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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著深度阅读中多“走”几个来回
□ 吴 蔚

课堂上，当教师过分依赖教参，

文本解读的深度、教材阅读的张力就

会不够，学生思维力的培养就会单

薄。因此，我们可以在好文章里借读

进去与读出来“走”几个来回……

《祖父的园子》选自著名作家萧

红的《呼兰河传》，是指导儿童开展经

典阅读、深度阅读的优选范本。文章

看似简单的文字，却包含作者对童

年、对祖父的无尽怀念。

第一个来回：通读整篇文章，学
习提炼概括

拔草、浇水\分不清\鸟、虫、花

类似于上面这样的板书倒是多见，

它以摘录式为主，内容铺陈，缺乏提

炼。而提炼和概括是一种积极的思维

活动和探索行为，也是培养学生学习离

不开的思维品质。这就需要教师自己

先具有这样的提炼与概括能力，并且在

研读文本中自觉地加以运用，才可能有

意识去引导学生。同样是以上内容，若

我们引导学生将其提炼和概括为：

一起耕园\宠爱呵护\花鸟随心

是否将文中所写的诸般小事分

门别类、一目了然了呢？同时也为本

文语文要素详略得当的写作手法教

学埋下伏笔。

此为第一个来回，先读进去，再

做提炼，从外看文，再入文品读。

第二个来回：挖掘几对关系，助
力深度学习

课堂上，教师可以深入文本，启

发学生深读，在不同的关系中寻求文

本意义。

第一对关系：详与略。教师运

用板书引导学生发现并学习第一对

关系——详与略。这是关于写作方

法的一对关系，也是文章教学的重

点。通过板书，教师引导学生思考

和分析以上三个内容，“如果是你，

你会详写哪一部分来凸显我对祖父

无尽的思念？”通过讨论对比，许多

学生将重心落在了“宠爱呵护”这一

内容上，因为这最能直接表现祖父

对我的宽容、呵护与宠爱，正是它让

我感受了童年的自由与温暖。这个

问题设置的出发点是写作，以学生

对本文写法的应用性分析来替代常

规提问“这篇文章，作者详写了哪部

分内容”。问题角度的变化，透露出

的是教师不同的教材观，而带给学

生读写结合的启发点也不一样。

第二对关系：老与少。对学生进行

发现式教学的启发，也是对学生走进文

本、深度学习的有益探索。在师生对话

中，我们找到了第二对关系——老与

少。对话中孩子讲到，正常的家庭关系

中，孩子一般都是与父母共同生活的，

而本文的作者却是与祖父在一起，用

“阅读链接”中的话就是，“我出生的时

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祖父一过八

十，就死了”。

这段话，许多教师在教学时往往

会忽略，因为它太浅显，然而教师就

是要在学生阅读时容易忽略的地方

停一停、问一问，以“作者有必要这样

慢悠悠、不厌其烦、数数般地来叙说

‘我’和祖父的年龄变化吗”等问题设

置，将学生再次引向深度思考。通过

句式训练：“一个刚刚出生，一个已近

暮年；一个慢慢成长，一个渐渐衰

垂”，强化理解和共情。

“老与少”这层关系将本文的情感

推向高潮，在与作者产生共情的同时，

学生也更能理解作者为什么对童年、对

祖父怀有那样深厚的无法割舍的情感。

第三个来回：拓展几组关系，促
进学用结合

第一组关系：篇与本/学与用。

语文课程“实践性”“综合性”的特

点，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借助丰富

的语言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在听说

读写中学，在听说读写中用。

要想真正走进《呼兰河传》，仅靠

这有限的篇幅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教

师要引导学生走进整部著作。课堂

上，教师要借助“原著午听”活动，变

单篇学习为整本熟知；再通过《呼兰

河传》的“人物品析”“诗化语言风格

品读”“散文化小说结构品绘”“萧红

创作追求品议”等主题交流，在“品析

—品读—品绘—品议”中，不断让学

生发现原著魅力，积淀言语经验，提

升言语表达，促进言语发展。同时，

培养学生养成以一篇为开端深入阅

读名著的习惯，让名著立起来，带给

学生对生活新的思考。

更多对关系：留给学生，课有尽

而意无穷。课上至此，依然有许多值

得师生探究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在对

比阅读方面，教师可以引导有兴趣的

学生继续深读，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见

微“探”著的阅读习惯，“向青草更青

处漫溯”。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西安高新

第一小学东校区）

云端连接两地课云端连接两地课
——八年级地理《中国的气候》同步教学尝试

当下一些学校的作业还存在一

些问题，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存在太

多整齐划一的“熟题”作业，缺少“长

思考”与“大发现”的学习过程。我们

要纠正把作业当作教学的“尾巴”这

一狭隘作业观，要从“课程视域与能

力立意”新作业观出发，使作业成为

引发学生兴趣、培育研究能力、形成

核心素养的重要课程载体。

所谓研究型长作业，旨在让学生

从现实世界中提出问题，经历猜想、

思考、实验、计算、推理、验证等“大思

维”活动，通过较长周期的研究，完成

对某项主题或项目的“长思考”和“大

发现”，形成研究性作品，并提供展示

平台，获得成果体验感，发展学生创

造性的高阶思维。所以，研究型长作

业具有“问题真、周期长、探究大”三

个显著特点。

那么，研究型长作业如何让学生

学会自主选题？如何实施长作业的

研究过程？如何评估学生长作业的

质量？

源于真问题，学会自主选题。研

究型长作业主张学生用数学的眼光

发现现实世界中真实的问题，这“真

问题”应该是困扰自己认知的，是一

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需要通过“长

思考”“真实践”才有可能获得解决。

例如，三年级学生在科学课上认

识了蜗牛，数学课又研究了速度、时

间和路程这一组数量关系，音乐课学

习了《蜗牛和黄鹂鸟》，黄鹂鸟嘲笑蜗

牛：“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呀，现在上来

干什么？”蜗牛唱道：“等我爬上它就

成熟了。”蜗牛真的爬得那么慢吗？

这个“真问题”激发了学生极大的兴

趣，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蜗牛每分

钟能爬多远？不同的蜗牛爬行速度

是否一样？蜗牛在不同材料上爬行

速度是否一样？

在研究型长作业实施初级阶段，

学生选题会遇到困难，需要教师给予

提炼和帮助，最佳策略是开设一两节

“找真问题”的选题课，教给学生一些

必要的提出问题的方法和策略，逐

步积累选题的经验，可以对某学科

知识进行推导论证、实际应用、质疑

审辩，可以结合不同学科知识进行

实验研究、设计创造，也可以对生活

中的事物进行观察、测量后建立数

学模型，或是对社会热点问题展开

调查分析……总之要引导学生从现

实世界中发现和提出“真问题”。

经历真解决，培育研究素养。依

据各学科间的融合程度，我们可以将

研究型长作业划分为学科长作业、融

学科长作业和超学科长作业，不同样

态的研究型长作业，培养学生像专家

一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培育研究素养。

例如，每当节假日，西湖周边总

是游客如云，西湖景区的拥堵问题便

成了杭州人民的一个“痛”。他们想

如果把出行的时间、成本、环保、安

全、可游览的景点等方面综合考虑进

去，哪种出行方式最佳？学生根据出

行方式的种类分成了 6 个研究小组，

以“西湖断桥——雷峰塔”为出行路

线进行了实践体验和实证研究。6个

研究小组调查了 6 种不同交通工具

出行的情况，并学会了用“模糊评

价”工具进行综合考量。首先，确定

评判对象，分别是步行、共享单车、

共 享 电 动 车 、公 交 车 、网 约 车 、游

船。其次，确定评判因素，主要从通

畅性、经济性、安全性、环保性、景观

性五个方面入手。然后计算出每个

维度的隶属度，隶属度代表了各评

判对象在相应评判因素下的优劣程

度，隶属度越高表示该评判对象越

优。最后，他们再根据各评判对象的

总得分值除以 5，就计算出了每种出

行方式的平均分值，最终得出共享电

动车得分最高，为0.7979。

这项研究型长作业，6 个研究小

组共 18 位“研究员”花了近一个月的

时间，期间他们还请教了大学教授，

学会了“模糊评价”工具，通过小组

“头脑风暴”厘清了研究思路，有分

工，有合作，有实践，有数学模型构

建，“一个月都在做研究”意味着这项

长作业带给他们的是“长思考”“真探

究”“大发现”。

展示真作品，体验美丽旅程。研

究型长作业以作业为锚点，把作业作

为一种创造性的探究活动，作业展开

的过程就是实践性课程展开与评价

展开的统一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过

程存在三种不同的评估。一是学习

化评估，在做作业的过程中学习与评

估相互融合，研究即评估。二是学习

性评估，即教师通过长作业活动的展

开来优化学习过程。三是学习段评

估，“一个月都在做研究”，以“项目学

评”方式，通过对长作业的过程鉴定、

成果答辩、作品展示，综合考量长作

业的质量，让学生体验到完成一项长

作业就好比经历一段美丽旅程，“酸

甜苦辣”皆转化为“育人”甘露，滋润

着“研究素养”这棵青苗。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天长小学

数学特级教师）

特级教师谈教学·吴恢銮④

作业是学生巩固、内化知识的

途径，是教师及时了解学生、适时

调整教学的重要依据。但在现实

教学中，学生的作业普遍存在重数

量、轻质量，重知识、轻能力的现

象。要改变这种现象，教师在作业

设计时就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

点、兴趣和爱好，可以巧用以下几

个策略。

一是作业形式不拘一格。有

的是制作型作业，即学生运用课

堂上所学的知识去 DIY 一些生活

中所需要的东西，从而认识到英

语的实用性和生活性。在教学中

我经常设计一些任务，让学生动

手制作，让学生享受“I can do it

in English”的乐趣。例如，在学完

祈使句后，我就布置了让学生为

校园的各个场所设计英文警示牌

的作业，课间学生留心观察校园

各个角落，之后顺利完成了这项

作业。为了给学生一个展示机

会，我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带领学

生走出课堂，把学生精心制作的

各个警示牌贴在相应位置，进行

了一次设计大比拼。那天校园的

绿 树 上 便 出 现 了“Don’t climb

the trees”，花坛旁出现了“Don’t

pick the flowers”的警示牌，在阅

览室的窗台上放了“No talking”和

“No littering”的警示牌……学生

在制作、张贴、摆放的过程中，巩

固了语言知识，也树立了安全意

识和文明意识。

还有的是实践型作业。学英

语的最终目的是用英语进行表

达、交流，将英语运用到实际生活

中，因此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尽可

能多的语言交流机会。例如，在

学习了打电话的表达方法后，我

布置了一项用英语给老师或同学

打电话的作业。学生为了更好地

完成打电话的任务，课下用英语

询问对方电话号码并记录，并结

合课文功能句创编出自己将要用

到的语句，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

来，利用课间进行练习。

二是作业内容五彩缤纷。英

语课上，我经常指导学生用思维导

图的方法学习记忆单词、归纳整理

重点内容。我针对上半年出现的

节日，指导学生把所学节日进行梳

理整合。例如，3 月 12 日植树节

Tree Planting Day、3 月 22 日世界

水日 World Water Day、4 月 22 日

世界地球日 World Earth Day 等，

我让学生用思维导图形式整理这

些节日，并写出这个日子应该做什

么，不应该做什么，培养学生保护

自然、敬畏自然的意识，树立家国

情怀。

三是用多种激励方式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学生是有差异的，

他们对知识的接受和掌握程度各

不相同。对于那些接受慢的学生，

我采取的是帮扶和等待。例如，这

学期我的要求是在假期前能背完

前三个单元课文的学生，随时找我

来领背诵小能手的奖状。为了使

每个学生都能有成功的体验，我要

求能力较弱的学生课文会读就行，

同样可以获得奖状。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读、背课

文，每节课开始我都利用 5—10 分

钟时间进行男女生 PK 赛，规则是

找水平相当的几组学生进行比赛，

如果会读就给本组加一颗星，会背

诵就加两颗星。这项活动点燃了

学生学习的热情，还培养了他们的

合作精神，课下能力强的学生还会

主动帮助弱一点的学生提高，班级

学习气氛浓厚。

事实证明，充满童趣和多元化

挑战的作业，可以更好地解放学生

的大脑与双手，帮助学生克服在语

言学习中的困难，真正体现学生的

积极性和自主性，作业对于学生而

言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

不思蜀的新天地。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大兴区孙

村学校）

研究型长作业：
赋能儿童数学研究素养

英语作业的
多元化设计

□ 孙丽娟

中国的气候一直是初中地理阶

段的考试重点和教学难点，这部分

知识从识记到理解到运用几乎涵盖

了每一个考试能力要点，但是在教

学过程中，学生在学习时面对枯燥

的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判读，

以及中国的气候分布特征和成因这

部分知识，往往过于追求记住“气

候 特 征 ”“ 分 布 特 点 ”等 所 谓 的 考

点，忽视了感受气候之间最直观的

视觉差异和体感差异。这种直观性

的缺失会极大地降低学生的区域认

识能力。从小的方面来说，学生的

应试灵活程度大大降低；从大的方

面来看，学生容易产生一种学完中

国气候对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

性毫无感知的现象。为了有效改变

这种局面，这学期我利用校长贾秋

萍援疆的机会，联系新疆乌恰县黑

孜苇乡中学的教师阿迪力江·买买

提依明一起进行了一节题为《一路

向西》的中国气候研究课。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基于人教版

八年级地理上册第二单元第二课第

三节《中国的气候》，对学情分析如

下：本节课学生分两部分，江苏省常

州市同济中学八年级学生和新疆乌

恰县黑孜苇乡中学八年级学生，两地

学生均已对中国的气温分布和降水

分布有了一定的了解，并相对熟悉自

己所生活城市的气候特征。我们期

望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促进信息技术

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融合。在知识方

面，两地学生能进一步了解气候的描

述方法，根据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

图判断气候类型，加深气候对日常生

活方式和区域发展的影响；促进常

州、乌恰两地学生相互了解，增进民

族感情，培养家乡认同。

信息技术应用特色以 ClassIn 为

主要平台，运用平板、大型投影、一体

机实现常州、乌恰两地学生、两位地

理教师之间的无障碍互动、讨论、分

享、展示和知识讲授，给两地学生带

来同一知识、两种视角、线上线下同

时进行的不同体验。

在课前准备过程中，我和阿迪

力江·买买提依明老师充分沟通，在

选定了 ClassIn 平台作为线上授课的

交互软件后，充分熟悉软件操作。

来自常州同济中学和乌恰的两位学

生分别在课前录制了反映当地自然

环境和风土人情的微视频。常州学

生的视频拍摄地放在拥有典型水乡

风貌的青果巷街区，重点展示了常

州的建筑风格、饮食习惯，强调了早

上 8 点的拍摄时间。乌恰的学生在

视频里介绍了柯尔克孜族的游牧文

化，也对拍摄的时间进行了强调，两

地的时差在视频播放后一目了然。

本节课常州和新疆两地同时开

始上课，课堂以贾秋萍校长寄回常

州的红枣礼物作为导入，从贾秋萍

校长的执教经历，引出常州和乌恰

两个地方。

双方学生和教师相互问好之后，

大屏幕播放两地学生提前录制的介

绍家乡的微视频。这种提前精心录

制剪辑好的微视频，原汁原味的身边

同学出镜，让差异展示视频更加吸引

眼球。此后，在两地的课堂中，清晰

呈现出同一张中国地图，两地学生同

时在中国地图上标注常州和乌恰的

地理位置，分析两地在沿海内陆、经

度纬度上的位置差异。我作为主会

场的老师，为两地学生介绍了分析描

述气候的通用方法，并展示中国所有

气候的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

进入练习环节，常州学生鉴别

出乌恰的气候图并描述乌恰的气候

特征，乌恰学生鉴别出常州的气候

图并描述常州的气候特征，两地学

生以主人的身份分别对对方的鉴别

和描述进行评价。这个环节，常州

学生很明显对乌恰的具体气候类型

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在温带大陆

性气候与高原山地气候之间存在疑

惑。此时乌恰老师接过了课堂的讲

解，对常州学生对乌恰气候描述时

的困惑进行同步解释。

接下来是分组任务，两地学生

分三大组，研究气候对生活影响的

三个方面。在事先准备好的电子活

动任务单中，常州学生在平板上，

新疆学生在一体机上，运用拖动剪

贴画图标的方式，为常州和乌恰因

地制宜选择农业发展的类型，搭建

传统民居，选择合适的衣着。

同时参与一个活动，相互帮助、

点评，在充分讨论研究分享中，两

地学生加深了情感。

最 后 是 运 用 本 节 课 学 习 的 知

识，尊重两地差异，寻找合作的新

途径。两地学生畅所欲言，分析家

乡 发 展 的 优 劣 势 ，对 加 深 两 地 合

作、发展自己家乡献计献策。

“两位老师用幽默风趣的讲课方

式，带我们了解了新疆的面积、特产

以及风土人情，用有趣的课堂屏幕拖

拽活动，介绍了新疆与常州在房屋、

气候、地形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我

还记得自己答题正确后，博得新疆同

学掌声的那种温暖与鼓励。”八年级

学生钱正浩说。远隔万里，但信息技

术让大家毫无距离感，每个人在不同

的空间同上一节地理课，运用全新的

方式学习了原本枯燥乏味的气候知

识，直观感受了中国的博大和文化差

异。在共同学习的时间里，师生深切

体会了不同民族的相融相知，增进了

民族间的相互理解。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同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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