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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语文的旨归诗意语文的旨归：：精神的语文精神的语文
多年来，课堂教学改革在经验上

似乎一片繁荣，但实际的课堂样态和

教学效益却不令人满意。原因是什

么？其中比较核心的原因就在于教师

的专业素养与先进的教学理念之间存

在难以消弭的距离。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课堂教学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课堂教学

改革至少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教学

内容的重构，即解决教师教什么和学

生学什么的问题；二是课堂结构的调

整，只有课堂结构可以确保教师的教

更好地服务学、支持学，学生学的问题

才能得以解决，因为教师的教只是学

生学的手段，而非目的；三是学生“习

的深化”，课堂上只有真正实现了“教、

学、习”的合一，才可能实现真实、深度

的学习。许多时候，学生对某个知识

的学习，“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如何能“习”得精准、有效、深

入，考验着教师的专业素养。同样，如

何整合出有含金量的教学内容，如何

让课堂教学的结构更利于学生的学，

都由教师的专业素养决定。

现实中的课堂教学改革实践往往

锁定三项中的某一点或两点，以至于呈

现出碎片化的改革现象。但无论锁定

什么样的改革，都需要一线教师具有较

高的专业素养。因此，课堂教学改革要

不断走向深入，必须有一批优秀的教师

投入到课改中来，否则再好的教育理

念、教学方法都会在实践中大打折扣。

教师要想在教学方面有专业提

升，首先要具有设计清晰教学目标的

能力，目标不明，课堂教学就会陷入盲

目。江苏省特级教师严育洪曾分析过

三种没有任务目标的盲目学习现象，

即“牵着学”的完全被动，“领着学”的

亦步亦趋，“推着学”的无所适从。因

此，他主张有目标地学，一定是教师

“指点”学生的学习，需要练好四项“功

夫”：一是“把自己当学生”，教师在了

解学生需要的基础上设计任务；二是

“把学生当自己”，像相信自己一样相

信学生有完成任务的能力；三是“把学

生当学生”，尊重学生完成任务不同的

喜好和不同的方式；四是“把自己当自

己”，明白自己要发挥在放手中让学生

完成任务的指导作用。

有了这样的角色换位和角色认

知，教师才可能设计出高质量的教学

任务。佐藤学提出的学习共同体的

“黄金三角”，即相互倾听的互学关系，

直击学科本质，冲刺挑战性的问题。

对教师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冲刺

挑战性问题的设计。高质量的学习项

目要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和足够的挑

战性，这样的教学设计才会让学生产

生学习的需要，进而产生学习动机。

有了这样的学习积极性，教师指导学

生制订“如何学”“何时学”“学什么”

“在哪里学”“与谁一起学”等学习计

划，才能更好地完成。

所以，未来的教师首先要成为一

个教学设计师，愿更多一线教师的成

长从这个角色定位开始。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正宁县第三中学）

好课堂需要
好的学习设计

□侯振华

我见

□王崧舟

许多时候，在语文课堂上，一些学

生学得比较吃力。在学习语文的过程

中，有多少学生主动背诵积累？在看

到一份礼物时，有多少学生静下心来

阅读说明书，通过文字尝试探索？在

经历一次内心的成长时，有多少学生

想用文字记录下来？为了提高学生的

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教师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尝试改进：

第一，用学科的魅力吸引学生提

升语文文化基础。生活中语文无处

不在，但为什么一些孩子在幼儿园会

恰当使用反问句，到二年级做题就不

会了？学生在平时经常用把字句、被

字句，可为什么做作业时就不会转换

了？不会做无非两个方面：其一，把

语言转化成文字有困难，这个问题的

根源在于识字的问题；其二，做题时

把文字与语境分开了，没有联系生活

的意识。作为教师，我们是否应该反

思，课堂有没有问题？是否课堂越来

越花哨，过于追求大容量、大展示，忽

略了学生原本的学情？是否我们学

习语文的美好感受被练习代替？

课堂上，教师要放慢教学节奏，

让学生慢慢发现语文之美。比如，低

学段我带领学生阅读绘本、学习生

字，感受汉字的无穷变化以及变化之

中的规律。学生在汉字的世界里畅

游，学习如何在生活中能够认识更多

的字、会写更美的字。同时，我们还

背课文、古诗，从低段到高段一项一

项做，让学生感受到语文并不难，就

在生活当中，用活动与学生一起体验

语文的魅力。

第二，用成功的体验，激励学生

语文自主学习意识。对于学生来说，

要形成自主学习语文的意识需要一

个过程，这个过程一定与学生的心理

体验有关。学生在一次次较好完成

学习任务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功，又

再次激励自己面对新的挑战，从而逐

渐形成自主学习意识。成功的体验

有许多方面，比如在班级人数处于

50 多人的大班额中，我们常常使用

同伴互助的学习共同体建设，帮助学

生找到学习语文的成就感，从而激励

学生的自主意识发展。一节课的时

间有限，所以我们把课堂中的大班额

形式分成小的学习共同体小组，在班

级激励性评价中，专注小组建设、小

组评价，激励更多学生在小组中表

达，或者代表小组表达。

第三，在活动体验中，激发学生

用语文参与社会发展。能够把自己

学到的语文知识运用到生活中，这样

的学习方式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也能提升学生的社会性发展。课

堂上，我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象，并

针对这些现象写一则倡议书，粘贴出

去，让学生产生社会责任感；同学之

间发生矛盾，我们开展辩论赛，把自

己的道理讲出来，学会解决问题；还

开展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的综

合活动，学生在搜集整理资料中，感

受中外之间的联系。一个个活动的

开展，学生不仅感受到语文的魅力，

更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龙泉

驿区第四小学校）

多策略提升语文魅力
□陈 南

语文是什么？我曾经千百次地

问过自己。曾经以为，语文就是教学

生读好课本中的一篇篇文章；就是围

绕课文读读、议议、写写、练练；就是

训练学生会听、会说、会读、会写；就

是培养学生爱语文的感情、用语文的

习惯；就是让学生学习语言、掌握语

用、积淀语感。

或许，有 1000 个语文教师就会

有1000种答案；或许，昨天的语文有

着昨天的答案，今天的语文又有今天

的答案，明天的语文也将会有明天的

答案。这是一个不太可能有最终答

案的问题，却是每位语文教师必须面

对、思考、最终给出自己答案的问

题。其实，每位语文教师的教学实践

都在有意无意地对语文是什么做着

属于自己的诠释和演绎。

语文是人的主观感受的表达，是

内心情感的流露，是个人见解和智慧

的展现。语文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

引领学生获取这种感受、体验这种情

感、理解这种见解、转化这种智慧、积

淀这种文化，最终形成自己丰富的精

神世界。因此，语文教育的过程，是

学生精神享受的过程，是为学生的精

神生命铺垫基础的过程。

语文是人的精神家园。语文课

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从课程广度

看，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

无所不包；从课程深度看，或赏心悦

目，或回味无穷，或动人心魄，或刻骨

铭心；从课程效度看，可提升道德境

界，培养审美情趣，启迪人生智慧，丰

富文化底蕴。

李白眼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是那样

壮美；杜甫笔下的“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草堂春景是那样

明丽；老舍的猫，乖巧、淘气、古怪、温

柔，是那样惹人怜爱；精卫填海、愚公

移山，彰显的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不屈意志；赤壁之战、草船借箭，闪

耀的正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

里之外的惊人智慧……

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蕴藏着精神

的无限自由和生命的无量丰妙。学

生徜徉其间、浸润其中，以情悟情、将

心比心，在语文对话中得到精神的滋

养、享受生命的愉悦。

语文教育必须重视精神熏陶。

母语的学习必然承载着这些历史的、

人文的复合因素，深刻影响着学生的

精神世界。因此，从长远看，语文教

育必须超越实用主义局限，从精神的

拓展、人的发展高度去把握，才能领

会语文所包蕴的丰富内涵。

所以，语文教育不能不重视熏陶

感染、潜移默化的作用。重视语文的

熏陶感染作用，就是要通过优秀作品

的耳濡目染，对学生的精神领域产生

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隐性的、长效

的、综合的。

因而，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不

能指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重视

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就是要清楚

意识到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把时

代和民族倡导、尊崇的主流价值观

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全过程；就是要

发挥语文教师独特的人格魅力，用

教师自身的人文精神去提升学生的

人文素养和品位。

学生学习语文的过程，就是接触

大量语文材料的过程，也是自主建构

文化意义的过程。这种接触和建构，

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往往是终身

的。因此，语文教师应该从对人的终

身发展、对民族的未来负责的高度选

择教学内容。而重视语文的熏陶感

染作用，就是要发挥语文课程以情感

人、以美育人的独特功能，使学生在

感受语文材料、感悟语文底蕴的过程

中，受到心灵的感动、人格的感化。

语文课程与科学课程迥然不同，科学

课程以理性著称，语文课程以感性见

长。语文课程大量的是形象鲜活、感

情强烈、个人主观色彩浓厚的教学内

容，教师必须十分注意形象的感悟、

情境的感染、审美的感化、心灵的感

动，从而使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

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受到精神

滋养。课堂上，教师要让学生受到精

神的熏陶感染，不能游离于语文之

外。比如，“扬科听村子里的演奏，这

是最后一次了”。作者为什么不写成

“扬科是最后一次听村子里的演奏

了”？或者“扬科听村子里的演奏是

最后一次了”？

显然，在“最后一次”之前稍加停

顿，将“最后一次”置于最后，有着表

词达意上的特殊用意和效果。扬科

听燕子唱歌，这是最后一次了，奄奄

一息的扬科，他是多么想再听一听燕

子那动听的歌声，但这是最后一次

了；扬科听姑娘们的歌声，这是最后

一次了，酷爱音乐的扬科，他是多么

想再听一听姑娘们那美妙的歌声，但

这是最后一次了；扬科听笛子的演

奏，这是最后一次了，生于浊世运偏

消的扬科，他是多么想再听一听笛子

那嘹亮的演奏，但这是最后一次了。

稍加停顿、置于句末的“这是最

后一次了”，仿佛一声声凄厉的哭泣，

追诉着扬科对音乐的无限热爱和痴

迷；仿佛一遍遍无奈的呼唤，祈求着

人们对扬科的怜悯和同情；仿佛一次

次悲愤的呐喊，向世人喊出心中无限

的不平和冤屈。

因为言语形式的不同，句子负载

的人文内涵也大有不同。如果教师

不能深入地把握这种语文的不同，就

不可能有学生对这种怜悯之心、悲愤

之情的准确、细腻的体验。因为言语

内容生成于言语形式，言语形式实现

了言语内容。学生只有在这样的语

文过程中，才能受到不折不扣的、原

汁原味的精神熏陶。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诗意语文”流派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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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事】好课堂里出故事，好故事里

有教育。关注课堂发生的那些有价值、

有意思的故事。“事”关学生、“事”关课

堂、“事”关课改，突出课堂里的故事味，

故事里的课堂味。每篇1600字以内。

【观课笔记】寻找一节课的亮点，

思考如何借鉴；发现一节课的问题，思

考怎样避免。透过课堂表面，挖掘更

深层次的教育意义；通过课堂观察，倾

听核心素养落地的声音。欢迎您记录

自己的观课笔记，分享自己的听课心

得。15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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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剧演绎诗歌之美，改诗作诗

怎样成为语文学习新常态？福尔摩斯

如何根据简单的地理知识判断凶手的

谎言？在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教训之

后如何看待今日中日关系……原本相

对枯燥的高中学科知识，借助思维导

学模式就有了关乎当下、改造生活的

拓展延伸。

课前学习分层次目标，小组讨论

形成共识再展讲，学习成果用思维导

图呈现……原本只有师讲生听的高

中课堂，已经在教师有意地放手中呈

现出学生自主的精彩、更真实的思维

碰撞。

这是不久前在西安举行的主题

为“为思维插上翅膀，让学习成为享

受”的高中全学科“说研观评改”五环

节深度思维导学研讨活动上，西安高

新第一中学师生为来自全国10余省

市地区的近百位校长、骨干教师呈现

出的精彩新课堂。

“学生全面发展、教师进步和职

业幸福感、学生素质与应试水平共

同提高，这是传统课堂无法破解的

三大问题。如今，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西安高新第一中学等知名高中

尝试以思维导学开启‘课堂革命’，

这为城市优质高中课改作出了示

范。”深圳市教育局原副局长唐海海

在观摩了西安高新第一中学研课活

动后激动地说。

此前不久，全国高中名校思维导

学教改联盟在北京成立，清华附中、

西安高新一中等作为发起单位之一，

也同步开启思维导学模式改革。尽

管时间不长，但年轻教师们一节课一

节课扎实地研、磨、创、思，不断在学

科研讨中蜕变，在课堂教学中发现不

一样的学生和更精彩的自己。此次

西安高新一中面向全国公开举办的

研讨会，就是对此前课改成果的阶段

性检验，也是一次关于思维导学的集

体教研。活动中展示的多个学科课

例，呈现出不同特色的魅力。

在西安高新第一中学教师高娜

执教的语文《诗经·氓》第二课时，

教师以某毕业校友诗歌作品导入

课 堂 ，拉 近 语 文 与 学 生 生 活 的 距

离。接着，或以小组为单位有感情

地诵读全篇，或由朗诵特长学生示

范朗诵，或借用现代歌曲曲调吟唱

《诗经》原文……学生们沉浸其中，

尽情感受语文之美。最后，全班学

生分组用诗歌情景剧的表演方式，

展演诗歌内容，让学习达到高潮，

教师顺势引领学生以改编诗歌形

式深刻理解课文内容，尝试学会写

诗改诗。

在一节化学课上，教师朱玭玭带

领学生学习《铝的重要化合物》。学

生分组讨论并自主设计实验，再通过

观察、对比发现化学反应不同阶段的

变化，最后通过思维导图方式总结课

程内容。

在教师杜朝琼执教高一年级

（16）班的数学《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

关系》课上，检验学生学习数学的成

效，不再是简单地答题，而是变成了

围绕函数变量改题编题的创编大

赛。8 个小组编写的数学题让杜朝

琼惊叹：没想到孩子的能力远比我们

想象的好得多。

在地理《大气热力环流》课上，教

师向彩玲紧密联系生活实际，以福尔

摩斯破案故事，引领学生小组讨论掌

握海陆风；以卖臭豆腐和卖木炭老人

的故事，让学生明白山谷风；以城市

工厂布局了解城市热岛效应。最后，

学生分组展示课程思维导图，整节课

有趣、生动、高效、轻松。

教师李庆执教的历史《甲午中

日战争》一课，学生通过签署《马关

条约》的情景剧展演，展示李鸿章和

伊藤博文当时的心理活动，加深历

史代入感；在“兴与衰、战与和”两组

辨证关系中合作探究，分析甲午战

争的原因，并在教师的导引下从文

明史观、全球史、中国近现代发展等

角度，宏观辩证地看待这场战争的

得与失，全面评价其中的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

“每一个环节都给学生提出了思

考和创作的任务，不但夯实了基础，

还让学生有了终身难忘的情感体验，

这样的历史课才能真正培育核心素

养。”一名观摩的教师课后如是说。

为什么在思维导学的课堂中，学

生会如醉如痴地进行学习？“思维导

学的根本出发点是致力于解决学生

‘不想学’与‘不会学’两大基本问

题。以提升思维力为核心的思维导

学，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不想学的问

题，最终收获思维力、学习力的全面

提升，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内驱

力，使学习变得其乐无穷。”思维导学

课堂模型的倡导者房超平表示。

放飞思维 享受创学
——来自思维导学深度课改研讨会上的观察

□本报记者 韩世文 □高飞舟

课堂观察

40 年来，语文教学的“老问题”一直存在，语文人对学科教学的

新思路也层出不穷。正是在问题争论与实践改进的相互作用下，语

文教学走向当下。那么，语文教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哪些新思

路？周刊继续关注语文，推出关于语文学科教学的探讨。

问道课堂·语文教学怎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