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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20年1月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关键人物

“三不”先生
□陈振双

每周推荐

阅读教学的几点建议
随看
随想

阅读教学，有许多教学主张。但是人类大脑的阅读机制究竟如何、
对阅读教学有何启示，教师往往知之不详。本书虽然是研究英语阅读和
大脑之间的关系，其结论也最适切于英语国家，但是中文的阅读教师阅
读此书，也能获得有益的启示。教师不能仅仅站在自身经验的角度上进
行阅读教学，除了对文本规律的了解之外，还要对人脑的机理和规律有
所认知，这会纠正我们阅读教学中许多狭隘而不自知的错误。 （杨赢）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到底能给一心希望优

化阅读教学的教师和父母们提供哪些建议

呢？尚在成长中的阅读科学还没有现成的定

论，但它确实提供了几点建议，简单却也精妙：

我们知道，字母到语音的转换是阅读习得的关

键阶段。所有的教学从一开始就应专注于一

个目标，即掌握每个字母或字素与音素一一对

应的拼音原则。

在幼儿园，老师可以安排些简单的小游戏

来为儿童学习阅读做好准备。在语音水平上，

学龄前儿童常常从将单词拆解为其组成读音，

即音节、押韵，最后是音素的游戏中受益。在

视觉水平上，他们可以学习识别并描写字母形

状。蒙台梭利教学法要求儿童用手指描画砂

纸字母的笔画，这对幼龄儿童帮助很大。它帮

助儿童了解每个字母的笔画走向并清楚地将

“b”“p”“d”“q”区分开来。

在准备阶段之后，我们必须不厌其烦地反

复教授孩子每个字母和字母组合与音素的对

应关系。儿童的大脑无法光凭视觉阅读来自

动提取这些对应关系。他们必须明确地认识

到，每个语音可以穿上不同的“衣服”，即字母

或字母组合，每个字母都可以有多种发音方

式。由于英语拼写复杂，字素的引入必须遵照

一定的逻辑顺序。具体呈现时最好从最简单、

最常见的字母开始，比如“t”“k”和“a”这类，它

们的常用发音通常只有一种。而不太常见的

字素（“b”“m”“f”），不规则的字素（“i”“o”）或者

复杂的字素（“un”“ch”“ough”）可以循序渐进

地引入。我们有必要让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到

熟词中的这些单个元素上。要实现这一点，可

以给每个字素指定一种特殊的颜色，或者打乱

字母组成新词。我们还应向孩子们解释这样

一点：在单词中，字母是按固定的顺序从左到

右展开的，彼此间不留间隔。让孩子能注意到

单词的各种亚成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知识必

须明确地教授给儿童，比如可以用滑动的窗口

盖住单词，一次只显露其中的几个字母。

当然，了解阅读机制本身并不是目的，从长

远来看，只有理解语义，阅读才具有价值。儿童

一定要知道，阅读不是简单地发出几个音节，还

要理解文字的内容。只有当孩子能够轻松地读

懂单词和句子，并且能够进行复述、概括或者释

义时，才算圆满地完成了一个阅读阶段。

很多教师会认为我的建议是多余的，但是

这里详细展开讲讲也无妨。我曾经试用过所

谓的“获奖”阅读软件，而它为初学者引入的第

一个单词居然是与英文“onion”发音十分相近

的法语单词“oignon”，这也许是法语中拼写最

不规则的单词了！类似荒谬的错误清楚地表

明，有些教育者甚至连最基本的教学原理都尚

未理解。

强调父母和教师不该做什么同样重要。描

写单词的整体外轮廓毫无用处。吸引孩子关注

字母的上伸或下伸模式也不是特别有效。此类

练习甚至可能干扰阅读，因为这样会引导孩子

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单词的整体外轮廓上，从

而令他们妄下结论，认为可以不用逐个查看字

母就能猜测词意。我们应该看到，像“eight”和

“sight”，这两个单词的外轮廓几乎是相同的。儿

童有必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逐个分析

字母才能识别出单词。

阅读教育必须避免将孩子的注意力从字

母水平转移开来，因此我对那些装帧精美的阅

读手册持保留态度，这些材料中的插图往往比

文字还要多。单词的海报整学年都张贴在教

室的墙壁上，单词的位置一成不变，这也会带

来问题。一些孩子，通常是那些最优秀的孩

子，只是记住了每个单词的固定位置和页面的

大致布局，而并不再注意单词中的字母组成。

这种策略不仅会让老师和父母产生错觉，认为

孩子已经知道如何阅读，更糟的是，孩子自己

也会这么认为。插图也会分散孩子对课文的

注意。现在的孩子总是被过度的刺激和分心

物所包围，导致他们中一些人不再能学会长时

间维持注意力了。回归朴素的课文，把内容一

笔一画地写到黑板上（这样也记住了书写的手

势），也许会有所帮助。我们也同样需要提醒

孩子们，尽管阅读是苦差事，但它在解码和理

解文章的过程中自能得到阅读的内在回报。

在阅读过程中，欲速则不达。在每一阶

段，引入课堂的单词和句子只能包含明确教过

的字素和音素。阅读课即兴发挥的空间很有

限。老师不能在快上课的时候草草决定教授

几个没有充分准备过的词句，这种随随便便的

选择会使学生感到很迷惑，因为这些内容很有

可能需要学生具备他们还未掌握的高级知识。

作为对阅读很在行的成年人，我们很大程

度上低估了阅读的困难。向阅读初学者呈现

单词时必须进行逐个字母的分析，以确保这些

单词没有包含儿童无法理解的拼写问题，比如

不常见的发音、不发音的字母、双辅音，或者如

后缀“-tion”等独特的词尾。如果过早地在课

程中引入以上种种特例，儿童会认为阅读是随

心所欲的，无须学习。我本人作为一名科学家

和教授，十分期待我们孩子的托付对象——广

大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们，能像我们准备心

理学实验那样投入大量的心思来设计课程。

最后，阅读障碍儿童的监护人也不应该气

馁。不同国家和文化各有各的阅读难题，而英

语大概是所有拼音文字系统中最难的一种。它

的拼写系统透明度相当低，每一个字母都有着

不同的发音方式，而且例外的情况也有很多。

（选自斯坦尼斯拉斯·迪昂《脑与阅读》，周

加仙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1981 年秋天，我考入了“应师”——应

山师范学校。我们的班主任是周国善老

师，他教我们数学，一直教了三年。

当时的“应师”可以说是“藏龙卧虎”，

聚集了一批名师，周老师正是其中的一个。

周老师上课很有特点，他上课从来不

看课本和教案。遇到重点部分，就叫我们

把书翻到第几页第几行，用笔画下来。布

置作业的时候也是这样，“请同学们做第几

页第几题”。

最令我们惊奇的是，他几乎从来不看

手表，一堂课上完说“下课”时，铃声往往也

会响起来，仿佛铃声受他控制似的。周老

师上课，一不迟到，二不看课本、教案，三不

拖堂，私底下我们戏称他是“三不”先生。

每周班会课上，周老师一般会总结上

周的学习情况，安排本周的事情，具体内容

我都忘记了，只记得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孔

子、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叶圣陶，还有

“有教无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

学做真人”“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等，当时似

懂非懂，但是这些话却记得很牢。

学校管理十分严格。每天早上6点15

分，天刚蒙蒙亮，我们还躲在被子里呼呼大

睡，周老师就来拍门：“快起来，快起来，马

上到操场集合站队跑步！”他一个寝室一个

寝室拍过去。对于跑步，我们刚开始颇有

抵触情绪，但看到周老师每天和我们一起

跑，也就慢慢习惯了。

下了晚自习，我们要赶紧回寝室，洗

漱、上床、关灯、睡觉。9点钟，周老师开始

查房。如果哪个学生意犹未尽，还在天南

海北地瞎聊，周老师就会在门外连续咳嗽

几声，以示提醒。

如果是一天、两天，那也算不了什么，

可是周老师天天如此，这就不得不令人肃

然起敬了。

青葱岁月，年少无知，我们给周老师添

了不少麻烦，可是当时并不知道。

一天下午，3个学生偷偷跑到火车站买

票走了，周老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

时，一没有汽车无法追赶，二没有手机无法

联系。周老师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走了很

久。终于，有家长打电话说三个孩子回家

了，周老师才放下心来。

我们一毕业，周老师就调到其他部门

去了，我们可算是他的“关门弟子”。但我

似乎并没有取到“真经”。

我成为老师之后，一接触活生生的学

生，就忙得不知所措、焦头烂额。不过我会

想，周老师如果遇到这些事，他会怎么处理

呢？我一边琢磨，一边阅读《论语》《给教师

的建议》《陶行知教育名篇》等著作，教育教

学很快上了路。

如今，每当工作中遇到挫折、有些消

沉时，眼前还会浮现出周老师那清癯的面

庞、和蔼的目光，于是我便又提起精神振

作起来。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安陆市实验小学）

之前认识一位教师，他因为各种原因

没能加入本地的“名师工作室”。刚开始，

他向我抱怨说自己运气太差了，我对他深

表同情。大约过了两个月，我们在一次活

动中又见面了，他却面露喜色。一问，他笑

着回答：“我找到了一位名师。”我很好奇那位

“名师”的名字，他神秘地摇头：“大名鼎鼎，

家喻户晓。”

我一直以为他加入了另外的“名师工

作室”，直到半年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他找到的

“名师”竟然是日本教育家佐藤学先生，原

来他是以书为媒找到的“名师”。

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他的推荐下，

我认真研读了佐藤学的作品，渐渐发现了

日常教学生活的趣味，也让我第一次真正

意识到作为一名教师的价值。

跟着佐藤学这样具有“实践—反思”精

神的名师学习，我不再只关注事实与手段，

也开始试着对教学经验和行为进行梳理。

我通过微信把这种欣喜与先前那位教

师交流，他听到我的想法后，邀请我到他的

学校参观。“我正在进行一个教学尝试，这

是我几个月来的一些做法。”他拿来一摞资

料，上面有学生的一些笔记和文章，还有他

的10多篇教学反思。

我有点惊讶：“竟然有这么多东西！”他

笑了：“我也没有想到，以前我觉得为了某个

课题去搜罗资料是让人头疼的事情，但现在

我手里的资料太多，也让我‘头疼’。”

这次见面又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或许

作为一线教师，只要我们敢于行动，就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吧。于是，我又开始试着

改变自己，不再只是“想”，而是开始去

“做”。我从征文活动设计开始，最初是简

单的读后感写作指导，再引导学生参加各

种征文比赛，到今年我开始引导学生制作

生命里的第一本书。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看到了学生的

进步，也看到了自己的进步。而且我发现

心中的“名师”渐渐增多了，阅读的范围更

广了，探索的路径更宽了。与此同时，我与

其他教师一起组织成立了“读书论坛”，我

们一起研读，一起交流，有意识地打破局

限，超越自我。

有一次上完公开课后，一个年轻教师

走过来对我说：“你真是我心中的偶像，我

要是能成为你那样的人就好了。”

她的赞美让我从一种浑然无觉的状

态中惊醒过来，原来我也可以在小范围内

成为他人心中的一名优秀教师，这也让我

对“名师”这个称呼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所谓“名师”，应该是指那些没有放弃思考

和行动的人吧，他们在前行中重塑自己，

继而影响他人，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

感的教师。

就像我认识的那位教师，虽然他没能加

入某一个名师工作室，但是却能找到书本里

的名师继续学习，并愿意与我分享他的成长

经验，才让我也可以一路走到今天——他在

我心中早已成为“名师”。

或许，只要像他一样，心中有光，一路

前行，每个教师都可能成为“名师”。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新都香城

中学）

“名师”一直在身边
□余志勤

成长记录

假日慵懒的午后，我翻起了于永正老师

的教育文集《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一段

文字映入眼帘：“读和写是我的教育、教学不

断进步的双翼。读与写的过程，是不断肯定

自己、激励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反省

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反复循

环过程中，让自己的实践有了理性，使自己

的路走得越来越正，越来越直了。”细细品

读，内心竟久久不能平静。

记得几年前，我从小学转岗到幼教，作

为幼教专业的“门外人”，面对孩子的突发状

况常常一筹莫展。许多老师与我开玩笑：你

们班就是大孩子带着小孩子的“孩子班”。

“孩子班”里孩子的奇招不断，有动不动

就打架的，有怎么都不午睡的，还有哭个不

停的，我差点被这些熊孩子逼到“崩溃的边

缘”。那段时间我迷失了自己，也找不到作

为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直到读了张文

亮先生《牵着蜗牛去散步》的文章，我豁然开

朗。其实我可以做一个带着小蜗牛去散步

的大蜗牛妈妈，在慢慢欣赏风景的路上共同

成长。

在与孩子牵手成长的过程中，教育类书

籍的阅读帮了我不少忙。《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让我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幼儿在情感认

知等方面的发展水平；《给教师的建议》为我

的教学释疑解惑，教会我与孩子相处的方法；

《鼓励是最好的教育》则让我知道，教师的微

笑、鼓励和爱可以唤醒孩子身上的潜能。

阅读改变了我的教育思想，也改变了我

的教育行为。春天，我与我的小蜗牛们亲手

种下一棵棵小苗，观察它们的成长；夏天，我

们在阳光下肆意追逐，挥洒汗水；秋天，我们

去户外追寻落叶和风的足迹；冬天，我们则

在寒风中奔跑，强健身体。我用“你真行”

“你试试”“你能做得更好”等鼓励孩子们，慢

慢地，我的教育生活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穿越艰辛，阅读让我收获了不一样的教

育魅力，我也暗暗决定要把世界上最美的书

送给我的小蜗牛们，让他们快乐的童年因为

阅读而多姿多彩。于是，我在教室里创建了

“小书吧”，从色彩鲜艳、图文并茂的绘本入

手，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读《不一样的卡

梅拉》，孩子知道人要有自信，要有自己的想

法；读《爷爷去了天堂》，孩子在泪眼蒙眬中

了解了生死疾病的话题；读《猜猜我有多爱

你》，孩子们知道要对所爱之人表达自己的

爱……一页一页翻阅，一字一句品读，绘本

就这样渐渐变成了孩子们的朋友。

多年前，我把与孩子们的故事写成文章，

取名“幼儿教师的幸福”，在比赛中荣获二等

奖。从此，记录孩子的成长故事也成了我的

一大乐事。不知不觉竟有多篇文章获奖并发

表，我的教育教学之路也越走越顺畅。

有人说：阅读，是骑着别人的文字欣赏

世界；写作，是骑着自己的文字创造世界。

我愿意骑着文字，在教育这片广阔天地，去

欣赏并创造属于我们共同的美好。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新干县城南幼儿园）

骑着文字去飞行
□李 艳

悦读·话题

老师，用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知识的大门；老师，像灯塔一样指引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老师，开阔

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更加快乐地学习！

四川省遂宁市遂州外国语小学校 谌月 指导教师：邹兰

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