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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18年1月17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老纪原问课堂③

一起来“吹牛”吧
□单培文

一直以来，作文如同巍峨峻拔的高山，横

亘在师生面前，总是难以翻越。我们苦思良

策，试图找到秘方，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但

一直没有找到良药来解决。

那一日，我走进教室，发现一群孩子正

在聊天，一个个眉飞色舞，说得有声有色。

一个说，“我可牛了，一拳打倒一棵大树”；另

一个说，“我最牛，会十八般武艺，拜丐帮帮

主为师，学了降龙十八掌，可敌千军万马”。

一听他们的话，我就知道他们都把自己吹上

天了。虽然明知虚假，但这群小家伙面不改

色心不跳，乍一听，还以为是真的。

作文难于撼山，吹牛易如反掌，若将这

两者像面粉一样，加水“搅拌均匀”，说不定

可以蒸出一锅香喷喷的白面馒头。下一节

作文课，不如来次大PK，我们一起来吹牛，

看谁的牛皮功底最强。

再次走进教室，我二话不说，用粉笔在

黑板上写了大大的四个字“吹牛大赛”。一

刹那，教室里人声鼎沸，孩子们各个跃跃欲

试，都高高地举起手，想一展口舌之功。我

挥手示意，强调规则：守秩序，求新颖，外加

可信。哪怕是吹牛，也要卓尔不群，不能一

吹即破。不过，我告诉大家，可以先打好腹

稿，或是写个框架，比赛时才能胸有成竹，

胜券在握。

听了我的话，孩子们都安静下来，无论

是个人思考还是同桌小声商量，大家均皱

着眉头，绞尽脑汁，认真思考。

10分钟后，PK开始。孩子们争先恐后，

像开了闸的水，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且

头头是道。游戏迷说：“我的电脑水平天下

第一，举世无双，随意一个游戏，玩不了几天

就满级。”乖乖女说：“我的成绩要说第二，没

人敢说第一。语文试卷要不了10分钟就能

做完，数学没有一次不是100分，将来不是北

大就是清华，哈佛都会给我寄录取通知书。”

所有人口若悬河，说得天花乱坠，就连平时

最内向的孩子，也说了一大通。

临近下课，大家还意犹未尽，我说：“相

信大家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不如我们用

笔写下来，写成一篇作文，再细心修改，说

不定异常精彩。”听了我的话，孩子们都点

头称好，一改以往的叫苦连天。

第二天早晨，学习委员很快收齐了作文

本，无人拖欠，几个作文学困生更是第一时

间上交。我翻看了大家的作文，真是妙笔生

花，思维独到，令人拍案叫绝。我在班里大

肆表扬一番，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颁发荣

誉证书和奖品，并推荐几篇作品至报刊，数

日后果然发表了。学生闻着样刊的墨香，拿

着稿费，心情如潮水汹涌澎湃。当然，我不

忘提醒他们：“牛皮虽好，生活中不可常吹；

戒骄戒躁，才能迎来成功之花。”这是为人之

准则，身为人师，不可忽视情感之导向。

此后，我再接再厉，把吹牛引入作文，

势把吹牛进行到底。学生一扫写作的阴

霾，从此晴空高照，写作水平大幅度提升。

写作其实并不难，我们要学会用独到

的方式，运用与众不同的教学技巧，勾引起

学生的兴趣，才能让作文教学“源头活水

来”，得一渠清水。

敢问作文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路

就在身旁，路就是你的点子。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婺源县紫阳第一小学）

什么样的课是好课，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我认为，好课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看得见学习。课堂应变成学堂，让学

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让学习真正在学

生 身 上 发 生 ，这 样 的 学 习 才 有 真 正 的 效

果。教师应让学生充分与文本对话，边读

边想，边读边圈画批注，留下学习的痕迹；

要让学生充分交流讨论，小问题同桌交流，

大问题小组讨论，在讨论交流中碰撞思维

火花，深化思维，完善答案；要让学生充分

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或动情朗诵，或表演

演示，或通顺回答，或生动描述。课堂上，

教师不能一直滔滔不绝地讲，不知疲倦地

问，学生呆呆地听，或者蜻蜓点水地读一

下，装模作样地交流一下。教师不能舍不

得自己对文本秘密的发现，要让学生自己

发现文本的秘密，为学生的发现而鼓掌；不

能舍不得自己的精彩讲解，要引导学生自

己从说得不精彩到说得精彩。教师不能等

不及，等不及学生充分的学习，就开始讲

解；不能闲不住，想说的时候少说，把时间

多留一点给学生，让他们说、议、读、写。学

生要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展示；学会合作，

学会探究；找到自信，品味探索的过程。

望得见进步。课堂上，教师要望得见学

生的发展和进步，要望得见学生越读越好，

由读错到读对，由读得不流利到流利；要望

得见学生越说越好，由说得不通顺到通顺；

要望得见学生越思越好，由思考错误到正

确，由思考肤浅到深刻；要望得见学生越写

越好，由写得不具体到具体，由写得不生动

到生动。那种对答如流、一帆风顺的课堂不

是成功的课堂，而是失败的课堂，因为学生

都会了。那种课堂只与几个学生对话，以几

个学生的会代表其他学生的会，这样的教学

也是失败的。教师的教学应该面对大多数，

要看到大多数学生的学会、会学。因此，教

师应了解学情，学生会的不教，应教大部分

学生都不会的东西。课堂上磕磕碰碰正常，

冷冷清清也正常，因为这里有思考，有真正

的学习。当然，有些进步是看不见的，但如

果课堂上望不到一点学生的进步，这样的课

堂肯定是无效的课堂。

记住教师的教。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

者、引导者、帮助者、激励者，不能成为学生学

习的代替者。教师的教一定要放在最后一

步，也就是在学生想懂又不懂的时候，想说又

说不出的时候，这时才出手。因为，这时的点

拨最能看出教师的教学功底，好的点拨能起

到四两拨千斤之效，会让学生恍然大悟。比

如，一位教师在教朱熹的《观书有感》时，问学

生：“这首诗写的是池塘里的水，可是却用了

‘观书有感’作题目，这首诗与看书有无关系

呢？”许多学生说不清，这时教师在黑板上画

了一个示意图：源头→活水（池塘清澈），书籍

→知识（人聪明）。

然后，教师指着示意图说：“书籍就好像

源头，知识就像活水，源头里的活水不断地流

进池塘，使池塘变得清澈。那么我们看书时，

书籍里的知识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人的大

脑，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作者写这首

诗，其实就是让我们要不断地读书。”

学生看了这清晰的示意图，听着教师清

晰的讲解，不断地点头。这位教师的讲解，也

让学生豁然开朗，终身难忘。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实验小学）

新时代 新希冀
2018 年，中国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

新课堂应该什么样？

学生说，新时代的课堂应该是充满生命

能量的有乐趣的课堂，活泼、生动、有趣，求

知、生长、绽放。教师说，进入新时代，企盼

新课堂。学生求知旺，老师教学强。师生关

系无间隙，没有生命之殇。为师渡人亦自

渡，践行教学相长，彰显教学特色，深化教学

主张，创新育人机制，实现教育理想。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外国语中学教师

杨福平）

素质提升 素养落地
我期望的课堂是塑造内心，唤醒生命，富

有情怀，勇于创造。

我期望做到的是，新授课：以生活视角构

建课堂，以丰富情境再现知识，整合资源，走向

体验；复习课：内容全，练习精，循序渐进，突出

重点和综合性；讲评课：以问题导学，从实例入

手，以学生群体的差异为基础合作学习，教师

引，学生做。我期待师以生定教，生以教促

学。学生青春灿烂，教师前景光明。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第三中

学教师 宋学红）

课事

好课看得见
□吴民益

课堂策

寄语2018

师：今天我们要读一个故事——《破耳朵

兔子》。当你看到这个题目时，有什么问题？

生：是谁家的兔子？耳朵是怎么破的？

师：好，两个问题，很清晰。提醒其他小

朋友注意，已经提过的问题不可以重复提，所

以要注意倾听别人的问题。好，换一位小朋

友，看还能提出什么问题。

生：我提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兔子是

公的还是母的？第二个问题是故事里除了兔

子，还有没有其他人物？第三个问题是兔子

是买来的还是捡来的？

师：很好，你听得特别专注，所以可以立

刻在表达时进行调整。

师：除了问以上问题之外，经过上一节课

之后，谁还记得对于一个故事来说，哪些问题

是所有故事都应该问的，想一想。

生：第一，这个故事写的什么？第二，作

者为什么写这个故事？第三，这个故事怎么

写的？第四，这个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师：你说得非常完整。这是我们阅读一

个故事的时候，必然会问到的问题。大家刚

才所提的问题都是围绕这个故事写的什么来

问的。下面大家看一下，我提的问题是不是

跟你想的差不多？

师：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阅读这

个故事，看你能解决几个。

（具体文章请网络搜索——《破耳朵兔

子》，作者汤·西顿）

生：读完故事后我解决了三个问题。第

一，兔子的耳朵为什么破了？是被大黑蛇咬破

的。第二，兔子的破耳朵后来好了吗？没有

好。第三，兔子的耳朵是被谁弄破的？大黑蛇。

师：很好，回答得很有条理。刚才是回答

了第一、第三和第五个问题，剩下的第二和第

四个问题谁能回答？

生：我回答第二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写

这个故事？可能是作者觉得小白兔很可爱、

很调皮、很可怜。

师：你的意思是说作者就是要表达小白

兔很可爱、很可怜的感觉，是这样吗？

生：是的，我理解的有这层意思。

师：因为第二和第四个问题属于深度阅

读的题。在初步阅读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带

着它思考就可以了，不一定全部都解决。接

下来，我们一起慢慢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

解决，这个故事写的什么。大家带着这两个

问题默读，思考，不急于回答。

生：我认为是故事中的第二段到第七

段。这几段讲的是小兔子特别调皮，跑出洞

外被大黑蛇咬破了耳朵，还缠住它让它喘不

过气，它吓得大声叫妈妈。所以，我觉得这里

的描写让我感到很紧张、很激烈。

师：也就是说你认为第二段到第七段，是

让你感觉最紧张的，也是最可怕的，回答得特

别清楚。那么，其他小朋友还有没有不一样

的看法？

生：我觉得是从第三段到第六段，比如文

章里提到“苏苏的声音，越来越近”。

师：你答得很具体，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最

激烈、最紧张的是从第三段到第六段，然后是

兔妈妈和大黑蛇之间的搏斗。找一下兔妈妈

和大黑蛇之间的斗争最激烈的是哪几段？

生：我觉得是从第八段开始。

师：你找得非常准确。那么我们反过来

就会知道，从第三段到第七段是最危险的时

候，从第八段一直到第十段是描写它们斗争

最激烈的时候。所以最危险的时候和斗争最

激烈的时候加在一起就是故事的高潮，也就

是说从第三段到第十段就是故事的高潮。好

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故事高潮前边几段讲的

是什么？

生：我觉得前面讲的是兔宝宝什么都不懂。

师：接着你刚才的回答来说，兔宝宝在洞

里，很安静地待着，后来就听到可怕的声音来

了，它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就非常害怕，这

是前两段讲的内容。那么，后来的结局又是

怎样的呢？

生：故事的结局是兔妈妈救出了小兔子，

小兔子的耳朵留下了一个洞。

师：你回答得非常完整，提取信息的速度

也很快，说明你刚才确实认真读了。到现在

为止，我们是把一个故事分成了三部分，有的

故事，情节发展就像是一座山一样，有发展，

就是山坡，有高潮，就是山顶，最后是结局，也

就是下山的山坡。

地点、人物

发
展

高潮

结
局

后续

师：现在让我们对着“故事山”，尝试把故

事的内容大致复述一下。

生：故事的人物是兔妈妈、兔宝宝和黑

蛇，地点是在草地上；发展是兔宝宝待在兔洞

里听到了黑蛇的声音很害怕；高潮是黑蛇咬

住了兔宝宝，兔妈妈上去跟黑蛇搏斗救出了

兔宝宝；结局是兔宝宝和兔妈妈逃脱了危险，

耳朵上留下一个洞。

师：你在复述的时候，信息非常全面。不

过，我们在复述故事时，可以不用说人物、发

展、高潮这些字，只要直接复述就可以了。比

如：有一天，兔宝宝待在兔子洞里，兔妈妈告诉

它不要出来，外面有危险，所以兔宝宝听到各

种声音都不出来。但这时它听到了奇怪的声

音，于是非常害怕，就忍不住动了一下，结果就

被黑蛇咬住了……好，谁能够接着往下继续？

生：兔宝宝大声呼叫兔妈妈，兔妈妈就从

附近赶回来，与黑蛇搏斗并抓伤了黑蛇，黑蛇

特别疼就松开了咬住兔宝宝耳朵的嘴。然后

兔宝宝和兔妈妈逃脱了黑蛇的危险，但是兔

宝宝耳朵上留下了一个洞。

师：对，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是不是？

好，能够复述故事，说明大家基本读懂了，现

在让我们更进一步，用一句话概括故事。

第三步：请用一句话概括故事内容。

•兔宝宝·兔妈妈·黑蛇——人物

•兔洞——地点

•黑蛇咬住了兔宝宝——发展

•兔妈妈救出兔宝宝——高潮

•兔宝宝耳朵留了个洞——结局

写
的
什
么

生：兔宝宝在兔洞里被黑蛇咬住，然后兔

妈妈救出了它，结果兔宝宝耳朵上留下了一

个洞。

师：非常棒。那么，现在有谁看出来，我

们应该如何概括故事的内容？

生：先画一个故事山，找到人物、地点、发

展、高潮、结局，然后把这些连起来。

师：你把核心部分说出来了，谁还有补充？

生：我觉得一开始提问带着问题阅读也

很重要，因为带着问题读就更容易读懂。

师：你说得真好，这确实是我们要实现概

括内容这个目标很重要的一步。那么，这两

个同学的说法加起来，就是概括故事内容的

方法了。现在我们开始解决第二个问题：作

者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

生：我发现，兔妈妈很爱它的孩子，因为

为了救它，可以跟可怕的黑蛇搏斗。

师：说话有理有据，太棒了。

生：我觉得这次经历对兔宝宝来说是一

个教训，因为它的耳朵上留下了一个洞。

师：你回答得太棒了。

生：我发现，兔妈妈非常勇敢，因为它那

么小，还敢跟大黑蛇进行搏斗。

师：谁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让这个思考更

深入？

生：兔妈妈为什么那么勇敢？

师：好问题！什么是好问题？好问题就

是能够驱动你进一步往前思考的问题。谁能

回答这个问题？（适当时候，发挥教师的作用，

把学生往前引一点）

生：因为小兔子遇到危险了，兔妈妈非常

爱它，为了它命都可以不要。

师：如果现在我问你，作者为什么要写这

个故事，有人知道吗？

生1：为了赞扬兔妈妈母爱的伟大。

生 2：为了告诉我们，妈妈可以为了我们

不顾生命危险，我们要听话。

师：你们说得真好，都认真思考了。现

在，让我们填一个空，完成对这个故事的初步

理解：所以，这个故事，作者是通过写 从

而（告诉、赞扬） 。

生：所以，这个故事，作者是通过写兔

宝宝在兔洞里被黑蛇咬住，然后兔妈妈救

出了它，结果兔宝宝耳朵上留了一个洞。

从而告诉我们母爱的伟大，还告诉我们要

听妈妈的话。

师：到此为止，我们算是完成了初步阅读

一个故事的步骤。今天的作业很简单，就是

再读一个故事，自己完成这些步骤。

作业：一个故事一座“山”

阅读《英雄小山羊》，完成相关内容。

一、针对题目，提出你的问题。

二、带着问题，阅读全文，尽量解决问题。

（具体文章请网络搜索——《英雄小山

羊》，作者阿尔法罗）

三、读完全文，我解决了（ ）个问题，

答案分别是 。

四、完成“故事山”。

五、根据“故事山”复述故事。

六、概括故事内容。

七、回顾整个故事，写出你的发现、感受

或其他思考。

八、作者是通过写 （告诉、赞

扬） 。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观

看课堂视频。

爬“故事山”读好故事
执教内容：《破耳朵兔子》 执教教师：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纪现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