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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课堂改革样本·辽宁省沈阳市辉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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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命价值而课改
□赵 华

推荐理由
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教育梦，那就是：在课堂被同学、教

师关注着；在家里被父母、亲属夸奖着；在社会被大家认可
着；在自我审视时，为自己骄傲着。这样的教育梦在辽宁省
沈阳市辉山学校正在成为现实。

地处城乡接合部的辉山学校推进课改不动摇，不仅成就
了师生，而且改变了教育生态。

作为扩版后现代课堂周刊
的主打栏目之一，“寻找课堂改
革样本”旨在关注一线课堂创
新成果，关注微观领域的教学
创新，发现基层学校的课堂改
革成果。欢迎来稿，欢迎提供
报道线索。

联系电话：18610378011
邮箱：362149788@qq.com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杨国兰杨国兰

提升朗读能力六要素

中央电视台自开播《朗读者》以来，受
到广大观众的好评，人们开始自觉或不自
觉地喜欢上了朗读。但朗读是有技巧的，
尤其是小学生，更应该从小养成良好的朗
读习惯。《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各个学段
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要让
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体会作者及
其作品中的情感态度，学习用恰当的语气
语调朗读，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品情感
态度的理解。朗读要提倡自然，要摒弃矫
情做作的腔调。”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
从以下六个方面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

姿势要正确

“万丈高楼平地起”，良好的开端是成
功的一半。要想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还
要从培养学生正确的读书姿势开始。从一
年级入学就规范学生正确的读书姿势：把
书翻开，双手分别拿起书的左右下角，书稍
向前倾，腰要挺直，眼离书一尺距离。当
然，也可指读，这样做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
读书习惯。

内容要理解

理解是朗读的基础，理解不深入往

往影响朗读效果。可以设想，一个对课
文内容都不理解的人，怎么能把课文读
得有声有色，富有感染力。因此，在朗
读之前要先弄清课文写了什么，然后通
过对课文字、词、句、篇的仔细揣摩，深
入理解课文内容，领会文章的中心思想
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并努力使自己与作
者的情感产生共鸣，为朗读储备足够的
感情。如执教《五彩池》课文时，教师让
学生对课文有整体的了解，本文写的是

“我”到四川松潘去旅游，在藏龙山上看
到五彩池的情景，并通过对文中“漫山
遍野、无数灿烂”等词语和“有像……有
像……”等比喻句的品析进一步理解课
文，最后通过对五彩池数量多、形状奇、
色彩美、成因妙等特点的描写，表达作
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此时，

学生为课文所描绘的神奇景象所陶醉，
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在此基础上再来
朗读课文，学生才能读出感情，并与作
者产生共鸣。

示范要规范

模 仿 是 儿 童 的 天 性 ，教 师 经 常 给
予 学 生 动 之 以 情 的 示 范 朗 读 ，激 发 学
生朗读兴趣。教师如何才能做到示范
准 确 呢 ？ 要 有 扎 实 的 语 文 基 础 知 识 ，
对 课 文 的 分 析 理 解 能 力 ，了 解 各 种 标
点 符 号 的 作 用 及 用 法 ；要 有 一 定 的 朗
读技巧，停顿、重音、语速、语调等，还
要做到普通话标准。教师只有自己读
得朗朗上口，读得正确流利，才能把自
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通过范读充分地
表达出来。

训练要到位

朗读是有技巧的，需要教师对学生进
行长期潜移默化的训练。在执教《我爱老
师》一课时，在学生深入理解课文的基础
上，再逐步指导朗读。第一步找出重音，

“爱、关心、好好、天天”这四个词要重读，并
对这四个词标注重音符号。第二步是掌握
句中的停顿，“我爱老师”这一句后是逗号，
停顿的时间较短，“老师关心我们”这一句
后是句号，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停顿的时
间稍长一些。第三步是掌握语速，这篇课
文表达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语速稍慢为
好。第四步是掌握语调，第一句的语调是
稍平稳的，第二句体现学生感谢教师的心
情，语调是上扬的、声音是高昂的、情绪是
强烈的。这样的训练有助于学生快速掌握

朗读的方法与技巧。

形式要多样

根据小学生注意力是无意注意占优
势，而且极不稳定，维持的时间短、变化快
这一特点，教师的教学方法要生动、活泼。
同理，在训练学生朗读的形式上也要多样
化，如个别读、齐读、小组读、男生读、女生
读、男女生轮读、分角色读、范读、导读、表
演读、配乐朗读等。这样既能活跃课堂气
氛，又能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

评议要及时

学生在掌握了一定的朗读技能后，为
了进一步提高朗读水平，对课文朗读及时
评议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教师执
教《要下雨了》这篇课文时，可让不同学生
通过不同方式读“是要下雨了吗？”这个疑
问句。再组织学生评议谁读得好？为什么
读得好？好在哪里？有的说重音找得准，
读出了疑问的语气；有的说语速把握得好，
读出了小白兔对燕子的话将信将疑。这样
评议，让学生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有助
于提高朗读能力。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磨子桥小学分校）

如果把课堂比喻成驰骋在高速公路
上的客车，在传统课堂上，教师就是司机，
全体学生就是乘客，“司机”辛苦前行，“乘
客”昏昏欲睡。学生在课堂只是被动地随
着教师走，教师是教了，但学习却不一定
发生在学生身上。这是辽宁省沈阳市辉
山学校校长关宝平课改的“司机·乘客
说”。基于此，辉山学校开启了高效课堂
的实验之旅：教师不再是司机只负责前
行，而是转型成了教练或者交警，不仅要
负责教会学生成为合格的司机，还要随时
纠正他们的“违章驾驶”，而学生成了真正
意义上的课堂主人。

“153”课改密码

辉山学校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词
是“153 课堂教学工程”，是依据学情、师
情、校情而创生的。“1”即 1 个自学报告，

“5”即5个课堂环节，“3”即3种评价方式。
“1”个自学报告。辉山学校的学生人

手一本自学报告，自学报告决定了新知识
的学习是以自学的方式开始，而报告的形
式又提升了自学的深入程度。自学报告
是为学生搭建一个自主学习的框架，引领
学生自主学习方向，主要内容有“知识链
接”“探索思考”“举一反三”“知识拓展”

“我的困惑”等。在“知识链接”中，学生懂
得了知识迁移，知道了知识是为实际生
活、学习服务的；在“探索思考”中，学生知
道新知识的获得一定要经历独立探索和
思考的过程，而不是单一地借助外力获
得，并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在“举一反
三”中，学生拓展了思维，他们能够打开思
维，养成深入思考和创造性思考问题的习
惯；在“知识拓展”中，学生对问题的思考
有宽度、有高度；在“我的困惑”中，由于辉
山学校的家长特点，学生的学习困惑无法
在家中解决，学校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
题又实现了资源共享，即在课堂讨论和互
助中答疑解惑，同时使学生养成互帮、互
助的习惯。

“5”个课堂环节包括 ：一是课上交
流。小组学习是课堂学习的基本方式，学
生在自学的基础上，小组内交流个人的学
习成果和疑惑，在相互交流讨论中，提升
对知识的认知程度，并把无法独立解决的
问题进行汇总，在展示交流或质疑中得到
同学和教师的帮助，实现答疑解惑。二是
展示汇报。小组内互学后，把全组同学对
知识的整体认知和困惑与全班同学分享、
展示，其他小组进行补充、指正，并对提出
的疑问、困惑进行帮扶、解决。三是质疑
提升。经过各小组对本课知识的研讨，对
学习内容中掌握不了的部分进行梳理、总

结并寻求帮助，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本课
知识的深化和完善。四是巩固拓展。在
本课知识完善、解决的基础上，完成拓展
和提升，可以是理论上的相互交流，也可
以是习题式的问卷，形式不限，旨在达成
对学习内容的完善、拓展、提升。五是课
堂测试。课堂检测既是对课堂效果的检
验，也是教师对学生和小组活动评价的重
要依据，同时也是一节课必备的结论性
内容。

“3”种评价方式：自我评价，旨在提升
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和自信力；小组评价，
旨在促进小组合作，提高学生互相欣赏、互
相帮助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教师评价，既
是对学生一节课学习状态的评价，也是对
学生相互间合作和互助的评价。

在辉山学校的课堂，你永远听不到教
师说“你要如何如何……”“给老师做……”
你能听到的只有学生带着满满的自信
说“我认为……”“我想要……”“我发现
了……”“请听我说……”所有学生认真
聆听同伴的发言，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汲
取所长才能发展自我。每节课后，不经
意走过学生身边，你会听到“今天回家
需要查阅哪些课外资料……”“今天这
节课上我还有一些想法……”“我认为
你这个思考点非常好……”课堂发生了
改变，学生的学习由懈怠转变为渴望与
不懈追求。

这就是辉山学校的课堂，让学生“为自
己而学，为自我价值而学”。学校的理念
是：“是金子，我助你闪闪发光；是矿石，我
陪你百炼成钢；是泥土，我教你变成砖瓦盖
成房。”

重塑教学秩序

辉山学校有一个重度早衰的学生，
但任何人看到她的笑容都会感受到那是
最美的生命绽放。虽然智商和行动状态
相当于 76 岁的老人，但在课堂上她能为
大家讲解《望大陆》，能流利地背诵《木兰
诗》，能每天都背会一段文字……她深
知，作为小组的一员要为自己的团队负
责。在辉山学校，所有的学生都在承担
一个责任：牵着她的手，为她的生命拓展
宽度和深度。

这只是辉山学校践行“教育要面向全
体学生，一个也不能少”教育理念的缩影，
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实现人格的
完善，辉山学校以“变”突破传统课堂的
桎梏。

“变”作业为自选。作业，教师盲目地
留，学生被动地做，使学生闻“学”而厌。辉
山学校的“153 课堂教学工程”让一本“自

学报告”代替了所有学科作业，学生根据自
己的学习基础、现状对要学的知识内容进
行有选择、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学习。通过
自学报告，学生在思考中提出自己的观点，
在探究中找出困惑和方法，这样的学习不
仅省时高效，还让学习的过程变得愉悦。
当作业真正成为学生可自选的“知识超
市”，学生就会养成自主、探究、思考和发现
的好习惯。

“变”传授为服务。课堂，想让教师和
学生说爱你不容易。传统的课堂教师真
累，学生会与不会都要讲；学生真累，想学
或不想学都要坐在那里。但辉山学校的
课堂，教师走下讲台，走近学生，让传统课
堂上知识的传授者成为学生学习的合作
者、服务者。学情成为教师的教学情报，
每一个学生既是情报员，又是服务对象，
教师的备课重在学情的考量。因此，教师
备课的重心发生转移：从自我知识认知走
向全面服务学情。

“变”被动为参与。“153 课堂教学工
程”的课堂五大教学环节，让所有学生参
与其中、乐在其中：红红的脸——在研讨
中；绽放的脸——在分享中；低垂的脸——
在思考中；兴奋的脸——在展示中。学生
在交流中收获了合作、友爱，在展示中拥有
了自信、阳光，在互助中懂得了信任、责任
和担当。

“变”评价为欣赏。“分，学生的命根”道
出了分数是衡量学生成绩、教育质量绕不
过去的坎。重分数、轻能力和有分数、无能
力成为教育的现实之困。而辉山学校的

“153 课堂教学工程”三种评价体系，成功
地把唯分数的评价转变为互相欣赏、共同
进步的评价。三种评价体系包括自评、互
评、尊长评，拓展延伸为自我欣赏、亮点发
现、父母和教师期望。学生在自己的评价
手册里看到的是成绩的印记、亮点的汇总、
同学的欣赏、父母的期待、老师的期望……

在这一充满正能量的评价体系下，学生会
用欣赏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心中不会
留下阴霾。

系统改变激活学校

地处城乡接合部的辉山学校缺乏高
学历、高素质的家长队伍，没有城市可供
选择的教育辅助机构，也没有诸多名校隐
形的教育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唯
一的出路就是改变：改思想、改学法、改
状态。

改思想。教育教学的服务对象是学
生，受益者是学生，学习的主人是学生。只
有真正理解了这句话，并落实到具体工作
中，教师才会有所建树。所以，学校引导教
师改变原有的教学理念，不再做知识的传
递者，而是做学生学习活动的促进者、启发
者、质疑者、示范者。学校提出“助长”教
育，让学生在特长上扬长发展，为孩子的终
身学习奠基。学校倡导并力行：学生生活
的完整在于被尊重、理解和重视；学生生活
的幸福在于拥有话语权、思考权、创造权、
自主权；学生生活的最终财富是具备自我
责任和社会责任。

改学法。传统的学生作业状态是“三
心”：尖子生省心，中等生费心，学困生闹
心。为什么做作业？给谁做作业？许多学
生认为是为教师和家长写作业。抱有这样
的想法，作业的质量可想而知。一项作业
就把学生所有的探索热情扼杀殆尽。而辉
山学校推行的“自学报告”也有“三心”，即
完成时专心，交流时用心，展示时开心。同
样的“三心”，却是对作业概念的一个颠覆，
学生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复制变为创造。

“自学报告”虽然没有要求写多少字数，但
学生一节课下来远远超过教师备课字数的
若干倍，而他们却甘之若饴。为什么？就
是因为有了自我展示欲望的驱使，就是因

为他们在做自己高兴做的事，就是因为他
们在这样的作业中找到了自信。

改状态。一个没有感受过被关爱、被
尊重的人，让他去尊重和关爱别人是天方
夜谭，不是因为他不做，而是不知道怎样
去做。教育是美好而阳光的事业，如果教
师没有了自身的阳光和美好，就不会教出
阳光自信的学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这是教师的责任，也是尽显师者本色、赢
得学生尊重的“看家本领”。辉山学校营
造关爱、尊重教师的氛围，先后解决了教
师餐饮问题、值周教师冬季保暖问题……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教师休闲吧。把每一
份关爱与尊重落实在具体的工作、管理细
节上。学校提出“辉山学校就是要提升教
师的幸福指数，让所有教师感受到教师是
一个尊贵的职业，在这里你永远是被关爱
和尊重的”。在管理中，学校实施“走动式
管理，近距离服务”，真正做到“管理是为
学生和教师服务”。“一个人，只有被自身
责任所驱使的时候才会激发出内在的潜
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天才是因为被别人
强迫而产生的。”这句话既是关宝平的教
育管理理念，也是他对教师成长的殷切
期待。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辉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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