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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掌声
不一样的精彩

□孙 鹏

《掌声》是小学三年级的一篇课文，讲
的是身体残疾而自卑的英子上台演讲，得
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在掌声的鼓励
下，她鼓起勇气变得乐观开朗的故事。

最近听了《掌声》的两节同课异构
课，值得注意的是，两节课的最后，教师
的教学设计类似：几年以后，让学生以英
子的口吻给班里的同学读这封回信。

第一位教师是这样设计的——出示
英子的来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掌声，
因为它使我明白，同学们并没有歧视
我。大家的掌声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使
我鼓起勇气微笑着面对生活。”

师：这是上中学的英子给同学们的
来信，谁想读一读？

（话音刚落，许多学生跃跃欲试，还
有学生大声地说“我读、我读”）

师：（走向一位抢答声音最响亮的学
生）你来给大家读一下吧。

生：我永远……（读得较为流畅）
师：你读得很用心，同学们把掌声献

给他。这样，老师奖励你再推荐班里朗
读水平高的一名同学读一读。

（学生自然而然地推荐班级水平最
高的同学）

另一学生：（非常自信、饱含深情地）
我永远……

（该生读完后，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很显然，这位教师让班里回答问题

积极的学生和朗读水平较高的学生来读
英子的回信，最后水到渠成，其他学生给
这两名学生以热烈的掌声。教师还强
调，相信同学们的掌声和课文中的掌声
一样，会给这两名同学更大的鼓舞，让他
们变得更加优秀。

第二位教师同样先出示英子的回信。
师：上中学后，英子来信了，想读的

同学请举手。
（教师仔细地看了看全班学生，发现

绝大部分学生都乐意地举起了手，只有
一个学生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教师，一
动也不动）

师：（走近该学生，弯下腰）这名同
学，你为什么不举手？

（该学生一声不吭）
师：（看到他犹豫的神情，就转而面向

全体学生）同学们，现在他最需要的是……
（还没等教师把话说完，教室里就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这名学生战战兢兢地
站起来，一字一字地读完英子的来信）

师：（激动地说）你读得很认真，人就
要有自信。同学们，你们的掌声给予他
莫大的鼓励。这名同学，你也为自己的
勇气鼓掌吧。

（该生一边给自己鼓掌，一边洋溢着
喜悦的神情）

第二位教师没有找班里回答问题很
积极的学生，而是发现了班里一名不敢
举手的学生。显然这名学生的自信心不
足，表达水平也一般，但是在同学们的掌
声鼓励下，在教师鼓舞的目光中，他还是
慢慢地站了起来，勇敢地完成了这次问
题的回答。从他脸上洋溢的笑容可以看
出，他比刚开始自信多了。教师很好地
利用了“掌声”这一课题，很自然地把握
了课文的主题。

两节课的最后，一样是读回信，但精
彩却不一样。两堂课都关注本课的教学
主题，注重挖掘“掌声”对人们的鼓励和
肯定，但效果却大不一样。如果说掌声
给予第一节课的学生是和风细雨，在他
们的内心深处只会有一圈圈涟漪，那么
掌声给予第二节课的学生则是狂风暴
雨，在他们内心深处产生的是惊涛骇浪。

我们常说，教育的本质就是“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
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想，同样是
掌声，更应该把掌声送给想动却没有信
心动的那棵树，想飘但又飘得不潇洒的
那朵云，想觉醒但没有勇气觉醒的那个
灵魂。这样，我们的教育才真正做到了
激励、唤醒和鼓舞。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东营市实验小学）

课堂上，我正在给学生范读课文
《小壁虎借尾巴》，眼睛的余光告诉我，
有一些学生不时地偷看黑板上方的天
花板。我故意用目光注视了表现略显
激动的张子豪，一向反应敏捷的他迅速
将自己的目光移到面前的课本上，可是
几秒钟后，他的目光又一次投向了天花
板。在他的影响下，班级中仅剩不到三
分之一的学生在听课，怎么办？是让他
来前面站着，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还是瞪瞪眼糊弄过去，让这件事暂时平
息继续上课？

突然我发现，原来天花板上有一只
小壁虎。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要
充分利用这一资源领着这帮“小鬼”走出
文本。

于是，我把书本轻轻放到讲桌上，
慢慢地转过身来，把目光投向天花板上
的那只小壁虎，这些“小鬼”个个都在躲
闪我的眼神，分明意识到自己上课“开

小差”的错误。此时的课堂异常安静，
看着学生的表情，好像一场暴风雨即将
来临。“大家想了解天花板上的这只小
壁虎吗？”我的和颜悦色让学生悬着的
心慢慢地放松下来，他们异口同声地答
道：“想！”

“小壁虎喜欢黄昏或夜间行动，以蚊
子等昆虫为食物，擅长飞檐走壁，用舌头
捕食，像苍蝇一样脚底下有吸盘，壁虎吸
附在墙壁和天花板上，动作十分敏捷。”
我边讲边伸出双手，示意学生做出向上
攀爬的动作。

小机灵鬼张乐举起小手，我还没来
得及开口，他已经站起来说：“如果我也
有吸盘，那可就是蜘蛛侠了。”“是啊！可
是，即使是像蜘蛛侠一样的小壁虎，也有
遇到危险的时候。”被我引到主题上来的
一群孩子，又一次露出好奇又略带怀疑
的眼神。

坐在离我最近的小晚楠跃跃欲试地

说：“壁虎遇到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
甩掉自己的尾巴逃跑呀？”我很快给予了
肯定的回答，并补充道：“由于壁虎尾巴
上的神经还没有死亡，所以尾巴在原地
会不停地动来动去，让天敌误以为是壁
虎，从而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达到逃生
的目的。而断掉的尾巴，过不了几天便
会再长出来！”

“现在谁愿意告诉老师，小壁虎为什
么要借尾巴？”半天没有得到发言机会的
王蕊自信地说：“一条蛇咬断了小壁虎的
尾巴，它感到很难看，所以要借尾巴。”

“谁能读出小壁虎此时的心情呢”……就
这样，孩子们从文本中被领了出去，又在
不知不觉中被带了回来。

记得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如果
真正广阔的生活冲进教室的门而来到课
堂上，教室的天地就开阔了。”的确，对于
包罗万象的语文来说，需要充分利用一
切可以利用的教育教学资源，既要立足

文本，又要跳出文本，把学生带到更广阔
的思维世界。

然而，把学生从文本中领出去容易，
可能否带得回来？这是教师所担心的，
所以许多教师选择课后拓展，而很少在
课堂上延伸。尽管教师知道领着学生从
文本中走出去，既能拓展学生的知识，又
能提升学生的思维，可教师为了保证教
学进度，为了多一点“和谐”少一点“意
外”，大多还是会做预设教案的机械执
行者。

在文本之外探索的学生，不可避免
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意外”，往往并
不像我们课前预设的那样。教师此时应
当扮演好“导演”的角色，充分发挥主导
作用，积极分析，冷静面对，因势利导，从
学生的认识出发，与学生一起探究、质
疑，既能把学生领出去，也能将学生带
回来。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灵璧县界沟小学）

教师成长的过程，课堂教学改进的
过程，都离不开学校的教研活动。语文
特级教师于漪说“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
学做教师”，“学做教师”即研究如何更好
地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

审视许多学校的教研活动，差距较
大，问题不少。有的学校教研流于形式，
收效甚微；有的学校教研活动开展得很
扎实，可苦于缺少专家引领，困扰教师的
问题难以突破……

如何开展教研活动，才能收到更
大的实效呢？在我看来，必须坚持四
个原则。

共 享

共享是教研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教研活动之所以成为教学常规工
作，就在于它能够集中全体教师的智慧，
对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加以商讨研
究，提出本校本学科的具体解决办法，从
而整体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只有共享才能实现互补共赢。作为
教师，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摈弃狭隘的
竞争认识，树立学习共同体意识，在共享
中共同提高，实现良性竞争。学校要建
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分享经验
和成果；要搭建学校教研的管理平台，保
证教研基本成果的积累和共享。

高 效

学校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教研活动的
效率，减少教师的负担尤其是时间负担；
要规定教研活动的基本程序和要求，做
到按规教研；要明确不同类型教研活动
的方法措施，做到分类教研；要让教师针
对教研内容提前做好准备，做到有备而
研；要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化的交流平台
和手段，做到信息化教研……

聚 焦

开展教研活动必须具备聚焦意识，
体现为“三有”。

一是“有‘课’”。就是指所有教研活
动必须以课为载体，紧紧围绕课开展，备
课、说课、上课、听课、评课、反思课。研
究课才能提升课，这也是许多名校教研
活动的共同之处。

二是“有‘点’”。就是指开展教研活动
不能追求面面俱到，而应聚焦于一点或几
点。备课、说课时要聚焦教学目标，听课、
评课时要聚焦具体观察点，整体教研活动
要有计划地聚焦教学中重难点的突破。

三是“有‘果’”。就是指每次教研活
动要形成一定的成果，不能研而无果。
学校要开展不同形式的教研成果展示、
评比活动，让教研成果看得见，让教师成
长看得见。

专 业

专业性是学校教研活动发展的必然
要求。在教研活动的组织上要体现专业
性，通过小组竞争、分工合作等学习方
式，让人人有事做、有目标、有收获，使教

研活动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教研的主要
活动——听评课上，更要体现专业性。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漷的团队将课堂
观察分为4个维度、68个观察点，强调用
学习共同体和实证理念进行课堂观察，
很值得我们积极学习、大胆尝试。

要让教师做到专业性，前提是必须
有专业的培训。学校要做好教研组长、
备课组长的培训，提高他们对教研活动
的领导力；要做好对全体教师的培训，让
每个教师不仅会上课，更会说课、听课、
评课、反思；学校还要有意识把教研、科
研和校本研修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专
业的教师成长机制……

教研活动虽然是学校的常规工作，
可常规工作不能因循常规做，要根据实
际情况不断革新、大胆尝试，让常规工作
产生超常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持续
激发教师教研的动力和兴趣，才能持续
推动学校的发展。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南阳市实验中学）

高效课堂要求教师把课堂还给学
生，让学生在自主合作、展示互动中学有
所得。它不仅是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更
是对教师专业能力的挑战。在我看来，
教师的专业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课堂阻
滞时教师的点拨过程中。所以我认为，
在展示环节教师适时介入学生的活动，
才能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

理解肤浅处介入

小学生由于知识储备偏少，学习经
验匮乏，对课文的理解往往浅尝辄止、不
够深入，要让他们获得更深的理解，教师
需要及时介入、适时追问，让学生对问题
有更深层次的体验。

如学习《梦想的力量》一文时，学生
评价瑞恩只会说“善良”“金子般的童心”
之类的空话。为了让学生体会瑞恩的不
平凡，我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用了两个
问题追问：你们做过家务吗，做家务时遇
到过什么困难？我们一节课40分钟，两
个小时是多久？这一追问，学生的话匣
子打开了，懂得将自己和瑞恩作比较，知
道瑞恩的可贵在于坚持不懈，6岁瑞恩的
形象跃然纸上，孩子们对他肃然起敬。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追问过后，应鼓
励展示的学生再次展示，而不是换成其
他学生展示，这样可以保护学生的自尊
心，激励其自信心。

文本陌生处介入

语文教材中有许多课文蕴藏着深

厚的历史和人文背景，由于年代久远或
在实际生活中接触较少，学生在文本理
解时往往会感到陌生，学习此类课文时
会产生许多障碍。教师在备课过程中
要学会预设，适时引入相关文字、图片
或影视资料，激发学生的情感和学习的
欲望。

在讲授《詹天佑》一文时，学生对帝
国主义到中国争夺修筑铁路权的认识，
仅仅停留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口号上。
我引入詹天佑的个人资料和当时的社会
背景，这样学生就立刻意识到：“帝国主
义想利用铁路侵略我国，此时詹天佑站
出来接受任务的初衷不言而喻。”阅读资
料后学生准确有力的回应，让本篇课文
教学难点“感受詹天佑的爱国情怀”不攻
自破。

出现错误处介入

高效课堂的展示环节中，学生常常
会出现各种错误，如读音错误、断句错
误、文本理解错误等，不论是哪种错误，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教师就应该巧
妙介入。教师要把错误当作教育的契
机，及时作出反应、机智处理，可以是创
设情境，可以是追问，还可以是让小组再
次讨论，帮助学生回归正确的思维方向、
正确的价值判断。

在《“凤辣子”初见林黛玉》的学习
中，学生分享对王熙凤的印象：有学生
说她热情，有学生说她关心人，有学生
说她非常喜欢林黛玉。可爱的孩子们
被王熙凤的精彩表演迷惑了，我随机

问一个学生：“黛玉妹妹可曾上过学？”
学生答不知道。再问“她现在吃什么
药？”学生摇摇头。“为什么你都不知
道？”“因为林黛玉没有回答。”“是林黛
玉没有回答，还是她根本没有机会回
答？”学生终于明白，王熙凤的问话只
是在讨贾母欢心，根本不在乎林黛玉
是否回答，王熙凤的虚情假意一览无
余地展现出来。

表述不清处介入

高效课堂的展示，让学生“敢说”了，
但在展示环节中，面对学生各种形式、各
种水平的发言，教师最担心的是怕难以
完成教学任务。可是回归语文教学的本
源，“说”也是语文教学的一项基本任
务。因此，在学生展示过程中，出现表述
不清时，教师应该及时介入，进行矫正补
充，引导学生说清楚、说准确。

学生的发言表述不清，有可能是因
为词不达意或条理不清。在教学《彩色
的翅膀》一文时，学生分享“西瓜不平常
的来历”时，我问道：“这一部分属于插
叙，它在课文中有什么作用？”有学生说：

“让课文写得更长！”对于这个答案，许多
学生竟纷纷点头。为了让学生理解插叙
的作用，我灵机一动：“我想把刚才这位
同学的话说得更专业一点，课文的插叙
让我们了解到西瓜不平常的来历，使课
文内容更丰富，大家同意吗？”学生点点
头，再让刚才的学生复述一遍，问题也就
解决了。

学生发言中表述不清的另外一个可

能是，不会借助一定的句式。教师要训
练学生一些基本的句式：“先……再……
然后……最后……”“对于这个问题，我
是这样理解的……”“这句话中用了（比
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写出了
……让读者感到……”等，这些话都是
展示过程中非常有效的表达方式，需要
给学生进行强化训练。给了提示，学生
如果还不能清晰准确表达，教师就需要
进行现场示范。

学法提炼处介入

学法指导是授之以“渔”的方法，学
生掌握了学习方法，才能真正成为拥有
自主学习能力的人。教师要在教学中不
断渗透、提炼、迁移学习方法，真正达到

“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六年级下册《古诗词背诵》单元群教

学时，在给学生充分的学习时间后，我向
他们搜集学习方法：有借助注释的，有借
助课文插图的，有用反复读方法的，有查
阅资料的……我把这些方法用简单的词
语提炼出来，并提示学生：“我们学习古
诗文的方法有反复读、借助注释、查阅背
景资料、结合插图等，还可以用哪些方法
读懂这首诗呢？”这样的提炼、强化、训
练，让学生学会应用新方法、思考新方
法，久而久之，学生就能形成叶圣陶所说
的“自能读书,不待教师讲”的能力。

学生展示过程的介入时机还有许
多，介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只有合理
利用，才能让高效课堂真正实现高效。

（作者单位系广西天等县城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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