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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请落在我们的冬天里

周刊现代课堂
建 设 新 课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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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培东

肖培东老师的一堂作文指导课，

是以“雪”为话题的。但他上课时，当

地还没有下雪，学生没有生动的体验

作为支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肖培

东采用了以下策略：

直观刺激，补充心理表象。人

认识世界是从感觉和知觉开始的，

进而形成表象和概念，最后上升到

命题和命题网络。感觉和知觉是认

识世界的起点，也是唤醒内在情感

体验的触发器。没有这些感性的刺

激，学生就没有写作的动机。

初中生的理性思维还不是很发

达，往往不太适应纯粹的理性思考，

所以教师恰当地营造感性的画面，

有助于丰富学生的心理表象储备，

激发内在的情感，为理性思考奠定

基础。肖培东精选各种雪景图片，

注意素材的典型性、新颖性和多样

性，一下就牢牢抓住了学生的注意

力，唤醒了他们的审美体验。学生

们惊喜的眼神和连连叫喊，不就是

心灵被美感激活的标志吗？

以诗配图，唤醒知识储备。写

作不仅需要一些直接的素材，也需

要一些间接的素材，比如诗文名句、

名人名言等。从小学到初中，学生

们已经积累了不少诗文名句，但这

些诗文名句都是僵硬的材料，没有

被学生个体的生命体验激活，缺少

生命的温度和思想的厚度。同时，

由于是分散储备的，没有一个内在

的凝聚核，诗句与诗句之间缺少勾

连，形成不了命题网络，无法被有效

提取出来。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肖培东采

取让学生为图画配诗的策略，激发

学生的主动性。通过这样的任务驱

动，沉睡在学生心灵世界中的诗句

苏醒了，成为解释学生新经验的一

种视角。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千

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这些从学生心灵中迸溅出来的诗句

使课堂一下灵动起来，成为一个诗

意的世界。这时，学生既是在体验

课堂，也是在创造课堂。

多元叙述，激发生活经验。课堂

的大忌是一元叙述，这样会产生话语

霸权，压制其他话语的表达，对于写

作指导课尤其如此。在这节课上，肖

培东用亲切的语气提出一个问题，

“说说你与雪的缘分和雪的故事好

吗”，之后就将课堂留给了学生，真诚

地倾听学生的表达……师生多元的

话语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叙述

网络，既相互启发又相互补充。叙述

者重新发现自我经验的意义，倾听者

填补自己的经验空白。思维在这里

打开，情感在这里释放。

恰当引导，转化思维路径。课

堂上，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进行

恰当引导，特别是在学生思维陷入

模式化的时候，要介入一下，给学生

一点点拨和启发，引导学生换一种

思维方式，打开另一片境界。比如，

肖培东让学生叙述与雪有关的故事

时，学生陷入同一个模式中，就是叙

述自己的间接经验。这时，肖培东

适时地问了一句：“怎么都是爷爷、

爸爸说，说说你与雪的故事？”这样

将学生的思维从自在的状态转化为

自觉的状态，从对他者故事的叙述

转化为对自己故事的叙述，使课堂

更有立体感和包容性。

在叙述完故事后，肖培东又提

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今，雪到哪儿

去了呢？我们的冬天为什么不下

雪？”学生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虽

然这些答案有的非常稚拙，有的过

于抽象，有的明显出于臆测，但其中

渗透着学生的探究精神和责任意

识。这样课堂就从感性层次跃迁到

理性层次，从话语狂欢深入到责任

担当，从审美体验切换到理性追问，

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趁热打铁，深化写作热情。写作

热情是写作的发动机，也是思维的润

滑剂。但热情是短暂的，并依赖于某

种情境。所以，教师必须要趁热打

铁，在学生写作热情高涨的时候引入

写作任务，这样学生才乐于动笔。

“ 那 么 ，如 果 有 一 片 雪 花 ，你

希望它落在哪里？落在路旁的树

上，落在公园的叶尖上……雪花，

请落在我们的冬天里。那好，让

我 们 以“ 雪 花 ，请 落 在 _______ 上

（里）”为题，写写你的心里话。”肖

培 东 用 富 有 诗 意 的 话 语 启 发 学

生，引导大家进入洁白的童话世

界，纵横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展示

自己的情感和才思。

写作好比一枚硬币，一面是想象

力，一面是理解力。只有有了想象

力，文章才有诗意，才能洋溢情感，彰

显生命；只有有了理解力，文章才有

深度，才能穿透现象，抵达本质。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县牛埠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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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

纷纷。”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

里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

……

没错，我们在背诵写雪的诗句。

窗外，阳光薄薄的。温州的冬天

极少有雪，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为这个

冬天描画洁白。“大雪纷纷何所有，明

月与我何相见。”我们与纯白的冬天，

好久不见。

温州的冬天，没有雪愿意来这里

碎碎叨叨，更别谈认真地下了。而此

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在下雪。落尽琼

花天不惜，微信圈里，各地的朋友们

也很卖力地晒着他们的冬天，洋洋洒

洒的，丝毫不顾及我们望眼欲穿后的

怃然。

“同学们，这几天许多地方下雪

了，你们看！”所有的眼睛惊喜地盯着

PPT，然后就是连连叫喊。

“哇！好大的雪！”

“哇！要是我们这里也下一场雪

多好！”

“好久没看到下雪了，真美！”

……

确实，有关冬天的美好记忆，应

该是与雪有关的。雪花片片随风舞，

寒枝点点梅花香，从季节的脚步踏进

冬天的门槛那一天起，我们就期盼着

下雪，期盼着与这样的画面相逢。“绿

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至于这样偎火闲散

听雪落，围炉执樽絮江湖，则更是一

种遥望与奢盼。身处一个冬天无雪

的地方，对雪，我们只有思考，只有念

想，没有触摸，没有融入。

“同学们，看着这画面上一幅幅

冬雪图，我们是不是该给它们配上诗

句呢？”我笑着问。

这样，就如文章开头，课堂里纷

纷飞扬着洁白的诗句。我们嵌进去

的，其实是我们盼雪的心思。

“雪，为什么值得诗人歌咏，值得

我们期盼呢？”这是我的第二问。

从古至今多少浪漫诗人挥毫泼

墨“写雪”，对雪，诗人更有一种偏

爱。那么，诸多的天气现象，为什么

人们对雪的到来表现得如此激动？

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打雷、下雨、下冰

雹，而偏偏喜欢下雪呢？

“纯白，纯洁，白白的，特别干

净。”初二的小男孩还晃着脑袋，声音

响亮。

“瑞雪兆丰年！农民喜欢！”一个

女孩说。

是的，造物主把雪花赐予了冬

天，使冬天于苍凉之中有了生气，沉

寂之中增添了乐趣。农民们更喜欢

下雪，瑞雪兆丰年，天上飘舞的是新

的一年里美好的愿望。

“雪花特别好看，慢慢地在天上

飘落下来，感觉特别浪漫。”说这话的

是一个女孩，慢慢地叙说，仿佛每一

句话都是一片温柔的雪花。

“下雪了，就过年了，一家人就

团圆了。”这个回答，让我心动，思绪

很快回到童年：雪花中，母亲打着年

糕，父亲忙着杀鸡杀鱼，我和姐姐们

穿着棉袄，红着鼻尖站在噗嗤噗嗤

的灶火前……

雪落在记忆深处，落在童真的岁

月里，落在孩子们纯真的话语里。深

深凝视你会发现，课堂上他们的眼眸

晶莹剔透。他们，就是雪中粉雕玉琢

的孩童。

“说说你与雪的缘分和雪的故事

好吗？”PPT上变换着各地的雪景，我

继续“撩拨”他们的思想。

“我爷爷常说，以前的冬天，雪很

大很厚。早上，睁开眼，外面就白茫

茫一片，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是

的，那时的冬天，屋檐挂着冰棱子，窗

上结着冰花，屋顶上厚厚的雪，柴门

前白白的院子，雪地里觅食的寒鸦像

几个移动的黑点……

“我爸爸说，小时候下雪，他们就

会堆个大大的雪人，滚雪球。”是的，

我们的童年，雪是幸福，是快乐，是欢

笑，是童话。雪后的世界明净疏朗，

远山近岭的轮廓也不像现在无雪的

城市那样冷峻，没有冻结的牛铃摇响

乡村的歌谣。

“我爸爸说，他们过去的冬天可

冷了，可是那时候都没觉得冷。”是

的，我们的少年，雪花凝成贫瘠岁月

中温暖的诗歌。母亲熬夜织成的手

套，外婆针针线线做成的棉鞋，父亲

披着雪花大步走来的身影……“乱山

残雪夜，孤烛异乡人”，再想起当年的

雪，我们有幸福，有思念，有愧疚，有

感恩。

怎么都是爷爷、爸爸说，说说你

与雪的故事？

“去年温州下雪，老师特意让我

们走出教室，全班同学追逐着打雪

球，那节课太有意思了！”去年冬天，

点点雪花，我听一位年轻的叶老师上

鲁迅的小说《祝福》。那应景的雪呀，

很薄，很薄。

“寒假里，我和爸爸妈妈去东北

玩，那里的雪真大！我们滑雪，我还

摔了几跤。”疼吗？不疼！

……

想说的内容太多太多，慢慢地，

我们的眼里都是向往。窗外的阳光，

知趣地散去，我们的冬天，我们无雪

的冬天！

雪，怎么与我们无限遥远，可分

明我的记忆里又真切地落满雪花！

我们的冬天，被那无限的繁华与荒芜

漫延。那个玉洁冰清的世界到哪里

去了呢？

“ 同 学 们 ，雪 中 有 我 们 的 回

忆、快乐和希望。可是，如今雪到

哪儿去了呢？我们的冬天为什么

不下雪？”如雪落大地，教室里安

静了下来。

很快，我听到了这样的诉说。

“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人类对环

境的破坏，冬天不像冬天了！”

“汽车越来越多，冬天越来越暖，

好像叫热岛效应。”

“高楼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

雪花也就不来了。”

“我们和自然界不和谐，自然也

就和我们不和谐了。”

……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觉得总是有道理的。这个世界，我们

的缺失都是源于膨胀的内心。

没有雪花，年华哪有锦瑟，流年

怎能沧桑？

冬天，我们需要不停地搓动双

手，我们需要挤成一团的暖，我们需

要永不停歇的雪花……

那么，如果有一片雪花，你希望

它落在哪里？

落在路旁的树上，落在公园的叶

尖上，落在飞鸟的翅膀上，落在静默

的河流上，落在欢乐的校园里，落在

乡村的土地上，落在爷爷奶奶温暖的

肩上，落在大声歌唱的孩子的头发

上，落在我们每个人的梦里……

雪花，请落在我们的冬天里。

那 好 ，让 我 们 以“ 雪 花 ，请 落

在 上（里）”为题，写写你的

心里话。

很快，教室里，落满雪花……

（作者系浙江省永嘉县上塘中学

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读完肖培东老师关于“雪花”的课堂故

事，抬眼望窗外，一片纯蓝的天空，没有一

丝云彩。

南方是极少见雪的，南方的雪，很薄、

很柔，落地很快化为水，为春天的勃发蓄

势。肖培东的这节南方“飘雪”的课，也应

该是在那一双双纯蓝纯蓝的小眼睛前扬

起阵阵雪花，滋润小小的心田，拨动灵动

的心弦。

“雪花”在一首首诗里藏着呢，在孩子

们的耳际响过呢，但南方的孩子们，怎样才

能感受到那诗句里藏着的诗人的情感，怎

样可以触碰到那晶莹轻柔的六出飞花？于

是，在肖培东的课堂上就有了具体的图片，

让孩子们配诗句——没有身体的触感，孩

子们的眼睛可以观察，孩子们曾经的阅读

体验可以被调动。这一步，是让孩子们去

亲近“雪花”。“我们嵌进去的，其实是我们

盼雪的心思。”嵌进去的，是肖培东巧妙地

撩拨心弦的技巧，只是这技巧不露痕迹。

南方孩子的小眼睛里就这样开始飘雪

了，惊喜但不能沉溺，于是，肖培东再一拨：

“雪，为什么值得诗人歌咏，值得我们期盼

呢？”诗人的歌咏在我们的耳畔，但真实的

期盼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于是，雪之形，

雪之感，雪之亲情故事，雪之深刻思考……

心中有怎样的感受，心里有温暖的故事，随

着这雪花飞舞，快乐地在课堂上飞扬……

雪，落在了孩子的心里，悄悄融化，慢

慢浸润在心田。这时，肖培东的“导”可以

戛然而止了，因为再有表达，一定会限制孩

子们已经放飞的心灵。于是，我看到肖培

东说，教室里，雪花落满地。我知道，心花

朵朵，而且冬日阳光铺满，雪白中泛着淡淡

的金色，暖意融融。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昆明市第三中学）

一场雪的教育契机
□韩世文

新的一年刚刚开始，一场覆盖大半

个中国的雪“酣畅淋漓”地宣告了冬日的

主权。朋友圈里晒雪景乐此不疲，围绕

雪的各种话题也迅速蔓延……

于是我们看到，当清晨大雪笼罩了

大地人间，学校里开启的第一项工作就

是轰轰烈烈的“除雪工程”。有人觉得这

是一项意外增加的负担，也有人觉得这

是师生共同劳动的新契机。

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的教育工作

者踏着雪走进学校的时候，是否能从这

一场意外的雪中寻找到特别的教育契机

和课程资源呢？

我们不妨共同探寻一下。

首先，学校面临最基本的“除雪工

程”，这可以成为每一个班级“优化校园

大环境，提升团队战斗力”的主题班会活

动。为了学校环境干净整洁，为了他人

出行方便，每一个班级都可以成为一个

优秀的战斗团队，分工合作，进行一场自

主的除雪行动。在除雪的同时，还可以

拓展为雪地创意行动，以班组为单位，进

行“废雪”再利用比赛，其中堆雪人就是

最常见的创意之一。

其次，语文课作文难的问题一直困

扰着师生，学生常常无话可写、无情可

抒。那么，这一场恣意纵情的雪，既可以

作为景物描写素材，也可以延伸体验打

雪仗，然后成为记事作文的好素材，至于

因雪而作诗，更可以成为部分学生的兴

趣所在。与写作对应的，还有阅读赏析

和诵读展示：可以借助现实对比体验，整

合学习诸多关于雪的经典文本，将课程

整合出现场感；也可以做一场关于雪的

诗歌朗诵会或者美文鉴赏会……只要是

为了学生真正的学习和成长，关于雪的

创意语文课就会有多种可能性，学生更

会乐此不疲参与其中。

再次，每一门学科都可以和雪产生联

系。英语的简单描写、交流对话等，可以

在雪的激发下产生学习的新鲜感；数学学

科中关于面积、体积的测量与计算，因为

雪的存在会更加有趣；物理学科雪与水的

转化、蒸腾，固体与液体的体积变化等现

象，均可以成为重温知识点、提升动手能

力的好时机；地理学科更不用说，关于南

北气候、四季变化、雨雪形成等，借着雪的

到来教师就可以引领学生贯通学科知识；

历史课也可以很有意思，集体梳理上下五

千年关于大雪的历史记载，分析社会影

响、人文成果等，来一次真正的自主合作

学习，同时巩固历史事件分析法；美术课

可以画雪、堆雪、刻雪，音乐课可以唱雪，

体育课更不能因雪而停，而应该成为打雪

仗的最佳课时，更可以发展雪上项目，做

一次免费的滑雪课程体验……

教育，有时候只有想不到和不愿意，

没有做不到或不可能。课本和课表上的

安排，只不过是一种统一的教学规范和

学习“建议”，却不能成为优秀育人者的

思维“牢笼”。更何况，以雪为核心的主

题性学习，会让按部就班的不同学科，重

新迸发出新的魅力，为当下的课堂增添

无限的生命之趣。

雪来了，我们的教育机会也来了。

主编寄语

雪
花
落
满
地

心
花
灿
然
开

□
周
丽
蓉

特别策划
在下雪和不下雪的冬天，如何带领学生上好关于雪的作文课？这是语文教师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语文教学是很自然的事情，

阅读，写作，只要顺着学生思维去捕捉、去提升，课堂就有了内容。这个冬天，诗意的雪花，落在有内涵的孩子的心灵上。我们的语文教师，
要和孩子一样对天地有情怀，对自然有思考，对生命全心热爱。

爱有天意，语文有诗意。让我们一起跟随语文教师的笔，重温那些关于雪的充满诗意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