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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华，山东省
淄博市张店区绿杉园
小学语文教师，曾被
评为全国推动新经典
诵读百佳教师、淄博
市优秀教师等，与韩
兴娥一起编著了《读
论语 学成语》《多音
字儿歌200首》等。

月度
人物

◎人物素描

□本报记者解成君 □张桂玲

发现《论语》里的成语

课堂策

徐美华的阅读教学徐美华的阅读教学““秘笈秘笈””
作家曹文轩说：“书做成台阶，直入

云霄。”
现任教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绿杉

园小学的语文教师徐美华说，书还可以
铺成一片绿意盎然、繁花盛开、丰饶美丽
的沃野，无边无际。她的梦想，就是带领
孩子们欢呼雀跃地奔向这片沃野。

这个梦想并不遥远。如今，徐美华
的学生 5 年能累计阅读近百本书，达 500
万字以上，背诵万余字，而且是轻轻松松
完成。考试成绩也一直遥遥领先，对她
的学生而言，成绩是“额外的奖赏”。

8 年时间，徐美华从一个人的“单枪
匹马”扩展到她所在的年级，再到全校40
个班级，最后到全区 30余所学校的 80余
名教师自愿申请学习而组成的“海读团
队”，她成了全区名副其实的“教改先
锋”，张店区教育局先后为她组织了两次
专题研讨会。

成绩的背后，是徐美华行走在“海读
之路”上8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创新。坚守
的是方向——超越教材，给孩子们有趣、
有料、有用的语文；创新的是路径——在
探索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博采众长，去粗
存精，修正完善，形成独具特色的海读体
系。尤其是，她在浩瀚的经典作品中找
到了“成语”这一切入口，为孩子们学习
经典寻找到一条不一样的路径，打开了
一扇新的窗口。

“有一次带领学生读古文时，我发现
许多成语出自《论语》，学生对此却比较
陌生，于是便萌生了将《论语》中的成语
编写成册的念头。”徐美华说，由她和韩
兴娥共同编撰的《读论语 学成语》，经历
了6年的边教边改、数易其稿的过程。“修
改的过程虽然辛苦，但很有价值，因为我
感到自己不只是在编书，更是在不断发
现孩子。”徐美华说道。

譬如，徐美华发现，将古文改编成故
事更便于学生阅读、运用。于是，在一遍
遍推翻、重建的过程中，书稿也变得越来
越有趣味，更贴近学生。

如今，在徐美华的课堂，成语体系只
是其中的一部分。经典课文的文本细

读，经典诗词的倾情吟诵，不求甚解的海
量速读……既各成体系、各有侧重、各具
策略，又相互支撑、相互编织，彼此互为
补充。整体而言，徐美华的课堂共包括4
大板块——

一是课本体系。将语文课本教学定
位于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删繁就简，
一课一文。

二是成语体系。从一年级到五年
级，依次学习《成语儿歌 100 首》《看笑话
学成语》《中华成语千句文》《读历史 学
成语》《读论语 学成语》。

三是经典诗文体系。一年级至五年
级的学习内容分别为《古诗接龙 120 首》

《古诗词必背 75 首》《宋词》《论语》和《中
华上下五千年》等。

四是整本书阅读体系。一年级以绘
本为主，二年级是童话，三年级开始读小
说，四至五年级则以阅读《西游记》为主。

整本书阅读体系体现从易到难、由简
入繁、先俗后雅的特点。如此选择的依据
何在？徐美华有自己的标准：以找准儿童
的兴趣点为前提，帮助学生推开一扇门，
看到门外那些鲜花和风景，听到“诗和远
方”的召唤。简而言之，就是以培养学生
阅读的“饥饿感”为首要任务。

让许多前来观摩学习的教师甚感困
惑的是，学习内容这么多，学生怎么会轻
轻松松完成？学生哪来那么多时间？难
道不会造成负担？会不会太累？

“所有的诵读都是在课堂内完成的，
不需要占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徐美华介
绍说，关键是用最短的时间处理好学习
任务。她的“秘笈”就是以“单元”为单位
带领学生快速学习。即每个单元先集中
用一课时读课文，再用一课时结束两篇
略读课文，然后用一课时学习精读课文，
最后集中做练习、认识生字词。基本上
是一周学完一个单元，如果还有富余时
间，就可以用来“海读”了。

“其实，学生负担重是因为学习是被
动的。当学生感到学习就像游戏一样好
玩时，怎么会感觉累、感觉是负担呢？”对
负担的质疑，徐美华的回答很简单。

在 带 领 二 年 级 学 生 学 习《看 笑 话
学成语》的过程中，徐美华会把讲台和
时间留给学生，第一板块以学生读笑
话、讲笑话为主，第二板块则依托许多
充满趣味性、挑战性的闯关活动展开，
让学生在笑声中学习生字，在游戏中理
解成语。这样的课堂，怎么会让学生感
觉是负担呢？

“从去年开始，我已经与孩子们一起
开启了‘西游’课程之旅。三年级主要完
成西游记的整本书阅读，四年级完成西
游人物、西游故事、西游音乐、西游漫画，
五年级完成西游剧场和西游思辨……”
徐美华说，在书的沃野中，她愿意与孩子
们一起，以载欣载奔的姿态、且悟且行的
方式，向经典致敬。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读论语
学成语》的第十九篇——子张篇。

板块一：熟读成诵

师：首先来看前两则古文（见上方），
请大家先读一下。

（学生齐读）
师：非常好，“更”字读得很正确，它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生：改，更改。
师：对，更改。所以应读 gēng，不能

读gèng。这一点非常好，只是“小人之过
也”，这个“也”是语气词，没有真实的含
义，不能读得过重。再读一下。

（学生读）
师：读得很好。之前我们还学过歌

诀式诵读，能试着读一下吗？
（学生进行歌诀式诵读）
师：我们再读另外两则。

（学生齐读）
师：读得越来越有味道了。这一则

我们用歌诀式怎么读呢？我来读一下
（教师范读）。你们来试试？

（学生自己练习）
师：都能读下来了吧？接下来，我们

看看古文的意思。

板块二：理解记忆

师：首先来看第一则，这里边有几个
关键字，如果弄懂关键字的意思，对这句
话的理解就水到渠成了。

（学生自己尝试解释句意）
生：子夏说：“小人有了过错一定会

掩饰一番。”
师：解释的不错。后人从这句话中

提炼了一个成语——文过饰非。什么叫
“文过饰非”？

生：有了过错用言辞来掩饰。
师：小人犯了错会掩饰自己的错误，

那君子有了过错会怎么办？请读第二则。
（学生自读第二则古文）
师：借助关键字词的注释理解古文

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同桌两人试着
看这句话怎么理解。

（同桌交流）
师：人们从这则古文中提炼了一个

成语——君子之过。前面讲的这两句话
有什么共同点？

生：都与过错有关。
师：发现特点，这就是归类。你知道

《论语》中还有哪些语句与过错有关？
生1：过则勿惮改。
生2：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师：你们是怎么看待过错的？
生1：犯了错误不可怕，但是犯了错

误不改正就很可怕。
生2：犯了过错不要掩饰，要坦白，要

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生3：我认为有过错不可怕，能改正

就好了。就像三国时期的周处一样，他
年轻时为祸乡里，后来杀白虎、斩蛟龙，
改过自新，人们就很敬仰他了。

师：对呀，周处会犯错，孔子也会犯
错，你们知道孔子犯错的故事吗？

生：有个叫澹台灭明的学生过来拜师，
孔子见他那么丑就不收他为徒。但是，后来
澹台灭明把孔子的学说发扬光大，孔子就后
悔了，说自己曾经以貌取人。

师：孔圣人犯错会勇敢地承认错误，
我们犯了错误——

生：也要勇敢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师：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的智

慧。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谁来说说第三
则古文的意思？

生：子夏说：“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
的志向，恳切地发问，思考当下的事情，
仁德就在这其中了。”

师：说得很棒。后人从中提炼出一
个成语——博学笃志。好，来看第四则
古文。“文武之道”指的是什么？

生：文学。

师：不是，孔子最推崇谁的主张？
生：文王、武王。
师：“文武之道”指的就是文王、武王

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怎么理解？
生：没有失传，还散在人间。
师：怎么理解“贤者识其大者，不贤

者识其小者”？
生：贤能的人能够看到大处、根本，

不贤能的人只能看到小处。
师：子贡接着说“莫不有文武之道

焉”，这句话有什么特点？
生：这是一个双重否定句。
师：为什么要双重否定？
生：用双重否定表示肯定，更强烈。
师：夫子焉不学？这是一个什么句？
生：反问句。
师：语气更强烈了，后面还有一句

“而亦何常师之有”？
生：又为什么一定要有固定的老师呢？
师：后人从这句话里提炼了一个成

语——学无常师。任何一个人都值得我
们学习。

板块三：触类旁通

师：后两则古文的内容都是关于学
习的。关于学习，你还知道哪些？

（学生纷纷举例）
师：刚才说了许多，我们可以归归

类。看老师准备的这些内容，读一下。
生：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师：告诉我们什么？
生：学习要时常地温习。
师：下一则。
生：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
师：告诉我们什么？
生：学习要与思考相结合。
师：温故知新，学思结合，这些都是

告诉我们学习的什么？
生：方法。
师：再看下一组。
生 1：“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这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
生2：“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

之文也”。这告诉我们要不耻下问，不以
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

生3：“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知道它不如喜欢它，喜欢它
不如以此为乐。

师：上面这几句告诉我们学习的态
度——学习就应该有实事求是、不耻下
问的态度，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的态度。

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
省也。”

师：这是向哪些人学习——学习对象。
……
师：同学们，《论语》正是用这些格言

警句，陶冶我们的情操，启迪我们的智
慧，希望你们能时常打开《论语》读一读，
感受一下圣人的智慧。

板块四：巩固练习

师：这节课的内容就学到这儿，最后
一个环节，闯关游戏。

补充成语
（教师出示需要补充完整的成语，学

生口头填空）
看译文背诵原文

（教师出示译文，学生背诵原文）
成语意思猜一猜

（教师出示成语意思，学生举手抢答）
成语运用猜一猜

（教师出示句子，学生举手回答）
成语近义词、反义词

（教师出示成语，学生说出对应的成语）
积累名句

（教师提问，学生说出《论语》中有关
的名句）

———— 教学反思 ————

《读论语 学成语》的教学遵循朗读、理
解、运用的思路，巧妙穿插孔子及其弟子的
故事，让学生感受《论语》的魅力及其对现
代人的智慧启迪；歌诀式诵读利用鲜明的
节奏、欢快的曲调，让学生读来朗朗上口，
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记忆效果；文白对
译，降低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难度，为中学
的古文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闯关游戏
当堂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既不增加学生
的学习负担，又能提高学生的参与兴趣。
本节课操作流程简单，再加上配套的教学
课件，任何教师都可以结合自己的教学实
际使用。

执教内容：《读论语 学成语》 执教教师：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绿杉园小学 徐美华

◎好课实录

对“理解词语”的
几点理解

□吴民益

词语是文章的组成单位，要想正
确理解整篇文章的含义，首先要理解
文章中的词语。然而，许多教师对“理
解词语”不够重视，学生课文学完了，
对课文中的重点词语却没有真正理
解。这里，我谈谈对“理解词语”的几
点理解。

“解释词语”与“理解词语”不同。
“理解词语”的要求比较广泛，可以理
解词语的形式和意思，也可以理解词
语的情感和表达效果；而“解释词语”
要求比较单一，一般只要说出词语在
文章中的意思即可。

如“湖波上，荡着红叶一片，如一
叶扁舟，上面坐着秋天”。如果要求

“说出你对句中‘坐’的理解”，可以这
样回答：运用拟人手法（理解方法），写
出了树叶漂在水面的情景（理解意
思），把秋天写活了，把景物写动了（理
解表达效果）；如果要求“解释句中的

‘坐’字”，则可以这样回答：漂。因此，
教师在给学生讲授时，一定要明确二
者的区别。

“推想”与“查阅”相结合。语文课
程标准要求“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
积累，推想课文中有关词句的意思”，
所以培养学生的“推想”能力和习惯，
是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
推想是一种猜测，再加上知识背景、生
活经验和文化素养的局限，学生的推
想往往不太准确。

如课文《郑成功》中有一句“台湾
同胞听说郑成功的军队到了，个个喜
出望外”。教师问学生“喜出望外”是
什么意思，大多数学生说是“非常高
兴”。但在这里，仅仅说“非常高兴”不
太准确。翻阅词典，对“喜出望外”的
解释是“遇到出乎意料的好事而感到
特别高兴”。所以，不是什么高兴事都
可以用“喜出望外”表达，必须是“遇到
出乎意料的好事”，也就是“喜从天降”
的意思。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
把“眺望”说成“向远处看”，其实应该
是“从高处向远处看”。把“震撼”说成

“震动”，其实应该是“心灵受到强力的
冲击”，等等。

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忘了词
典这个权威的“无声教师”。正确的
做法应该是把“推想”和“查阅”结合
起来。

“概括”与“具体”相结合。词义是
人们通过抽象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概括
反映，想准确概括一个词语的意思很
不简单。有时词语的理解不能照搬词
典的解释，一定要联系上下文，让学生
有真正的理解。

如课文《郑成功》中“荷兰侵略者
凭借高大坚固的铁甲舰和舰上的大
炮，企图负隅顽抗”。此句中有个成语

“负隅顽抗”，当学生推想词语的意思
是“拼命顽抗，不服输”时，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思考“负隅”是什么意思。学生
查字典说“负”是“依靠”、“隅”是“山的
一个角落”。词典上对该成语的解释
是“依靠险要的地势抵抗”。教师引导
说，本文是依靠险要的地势吗？学生
再读课文终于知道，这个成语在课文
中的意思是“凭借高大坚固的铁甲舰
和舰上的大炮顽抗”。

“内涵”应与“外延”的理解相结
合。词语的内涵，一般就是词语的意
思；词语的外延，一般指词语的使用范
围。许多教师指导学生理解词语时，
往往只理解内涵，不理解外延。我们
一定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对词语才能
有真正的理解。

如“洋溢”这个词语，意思是“充分
流露”。它的外延，也就是使用范围，
既可以“洋溢着笑容”，也可以“洋溢着
气味”，还可以“洋溢着快乐的气氛”，
知道了这些，就可以指导学生造出丰
富多彩的语句。再如“恬静”的意思是

“安静，宁静”，一般用于“恬静的表情”
“恬静的月色”“恬静的生活”等，而不
能用于“恬静的教室”等。知道了这
些，学生才能正确运用词语。

以上是我对“理解词语”的几点理
解，也是教师在指导学生理解词语上
应该注意的地方。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新区
实验小学）

1.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2.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

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
人皆仰之。”

3.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
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4.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
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
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
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
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学习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