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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锐

如何解决学优生
“吃不饱”问题

□陈越

课堂策

张丽娟：
将诗意美熔铸于课堂之上

张丽娟 山西
省运城市康杰中
学语文教师，运城
市语文教育教学
研究会课题研究
总负责人，曾获山
西省语文金钥匙
奖、山西省教学能
手 等 荣 誉 称 号 。
2013 年被评为山
西省中小学名师
培养对象，2017年
被评为山西省学
术技术带头人。

◎人物素描

千载独怜楚霸王
执教内容：苏教版高二语文《史记》选读——《项羽本纪》 执教教师：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 张丽娟

◎好课实录

月度
人物

初识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语文教师
张丽娟，是在一次公开课上，当时她正在执
教杜甫的《兵车行》。精致的教学设计、融
洽的课堂氛围，张丽娟一步步引导学生深
入文本、解读文本。在这节课的最后十分
钟，张丽娟忽然说：“同学们，试着自己写一
首诗，概括一下杜甫的《兵车行》吧。”

所有听课者都替张丽娟捏了一把汗，
这个班的学生事先并未经过诗词写作训
练，公开课上这样尝试会不会太冒险了？
没想到，学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一首首
诗作纷纷出炉。张丽娟随机选了几名学
生，请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写到黑板上，引
导学生进一步体味诗人的情感。

课后，张丽娟笑着说：“我相信他们能
写好。之前，执教过基础不如他们的学生
也没有问题，学生很聪明，作为教师一定
要相信他们。”谈到为何设计这个环节，张
丽娟解释，语文课堂应该是诗意的，语文
教学应该读写结合，“诗歌是最美的文学
体裁，除了诵读涵泳之外，更应该尝试用
自己的心、自己的笔，作出更真切、更深
刻、更个性化的解读”。

张丽娟的语文课是诗意的。这种诗意
包括对文本的解读，对气氛的渲染，对幽微
细节的捕捉，对审美体验的引导。张丽娟
说：“我反对那种一字一句的教学方法，那
样完全把文本的情感和美感破坏了，字典
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让教师来做呢？”
在张丽娟的课上，无论是白话还是文言，无
论是散文还是诗歌，都充满诗意的氤氲。

张丽娟感慨：“我从小便喜欢诗词，喜
欢在轻吟中玩味精美的文字，体悟细腻的
情思，咀嚼满口的余香。当了老师后，我
开始尝试将诗词引入各种课型和课堂的
各个环节。”

课堂导入时，张丽娟用诗歌激发学生
兴趣。学习鲁迅的《祝福》，她先朗读唐代
诗人杜荀鹤的诗作“夫因兵死守蓬茅，麻
苎衣衫鬓发焦”，然后顺势引导：“这首诗
描绘了封建时代一个寡妇的凄惨命运，当
历史的车轮驶过一千多年后，民国时期中
国农村寡妇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同样，学
习《过秦论》，她抛出李商隐的《贾生》一
诗：“贾生才调更无伦，我们这节课的目的
就是印证贾谊的‘无伦才调’。”

文本赏析也离不开诗。学习《荷塘月
色》时，张丽娟让学生寻找相关诗作。于
是，“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
何年初照人”“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
水如天”……一首首有关花、有关月、有关
故乡的诗句纷纷涌出，在诗句的涵泳中，
学生自然而然地体会到朱自清笔下荷与
月所寄托的峻洁人格和高尚情怀。

语文课上，张丽娟每每插入一些诗词
写作训练，让学生将文本阅读落到实处，
同时培养学生遣词造句、营造意境的能
力。她还在学校开设了“诗词读写”校本
课程，包括基础格律、名家专题、理论研
究、阅读赏析、创作实践等多个模块，系统
地引导学生读诗、背诗、写诗。

“自然界有春花秋月，生活中有悲欢
离合，自然是诗，生活是诗，我引导学生观
察自然、感悟人生，然后将他们的思考与
感受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学生因此写出
了许多极富灵性的诗作，诗成了他们学习
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张丽娟动
情地说，“美无处不在，诗无处不在，将诗
的美熔铸于语文课堂之上，课堂将变得诗
意盎然，学生将变得风流儒雅，这难道不
是语文教师孜孜以求的目标吗？”

师：（大屏幕上投影郑板桥的诗）请同
学们一起读一读。

生：（齐读）已破章邯势莫当，八千子
弟赴咸阳。新安何苦坑秦卒，坝上焉能杀
汉王！玉帐深宵悲骏马，楚歌四面促红
妆。乌江水冷秋风急，寂寞野花开战场。

师：作为最典型的悲剧英雄，项羽的
故事被人们一说再说。今天，我们一起走
进《项羽本纪》，去领略英雄的风采。《史
记》写汉高祖之死，只用十字：四月甲辰，
高祖崩长乐宫。而描写项王之死，浓墨重
彩、摇曳生姿，用了整整三大段文字。今
天，咱们一起赏析经典古文，品味英雄情
怀。下面请同学们分别概括一下这三段
的内容。

生：第一段我觉得就是“兵败垓下”。
师：兵败垓下后又发生了什么？
生：项羽在夜里悲歌，还有诀别虞姬，

准备出逃。
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

故事——
生：霸王别姬。
师：对了（板书“霸王别姬”）。那么下

一段呢？
生：我觉得可以叫“东城之战”。
师：东城之战的特点是什么？你能试

着在文中找一找吗？
生：项羽说，愿为诸君快战。
师：“快”是什么意思？
生1：大概是“迅速”的意思吧。
生2：我觉得不是迅速的意思，应该是

“痛快”的意思。
师：你有很好的语感啊！大快人心、

大快朵颐都是这种用法。这里项羽的意
思是“我给你们痛痛快快打一仗”，所以这
一段可以概括为——

生：东城快战。
师：（板书“东城快战”）第三段很容易

概括，大家一起说——
生：乌江自刎。
师：很好（板书“乌江自刎”）。下面同

学们说说你最喜欢哪个情节或哪个细节，
显示了项羽怎样的性格？

生：我最喜欢霸王别姬这一段，项羽
的慷慨悲歌让人感动。

师：你能读一读吗？
生：力拔山兮气盖世……
师：再融入一些情感或许会更动人，

你还可以读得更好，再试一试。
（学生再读，情感饱满，掌声响起）
师：很好，你感受到了什么？
生1：我从他的歌声中感受到了一个

末路英雄的无奈、无助与悲凉。我看见了

一个七尺男儿的侠骨柔情，再坚强的男子
汉也有脆弱的一面。

生2：我觉得此时这个30多岁的男人
就像一个3岁的孩子。

师：不仅悲歌，项羽还“泣数行下”，我
想问泪为谁流？

生1：为宝马，为美人，为江山。想到这
些曾经的所爱将不再拥有，不禁悲伤落泪。

生2：我觉得更是为自己而流。想到
曾经叱咤风云的自己如今竟落到这种地
步，他不禁泪流满面。

师：正如清代吴见思的评价：一腔愤
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
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一曲垓下悲歌，
让人感慨唏嘘，请大家齐声诵读这几句。

（学生齐读）
师：霸王别姬的故事被人们代代传

唱 ，它 体 现 了 项 羽 重 情 的 一 面（板 书
“情”）。那么东城快战中，你又看见一个
什么样的项王呢？哪些细节描写突出了
人物特点？

生1：“项王大呼驰下”，让人想到项王
的威武。

生2：让我想到了后世小说中张飞喝
断长坂桥的故事。

师：《史记》的人物描写多多少少影响
了后世的小说。一呼则汉军披靡，一叱则
人马俱惊，这是何等的威力？这场战争的
确痛快淋漓，但项羽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呢？只是为了杀出一条生路吗？

生：好像不是。
师：这不正体现了项羽的个人英雄主

义吗？这不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吗？
尽管如此，东城快战还是体现了项羽的勇

（板书“勇”）。在乌江自刎这一节，哪些情
节或细节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生1：他将宝马送给亭长，这个情节
给我的印象极深，表现了项羽豪爽侠义
的一面。

生2：我更喜欢“赐头”这个情节。一个
人临终前，竟要把自己的头颅送人，而且还
是自己的仇人，这真是千古未闻的事情。

生3：项王的这种举动让人感叹，同时
显现出那些争夺他尸体邀功的小人的无耻。

师：宝马赠亭长，头颅赐故人，真的是
慷慨坦荡，重情重义啊（板书“义”）。

生：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不能理解，
为什么明明可以生还，项羽还要自刎呢？

师：问得好。项羽自刎的原因，历来
都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同学们可以
谈谈自己的看法。

（学生讨论）
生 1：他反复说“天之亡我，我何渡

为”，我认为项羽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
所以他选择自刎。

生2：他说，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
何面目见之？这说明他内心是有愧的，因
为这种羞耻之心，他无颜见江东父老，所
以才自刎而死。

生3：对于习惯于胜利的人来说，失败
比死亡更难以接受。

（教室响起掌声）
师：大家说得都很好。关于项羽的自

刎，历来诗人多有题咏，大家一起读一读。
（学生齐读杜牧、王安石、毛泽东等人

的诗）
师：《百家讲坛》中有教授认为，项羽

自刎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天之亡我”的天
命观，二是耻于起兵，三是忏悔意识，项羽
意识到多年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所
以不想再打了。我们再来看看太史公的
评价，请大家齐读课文最后一段。

（学生齐读）
师：我们能从文中读出太史公对西楚

霸王的赞赏、同情，自古胜者为王败者为
寇，而他将一个失败的英雄写进了“本纪”
之列，且置于《高祖本纪》之前，也许正是
对一种高贵、勇敢、坦荡、重情重义精神的
赞叹吧。同学们，当我们还在争论不休
时，悲剧的帷幕徐徐拉上，让我们用自己
的笔为项羽献上一首诗词或一副对联，以
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思考。

（学生创作并展示自己的作品）

《项羽》崔秦珠
吴中起兵志满腔，八千子弟意慨慷。
灭秦除暴立楚后，巨鹿一战英名扬。
乌骓扬蹄踏风起，气豪心骄称霸王。
鸿门一宴输楚汉，垓下拔剑自断肠。

《悲哉项羽》李思博
你只轻轻地一挥手，
利剑划过，撕破了阴霾的长空。
鲜血溅荡，染赤了滔滔的江流。
你这一挥手，成就了西楚霸王的英名。
你这一挥手，却也使千古霸业终成空。
你这一挥手，天下便改姓了刘。
你这一挥手，胜者为王败者寇。
你这一挥手，千里骓马为谁奔走？
你这一挥手，美人虞姬泪为谁流？
悲哉项羽，
江流呜咽，狂风怒吼，
江山既易，英雄不朽。

《乌江叹》候玉东
金戈铁马起西楚，剑影刀光陨乌江。

若将傲气磨傲骨，自当策马御四方。

《无题》谷怡琦
力大如天气不凡，会稽睹秦吐豪言。
鸿门纵虎败果定，乌江自刎不复还。

对联 祈嘉润
少年立志，灭暴秦统诸侯敢为天之骄子；
霸王别姬，败垓下陷大泽奈何自刎乌江。

师：同学们的才华让我惊叹不已，我
也禁不住要为项羽赋诗一首了。

《咏项羽》
吴郡少年论始皇，拔山扛鼎志昂扬。
舟沉巨鹿漳河暖，斗碎鸿门夜月凉。
城畔曾经烽火起，江边空有水苍茫。
赐头赠马何慷慨，千载独怜楚霸王。

教学反思

文言文教学容易“死于章句，废于清
议”，面对《史记》这种血肉丰满的人物传
记，该如何处理才能做到形神兼备、不脱
不粘？我在教学中做了这样的尝试——

巧切入。《项羽本纪》原文很长，处理
教材就成了首要问题。我将“项羽之死”
作为整堂课的切入点，这样就将学生的注
意力转到了文章最精彩的三段文字中，学
生也能迅速地概括出它的主要意思：霸王
别姬、东城快战、乌江自刎。

抓细节。《史记》的人物描写堪称千古
典范，所谓“摹形传神，千载如生”，我紧紧
抓住“细节描写”这个抓手，力图再现人物
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如在“东城快
战”一节，引导学生抓“呼”“叱”两个细节，
在“乌江自刎”一节，主要抓住“赠马”“赐
头”两个情节。这样，一个重情重义、勇
敢无畏的项羽形象就呼之欲出。

议人物。感性把握之后仍需要理性
评价，项羽之死成为本节课不可回避的一
个问题。我索性就与学生一起探究：项羽
为何要死？他自己怎么说？前代诗人如
何评价？作者司马迁怎么说……在议论
中把握人物形象，提升思维水平。

写诗词。最后一个环节，让学生用诗
词或对联表达自己对项羽的看法。从展示
来看，文科班学生表现不俗。我经常将片
段写作尤其是诗词写作引入课堂，这样能
够增强学生的创作欲望，激发学生的写作
热情，提升感悟和表达能力，体现语文教学
的本真，我希望将诗意语文进行到底。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人
们关注的重点逐渐从教师的“教”转
到学生的“学”。课堂比过去热闹了
许多，小组合作、展示反馈、多元评
价等现代理念充溢着课堂。但我发
现一个现象：在大班额环境下，那些
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学有余力的
学优生，课堂精力的流失率却非常
高，完成任务后的“闲坐”白白耗费
了许多时间，几乎没有任何一位教
师在课堂能避免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学优生“吃不饱”的问
题？我一直在思考。“给他们充足的
资源。”一位专家的建议令人醍醐灌
顶，于是我尝试了以下方法。

首先是给学优生“加餐”。每一
次任务布置下去以后，我都会把足
量的“加餐”题目留给学优生，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得到额外的奖
励，于是积极性提高了，“闲坐”现象
消失了，每个学生都在奋笔疾书。
当大部分学生完成教师规定的任务
后，这些学有余力的学生也不同程
度地吃了增量的“食物”。

其次是让学优生学会“加工”，
使知识成为新的“食品”。不适合

“加餐”的时候，我有意识地让学优
生整合、加工大部分学生做过的题
目，以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因为
他们要在小组内充当讲师，为学困
生解疑释惑。由于他们早就完成
了任务，而且对题目进行了深加工，
讲解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

这样调整之后，教师的备课面
临着新的挑战，我们要时时想着那
些“吃不饱”的学生，所以必须深入
教学内容，深挖教学资源，在常规
备课的基础上，为学优生准备足量
的“食物”。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出
现了：如何在不影响全班学生学习
进度的前提下，检验“加餐”学生的
学习效果？我尝试的是不占用“公
用”上课时间，课间或其他时间进
行检验。

一段时间坚持下来，不仅学优
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增，就连那些普
通学生也会时不时尝试“加餐”和

“加工”。
尝到了“甜头”之后，我找到了

同年级一位教数学的赵老师，鼓励
她一起做这方面的尝试。说干就
干，每次上课前她都会把做好的
PPT（演示文稿）进行逐一修改，每
一张让学生做巩固练习的 PPT 后
面都增设了“加餐”项目，这完全不
影响课堂教学流程，因为基础性的
题目数量并没有减少，难度也没有
改变，只是让提前做完题目的学生
有事可做。只要大部分学生做完

“分内”的题目，即使他们无暇顾及
“加餐”题目，此环节的总体教学任
务也就完成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我和赵
老师所教班级的学生成绩都得到了
有效提高，尤其是高分段的学生增
加了不少……

虽然我这方面的尝试比较粗
糙，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总结，但
毕竟有了一定的效果。这让我再次
想起“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
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
问题的背后有诸多原因，但是谁又
敢说，对学优生课堂精力流失率的
漠视不是原因之一呢？

希望更多的教师关注学优生
“吃不饱”现象，更希望越来越多的
教师投身教学实践，找到更多更科
学的解决途径。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东平县实验
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