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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动”课堂如何灵动
□金 波

一个人，无论是做什么事，都要有
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思想，才能
更好地与老师、同学交流。

就如同讲题一样，特别是在独学
时，如果你读题时发现题目十分复杂，
选择不认真思考，这就会导致同学在
上面讲题时，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
么。相反，如果你事先能认真思考，那
情况就很不一样。

我们的大脑用来做什么？思考问
题。那么在独学时，怎样才能做到有
思想？有思想就是要学会提出问题：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比如学习圆柱、圆锥时，并不应该
是教师照着教材给我们一字一句地念
出来，而是需要我们亲手实践：它们是
怎样形成的，是由什么构成的？并且
要说出自己的收获与困惑。

有了前面的思想、实践做基础，接
下来就是小组交流。

交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方
式。有了交流，你才能更加深入地了
解对方。小组交流也是如此，你与别
人交流了，你才能明白别人的思考方
式，才能产生思维的碰撞。

分享时要注意什么呢？组内同学
分享时要认真听，不能自顾自地在一
旁玩耍，要注意对方有没有讲错，如果
讲错了要及时指出。分享时要讲秩
序，一个一个分享，不能乱了套，并且
要学会相互尊重。

小组分享要先在组内分工明确，
不能上台后临时分工，以免拖延时
间。在组内同学上台分享时，你不能
在一旁玩耍，要认真听讲。

自己上台分享时，首先要声音洪
亮，其次不能背对同学讲，也就是要站
在合适的位置讲题，要用让同学们看
得清楚的颜色板书，写字时要高过自
己的头顶。

台下听讲的同学要带着自己的思
想走进课堂、走进问题，不能呆呆地坐
在座位上，要随时把脑子“动”起来。
还要遵守课堂纪律，不能和其他同学
交头接耳。

有分享就有反馈。这里的反馈
就是我们所说的互动，怎样才叫互
动？比如台上分享的同学讲完题后，
要问一问台下的同学“听懂没有”“有
没有什么建议或补充”，台下的同学
给予回应。

这就是我们圣菲小学倡导的分享
式灵动课堂，现在知道“灵动”课堂的灵
动体现在哪儿了吧？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
小学学生）

时隔一年，有幸再次听到福州教育学
院附属第四小学校长林莘的课。她以一
堂绘本读写课为横切面，再现该校学习共
同体下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

小手林立？听比说更重要

林莘给二年级学生上的绘本是《咚咚
咚》。课前，她用近10分钟时间向与会者
介绍该校打造学习共同体的实践经历。
座位在课前已经进行重新布排，学生面向
而坐，有利于同桌、前后之间交流。“空间
的力量是无穷的”，林莘传递出这样一个
观点。

紧接着她开始帮助孩子建立规则。
“讨论要像说悄悄话一样”“不急着举手，
听听发言的同学说了什么，让发言的同学
有安全感”“听比说更重要。说，是你已经
知道的；听，能听到不一样的东西”。林莘
知性柔和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她鼓励孩子
们从对话走向倾听，从关注“我”的表现到
学习同学的表达。

孩子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课堂，难免
“犯规”。林莘耐心地一次次解释，表扬表
现优异的学生，规则因而逐渐明晰起来。
当有孩子抑制不住举起小手时，林莘说：

“老师和同学说话时，一概不能举手。”举

起的小手于是放了下来。
这堂课，我没看到小手如林的现象，

林莘一再强调“听比说更重要”，这正是
“学习共同体”的核心追求——对话、倾
听、悦纳与尊重。

不会合作？选择相信同伴

如何教会孩子合作？教师的示范很
重要。

以读为例，林莘在电子屏幕上出示
了一段文字。同桌首先相互读，读完后，
一方要主动问对方：“我哪里读得不好，
请你帮帮我。”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却蕴
含着深刻的教育智慧。“请你帮帮我”是
一种主动“求教”的谦卑姿态，是一种相
信他人的优秀品质——我的同伴就是

“最好的学习资源”，互相学习能碰撞出
新的火花。

孩子们在互相问答中突破了原有的
学习经验，从同伴身上获得了新的生长经
验，这是学习的一个起点。

写作过程同样如此。孩子们独立写完
了，要对同伴说：“我哪里写得不好，请你帮
帮我。”林莘提示道：“不懂的话可以问前
后左右的同学，会向同伴求助的同学才是
最会学习的同学。”协同合作，意味着“我”

和同学之间发生了学习联结，“我”不再是
学习的旁观者，学习也因此真实发生。

害怕冷场？安静才能深度学习

教师上公开课最大的噩梦是什么？
冷场。因为害怕课堂冷寂下来，于是许
多教师选择追求一个又一个高潮，好不

“热闹”。
如果你觉得“热闹”的课才是好课，那

么林莘的课也许会让你失望。
“课堂要有安静的氛围，安静才能保

持深度学习。”林莘如是说。
这堂课的一个难点，是在 10 分钟内

仿写一段话。10 分钟的等待时间，会场
静悄悄的。此时，我感受到课堂的外在
是冷的，但学生的内心热乎乎的。思考
正在进行，孩子们的小宇宙正在“静静的
燃烧”。

扪心自问，我敢让自己的课堂“冷”下
来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在一位孩子表达不顺畅时，林莘不急
着进入下一个环节，而是让这个学生不要
着急慢慢表达。她说，“有一种尊重叫等
待”。教师愿意等待，孩子的生命才会悄
悄绽放；课堂能够安静，深度学习才会持
续发生。

假课假学？课堂要面向每个孩子

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我们之前上的
许多课都是“假课”，许多孩子上的学都是

“假学”。“假课”的一个表征是课堂只属于
那些出类拔萃的孩子，而“沉默的大多数”
只是在陪读而已。

林莘的课努力做这样的“拨乱反正”。
课堂首先去“表演化”，课堂不是教师

施展才艺的舞台，也不是少数孩子的舞
台。课堂没有中心，它面向每一个自由生
长的孩子。

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同时要关注其
他学生。林莘说，“当我让这个学生回答
问题时，其实我还在注意旁边另一个孩
子”。教师的眼中要有学生，每一个孩子
都是学习的主体。

注意学生的机会均等。在真正的学
习共同体课堂，没有学生举手，而是轮流
回答问题，教师特别注重机会均等，这样
的措施意味着更多学生有机会观察、思考
和言说。

林莘的课结束了，孩子们在安静的课
堂上自由生长的画面却仍历历在目。我
在内心，也向林莘致以深深的敬意。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
园中信小学）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2001
年以来，我一直与学生共同阅读经典，从

《诗经》《论语》到诸子百家，从唐诗、宋词
到杂剧元曲，我们徜徉其间流连忘返。品
读经典，贪婪地吸收着文化的精髓；品读
经典，灵魂自我建构；品读经典，成就幸福
人生。但是，收获最大的还是努力让国学
在语文教学中生香。

坚持诵读：梅花香自苦寒来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保证每
天至少 20 分钟的晨读午诵，直至熟练背
诵经典篇目。

从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每个年级
该背什么，必须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
再结合所学教材内容选定篇目。

如果能够坚持，6 年下来至少可以

背 300 余篇经典名篇。

见缝插针：大珠小珠落玉盘

作为语文教师，课堂是我们的主阵
地，教材是我们的载体，因此要真正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在语文教材中抓住可
以渗透的时机。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

生字中渗透国学。纵观小学12册语
文教材，一以贯之的是生字。众所周知，
汉字是民族文化的化石，蕴藏着丰富的知
识和诗意，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因此，
在上每一课时，我们可以在生字上下功
夫，尤其是低年级所学内容象形字居多，
要让学生爱上汉字，就要经常给他们讲字
的来源和演变过程；到了高年级可以以分
析字理为主，帮助学生形象地理解字义，
为今后学习古汉语打下基础。例如教授

二年级《雷雨》一文时，我对“垂”“乱”“虹”
几个字进行字理、字源分析，帮助学生直
观形象地了解字形、理解字义，激发了学
生读《说文解字》的兴趣。

成语中渗透国学。成语是汉语的精
华，大多数成语蕴含着历史典故。对于教
材中出现的成语一定要重视，这是我们渗
透国学最有利的资源。但小学教材中的
成语毕竟有限，还有许多成语学生没有机
会了解，怎么办？利用“生字组词”的方
法，鼓励学生多组成语，还可以给学生开
设“国学成语”这样的校本课，通过讲成语
了解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与积累成语一举两得。

依托教材渗透国学。首先我们对能
渗透国学元素的教材资源进行分类：神话
传说、文言文、古诗、历史故事、古代建筑
或名画等。然后根据类别整合后在课堂
上讲授，给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国学的渗透
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需
要我们大处着眼、小处精细，一点点渗
透。久而久之，学生就会耳濡目染，不
仅深深喜欢上优秀传统文化，还会自创
古文、古诗。

学以致用：纸上得来终觉浅

记诵经典很重要，但运用更重要。
纸上得来终觉浅，必须学以致用，学生如
何学会自创文言文，需要教师“灌输”运
用意识。

教师可以让学生做一些诗词运用练
习，同时对传统优秀经典作品进行再创作，
比如用歌唱出来，用歌舞晚会演出来等。

让优秀传统文化完全回归任重而道
远，需要每一个人的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太原市实验小学）

倾听油菜花开的声音
课事

在安静中自由生长 □曹永健

观课笔记

课堂策

学生看课

课堂上如何渗透优秀传统文化
□王丽俊

仲春时节，油菜花开，遍地金黄，泥
土的清香和菜花的香味弥漫于乡间小
路、河畔旁、庭前屋后……在这样的季
节，我们将教室搬到了田野，和孩子们一
起倾听大自然中油菜花开的声音。美不
胜收的油菜田，让我们今年的春天别样
多彩。

在野外情境课堂开始前，我给自己
提了一个问题：作为教师的我们带领孩
子观赏油菜花，与家长带领孩子有什么
区别？教师带领孩子去观赏属于教学活
动，那就应该有目的、有计划，要促进孩
子的发展。因此，外出之前我们进行了
实地备课，最终确定了“赏油菜花——进
油菜田——问油菜花——编油菜花童
话”的教学流程，希望孩子们通过观察、
想象、活动等方式领悟油菜花的魅力，热
爱大自然。

一株油菜花比不上一朵玫瑰，然而
大片的油菜花却往往因为集体的力量被
大家记住，甚至被爱上。于是，我决定先
带领孩子们远望油菜花，领略大片油菜
花的壮丽景象。我领着孩子们来到事先
选择好的观察位置——桥中央，眺望河
对岸的油菜田，孩子们一下子被大片的
金黄色深深地吸引了。大自然真是一位
好老师，让书中的词语有了形象，有了色
彩，有了生命，沁入儿童的心田。孩子们
自然而然地理解了“一簇簇，一丛丛”，知
道了什么叫“数不胜数”。在这样的情境

中，孩子们的想象力和表达力被激活了：
“太阳公公真是阔气，洒下了大把的金
币。”“是哪位画家不小心，泼洒出这么多
的金黄？”一阵风吹来，孩子们争先恐后
道：“老师，快看，多像金色的海洋里涌起
金色的波浪啊！”“真像一片金黄色的云
朵降落在田野啊”……

成片的油菜花、满眼的金黄色，激起
了孩子们的观察热情，循着这股热情，我
忙带领他们来到事先选定的第二个观察
地点，引导他们走近细看每一株油菜
花。一朵朵金黄的油菜花簇拥枝头，各
有各的姿态，有的油菜花瓣全都展开了，
露出灿烂的笑脸，“我发现共有四片花
瓣”“这四片花瓣成了蜜蜂、蝴蝶的舞
台”“对，那金黄的花蕊是话筒”……观
察，为孩子们的想象提供了感性的素
材。孩子们就这样争先恐后地说着、互
相启发着。我继续期待地问道：“你们还
发现了什么姿态？”孩子们仔细端详着眼
前的油菜花说：“有的油菜花还没有开
放，像等待发射的子弹。”“含苞待放的花
苞像一个沉睡的宝宝，正在悄悄地长
大。”“你们看，还有的油菜花已经谢了，
结出了像月牙一样的豆荚”……在生动
的情境中，孩子们兴致高涨，眼前的情
景、脑海的经验和词汇建立起直接的联
系，孩子们变得乐于表达。

这时，几只飞舞的蝶、辛勤采蜜的蜂
引发了孩子们的一阵喧闹。调皮的男生

已经按捺不住，开始四处追赶；胆小的女
生惊叫着躲开，生怕被蜜蜂蛰到；还有的
孩子俯下身子，陶醉于花香……看来，孩
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到油菜地里走走
了！于是，我说：“孩子们，带上你们的风
车，扎上你们的头巾，做个小花农，到油
菜田里与油菜花来个亲密接触吧！”他们
在一片欢呼声中散开了。

半小时后，鼻尖上闪着亮晶晶汗珠
的孩子们回到了我身边，我拉着小朋友
的手，在油菜地旁围坐下来。“刚刚你们
都做了些什么？”话音刚落，小朋友们都
忙举起手，争先恐后地分享：“我俯下身
子，倾听油菜花和蜜蜂的细语。”多美
啊！多细致的观察啊！我不禁暗暗赞
叹。“我在油菜地里奔跑，油菜花很调皮，
伸出一条腿，绊了我一跤。”“我也在油菜
地里奔跑，油菜花亲吻我的衣服，给我留
下了春天的印痕。”“油菜花太香了，我把
头埋进花粉里，让鼻尖沾满花粉，希望蜜
蜂到我鼻子上来采蜜。”“老师，油菜花的
蜜很甜，我尝了好几口呢！”如果没有亲
身体验，哪有这充满童趣的表达啊。

孩子们在情境中观察、活动着，对油
菜花的情感不断升腾。趁着孩子们的这
股热情，我挑选了一个小女孩，将手中的
几朵油菜花夹在她的头上，这样，一个“油
菜花姑娘”在孩子们惊异的目光中诞生
了。“你有什么问题想问问油菜花姑娘
吗？”孩子们好奇地问：“油菜花姑娘，你为

什么那么灿烂？”“你为什么在春天的时候
才开放”……孩子们的问题五花八门，真
可谓“神思飞扬”。“你们可以尝试着猜猜
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可以编个童话故事解
答这些问题。”听了我的建议，小朋友们异
常兴奋、跃跃欲试，我让小朋友5人一组，
选择一个问题编童话故事。

联想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也张开
了，想象把他们带到一个神奇而广阔的
世界。小朋友们编的故事异彩纷呈，其
中一组小朋友跑到我身边说：“老师，我
们小组想把故事演出来，可以吗？”“当
然可以！”获得允许的孩子们开始了表
演。其他小组也不甘示弱，纷纷排练起
来。“老师，我们组缺一个油菜花姑娘，
可不可以邀请一个女生？”“老师，我们
的故事是……”天色渐晚，在再三的呼
唤声中，孩子们才依依不舍地从金色朦
胧的童话世界走了出来……

通过这次活动我发现：在野外情境
课堂中，孩子们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积
极主动。孩子们的观察、思维和想象在
其中得到了升华。野外情境唤起孩子多
少神奇的想象，又引发他们提出多少个

“为什么”，那是活的教材，是再生动不过
的课堂。大自然，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书，
是孩子们必读的第一本书。带领孩子们
走进课文活的源头——大自然吧，那里
是得天独厚的课堂。

（作者单位系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

□王玉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