活情境，并向学生提

出问题：你从中观察到了什么，这

其中蕴含着什么数学概念？这样

及时引出轴对称图形的概念，由此

自然地导入新课的学习。

内容联系生活，学习凸显探究

化。学生的生活经验是学生进行数

学问题探索的基础，是学生学习新

知识的重要支撑。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要充分挖掘学生已有的生活经

验，引导学生自主探索，促使学生进

行知识的建构。

例如，在教学《图形的旋转》前

一周，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生活中

寻找“旋转的故事”。学生从生活中

搜集到时钟上旋转的秒针、旋转的

电风扇等，对旋转有了感性的认识，

对图形的旋转产生了好奇。教师引

导学生观察搜集到的图形有什么共

同的特征。学生在感受的基础上能

很好地理解旋转的含义，认识到旋

转的三个要素：旋转中心、旋转方向

和旋转角度。

又如，在教学《展开与折叠》时，

教师让学生事先去制作圆柱、长方

体、正方体、圆锥等立体图形，然后

在课堂上把这些立体图形展开，发

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力。

探究结合实际，应用数学常态

化。在设计教学内容和作业时，教

师有意识地将教材知识与生活实

际联系起来，把要解决的问题根据

具体需要有计划地安排于课前准

备、课堂探索和课后作业之中，为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

供锻炼的机会和必要的指导。

例如，在设计“测量校园中旗

杆和树木的高度”活动时，教师首

先要求学生根据自己选择的测量

工具独立设计出一种或多种可行

的测量方案 ；然后让学生分小组

进行讨论，对方案进一步优化，并

评选出设计独特且有较强应用推

广价值的方案在全班进行交流，

再由设计者对方案的设计思路和

可行性进行讲解论证。同时，也

可以带领学生到户外实践。这一

过程对发展学生的自主探索、合

作交流和分析归纳能力都能起到

良好的效果。

这便是生活中的数学——可

以 让 学 生 结 合 实 际 情 况 自 主 探

究、合作交流、运用生活经验解决

问题。

总之，教师要善于捕捉、善于组

合，打通数学通往生活的桥梁，将生

活数学化、数学生活化，让学生感受

到数学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增强学

习数学的兴趣与信心，这样会促使

学生不断在学习中去应用数学，也

会启发他们不断提出更多有价值的

数学问题。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曹县曹城

街道办事处中学）

让数学回归生活
□ 袁秀娟

课事

如今，加强语言文字的运用训

练已经得到广大语文教师的普遍

认可。阅读教学就是恰当地把读

与写有机结合起来。但一些小学

教师在教学中，喜欢带领学生开

展“写”方面的训练，特别倾向于

在阅读课后即兴展开练写片段，

将其等同于语言文字的训练，内

容脱离实情，时机把握不当，反而

效果一般。

为了改变现状，教师应当采取

以下策略，在平等互动的评价中发

挥“语用教学的实效性”。

“读写结合”训练——用得了无

痕迹。“读写结合”训练应当在学生

深刻体会文章的前提下开展。例

如，在《我为你骄傲》这篇文章的教

学过程中，我在讲到“她也和往常一

样，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却觉得很

不自在”的时候，向学生提出问题：

“很不自在”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发

生过不自在的事吗？当时的感觉如

何？有人回答：脸红耳赤，有人回

答：低头不语，还有人回答：非常羞

愧，等等。我接着让他们进行自由

想象：“很不自在”的小男孩表现出

的举动，随后又安排学生带着疑问

阅读，并进行如下训练：第二天，我

从老奶奶门前经过，她像往常一样，

微笑着和我打招呼，我____。第三

天，我看见老奶奶，她仍然像往常一

样，微笑着和我打招呼，我____。第

四天，我又看见老奶奶了，她还是微

笑着，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____。

在此基础上，我安排学生再进行阅

读，他们就会产生非常深刻的感

受。教学过程中利用 3 次体会，使

学生体会到“主人公”不自在表现在

哪里。

“读写结合”训练——用得合

情合理。“读写结合”训练不仅要关

注写作能力，还要关注文本的思想

内容。比如《一面五星红旗》一课，

在“单元导读”中列明如下要求“感

受各国人民间的情谊”。所以，在

教学这一课时，我为学生安排了如

下训练：自由想象，中国留学生由

于寒冷饥饿而摔倒的时候，老板是

如何对他进行帮助的？写话训练

中，学生将老板帮助人的场景刻画

得淋漓尽致，其中包含着许多充满

真情的词语。在训练过程中，一方

面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另一方

面还能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外国老

板的热情，充分反映出该单元的主

题思想。

“读写结合”训练——用得具体

生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是在长期

积累过程中养成的，在用词、造句、

布局等各个环节，用好“读写结合”

的关键在于“生动运用”。例如，在

《圆明园的毁灭》这篇文章的教学过

程中，我发现作者在描写建筑时使

用了“对比”这一写法，但文章里没

有任何描写西洋景观的词句。因

此，我用多媒体课件为学生展示了

国外景观，然后安排他们利用掌握的

词汇进行描述，并设置相应训练：用

“有……还有……”描绘西洋景观。

课堂观察中，我看到许多学生描写的

语句非常简单：“有富丽堂皇的宫殿，

还有壮观的喷泉。”面对这种情况，我

提醒学生能够使用“对比”写法来描

绘，例如“动静”“大小”等。在我的引

导下，学生深受启发，用到了许多巧

妙的语句。

切实强化对学生的语言文字训

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教师要

充分兼顾到学生的具体情况，按照

各种文章分类，瞄准“语用”教学的

出发点，确保训练真正起到实效，从

而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鹿

城区瓯江小学）

漫画课堂

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 刘志永/绘

瞄准“语用” 读写结合
□ 李忠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