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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实现人未来更好发展的魅力教育，经由课堂教学才能实现真正的落地，北京实验学校在魅力教育的追求

下，经过多年探索，构建起魅力课堂的实践体系。周刊特别推出魅力教育思想下魅力课堂的探索成果。

魅力课堂焕发生命灵性魅力课堂焕发生命灵性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刘刘 勇勇

读懂表达，写作言意共生

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而枯燥

的应试写作、空洞的评价体系、敷衍

的考场阅卷，往往让正常表达成为障

碍，让写作兴趣成为奢望。

写作之道，是唤醒生命的自觉和

完善生命的自省；写作之术，是遣词造

句的水平和谋篇布局的章法。而真实

的写作，就是将写作之道融入写作之

术中，就是对生活的感悟与触发。

写作教学有三个关键词，一是任

务驱动，二是支架创设，三是交流发

表。任务驱动提供表达的“情境性”，

有写作对象、写作目的、写作要求，还

有读者群等；支架创设提供表达的“方

法性”，有知识支架、程序支架和策略

支架等；交流发表提供表达的“展示

性”，可以小组发表、班级发表、全校发

表，也可以向杂志、报纸、媒体等投

稿。它们形成的合力，提高了写作教

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保证了学生写

作兴趣的持久和能力的培养。

课堂上，教师可以在阅读教学中

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我们常说，

“阅读在左，写作在右”，以读融写，以

写促读。阅读肤浅、机械模仿、指导

缺位，是读写结合的大忌。在教学策

略上，教师要处理好三个核心词——

读、思、写。读是基础，重在理解作品

的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思是内化，

重在理解作者运用语言的智慧和方

法；写是运用，重在建构自己运用语

言的方法和能力。

在品读过程中，教师要学会做一个

耐心的倾听者，激发学生走进文本、披

文入情、咀嚼涵泳，要避免课堂节奏“一

路匆匆”，学生阅读“浮光掠影”，要让学

生在课堂上与语言文字亲密接触。

教师追求“教得完整高效”，不如

让学生“悟得充分有效”；要鼓励学生

通过思考和分析对言语智慧进行感悟

和体认，有目的地引领学生感知、揣摩

文章在布局谋篇、遣词造句、表现手法

等方面的特点和作用，在“阅读”中沉

淀方法。

角度微观、选点微细、训练微步是

“微写作”的三大特点。从品读到深思再

到微写，其实就是接受信息、处理信息、

输出信息的过程，这样的微写与阅读不

是脱节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融相生的。

同时，教师还可以在专题训练中

系统建构学生的写作能力。而专题训

练需要“三有”：有活动，有过程，有真

我。有活动，即有促进学生写作的外

在活动，有语境、有情境，能展示、可发

表。有过程，即关注学生写作的内在

过程，如构思、选材、修改、发表、评价

等，培养写作的习惯。有真我，即从写

作的“无我”状态进入到“有我”状态。

学生要进入真正的“有我”状态，

不仅“我在”，还要“我思”。看，不能浮

光掠影，要能看见；听，不能道听途说，

要能听真。看和听，需要的是眼睛与

耳朵；看见和听见，还需要头脑和灵

魂。因此，学生在写作时，一定要渗透

情感，深入思考：一是思考材料的剪裁

和现象的意义，二是思考“真我”的表

现和表达的技巧。只有这样，才能将

人生的经历转化为经验，使之成为写

作的宝贵财富，在写作中呈现“言意共

生”的状态。

教师还可以在生活感悟中培养学

生的写作能力。如果把作文喻为饱满

鲜艳的果实，阅读是枝繁叶茂的大

树，生活无疑就是那盘曲有力的根

茎。我们知道，写作需要积累，不仅

要在阅读和写作中积累，还要在生活

中 积 累 ，这 是 最 丰 富 、最 鲜 活 的 路

径。曾创造了独特的“湘西”世界的

作家沈从文曾说：“永远不灰心，永远

充满热情去生活、读书、写作，三五年

后一成习惯，你就会从这个习惯中看

出自己生命的力量。”

由此可见，最好的积累是综合的

积累，并在其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情感

和思想。

因此，每位教师都要深知，写作教

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呵护学生的表达欲

望，还原表达的生态环境，改善写作

的表达策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如此，写作教学才能真正助力学生表

达，成就学生的写作之美。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棠湖外国

语学校语文特级教师）

□曾军良 李银乐

发现教学原创成果北京实验学校倡导魅力教育，从

2011年开始探索魅力教育系统下的魅

力课堂，并逐渐形成了完善的魅力课

堂理论和操作体系。本文从魅力课堂

的基本内涵、学习流程、多样化学习方

式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魅力课堂的基本内涵

魅力课堂基于尊重学生自然天

性、成长规律，激发学生内在动力，努

力让课堂迸发出魅力光芒，让学生在

激情快乐、趣味幸福中学习成长，推动

学生在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中主动成

长、创新发展。

魅力课堂是生命化的课堂。课堂

中涌动着生命的灵性，充满智慧的灵

光，是“引力场”“思维场”“情感场”，是

人的“生命发展场”。其价值取向是由

“知识课堂”走向“生命化课堂”。

学习和学习者是魅力课堂的核

心。围绕这个核心，追求提高学生学

力，激发学习活力，增强教学魅力，从而

推动学生思维的发展和灵性的生长。

魅力课堂力求实现教与学的相

融。其基本特征是建立师生学习共同

体，实现师生共同成长。

魅力课堂坚持三个基本教学原

则。即以学定教、以学生思维训练为

主线、以激扬学生的生命成长为评价

标准。

魅力课堂倡导实现“四个归还”。

即把课堂的空间还给学生，把课堂的

时间还给学生，把课堂质疑问难的权

利还给学生，把探究性学习的权利还

给学生。

魅力课堂强调做到“五个不讲”。

即讲了学生也不会的，坚决不讲；不讲

学生就能自己学会的，坚决不讲；学生

自己能讲明白的，坚决不讲；能用学生

的动手实践代替教师口头讲的，坚决

不讲；能采用小组合作学习解决的问

题，坚决不讲。

魅力课堂追求具备“六个特别”。

即特别有吸引力；特别能开发思维；特

别重视情感传递；特别注重合作互助；

特别能够融为一体；特别能激活成长

动力。

魅力课堂要落实全面优化策略。

即优化课前准备，奠定课堂教学成功

基础；优化课内时间管理，提高课时

效益；优化课内导学，促进学生学会

学习；优化学生合作与展示，提升学

生合作能力；优化课内解疑，促进学

生解决问题；优化课内训练，促进学

生迁移运用；优化课后增效，确保持

续发展提升。

魅力课堂崇尚达到“八个追求”。

即追求一种理想的教育境界；以高尚

的师爱给予学生无穷的力量；师生快

乐的学习与成功的体验；塑造美、创建

美、享受美的生活；人的自信境界与自

强精神；学生今天成长与明天成才相

统一；创新与务实的有机结合；文化的

传承与历史的担当。

魅力课堂评价有十个基本标准。

教师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做到

一视同仁；教师风趣幽默，平易近人；

教师讲课精神饱满，思路清晰，语言精

练；教师教给学生许多分析问题的方

法；教师布置作业适中，批改及时认

真；教师善于发现学生优点，及时鼓

励，增强学生学习信心；教师善于发现

学生问题，及时指出、批评，促进学生

进步；教师用人格魅力影响学生；教师

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良好习惯，让

学生学会做人、做事；教师在课下能及

时指导帮助学生。

魅力课堂的学习流程设计

魅力课堂不要求固定的模式，但

针对具体的学科、内容、课型和学情，

需要整合各种教学资源，设计出具体、

可操作、有效的学习流程，即一课一结

构，一课一流程。

新课改提出了自主、合作、探究三

种主要的学习方式，这也是魅力课堂

学习流程设计需要重点体现的。以新

授课为例，学习流程设计的部分要素

如下：

自主学习，一般可以通过引入定

向、自学指导、自主学习等学习流程来

实现。

合作探究，一般可以通过合作交

流、疑难生成、展示点拨等学习流程来

实现。

学习反馈与知识系统化，可通过反

馈检测、拓展提升等学习流程来实现。

学习流程的这些要素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删减、调整、增加、颠倒、循

环或有所侧重，从而突破程式化的学

习流程设计，真正打造一种以学生为

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小组活动和课

堂展示为载体的新型课堂，给师生和

学科更大的开放空间。

“自主学习”：在教师指导下，学生

“以教材为主源，以导学案为主线，以

找出问题和疑难为主攻”，独立自主进

行阅读思考，动手动口动脑，自主探

究，明确目标，解决基本问题，找出难

点和疑点。

“合作探究”：在教师指导下，学生

以不断解决问题为主线，通过合作探

究、疑难生成、展示点拨，合作解决自

学解决不了的问题，生成重点和共同

的疑难点，通过教师精讲或展示点拨

共同解决疑难问题。

“反馈提升”：通过测评拓展，对学

习目标进行回归性评估，并对知识进

行迁移和提升。

在整个学习流程设计中，强调的

都是学生的“学”。根据学习任务和

学习要求的不同，学生的“学”又分为

“自主探究式”新知预习和“合作交流

式”发散学习。这一切的出发点和归

结点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力，推动

学生思维的发展、灵性的生长这一核

心。魅力课堂不仅是学习形式的改

变，更是学习观念更新下对学生学习

的再认识。教材或知识不再是学习的

单一目标，它作为学习内容的一部

分，更大程度上起着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载体的作用。

在魅力课堂上，师生的角色这样

定位：只要站起来面对全体学生，你

就是教师；只要坐下来倾听，你的视

角就是学生。在魅力课堂上，时时学

习、处处学习，不分地点、时间、形式

和对象。

魅力课堂中学生的学习是创新学

习，学习方式灵活多变，重在突出学生

的主体地位，突出学习的过程和实践。

实践表明，当学生的学习潜能被

充分挖掘、学生的“思维发动机”被激

活自转时，他们身上所激发出来的巨

大能量、热情和智慧，是我们始料未及

的。在这里，学习是一种生命旅途的

探险，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挑战，是一种

知识建构的体验。

学习作为学生自我成长的人生历

程，教师无法替代。而教师是学生学

习活动中的激发者、观察者、引导者、

督促者、鼓励者、服务者，是学生学习

过程中重要的同行者。

教师在尊重学生自然天性、成长规

律的同时，要敢于把课堂交给学生，让

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作用，激发学

生内在动力，实现主动学习；让学习变

成学生快乐的事，努力让课堂迸发出绚

丽多彩的魅力光芒，真正成为提升学生

核心素养的“生命发展场”。

魅力课堂的多样化学习方式

在魅力课堂上，自主、合作、探究、

分享、迁移、总结、系统等学习方式，是

针对不同学科不同内容的多样化学习

方式，是推动学生主动成长、创新发展

的重要载体，是魅力课堂“生命发展

场”的重要表现形式。

自主学习是学生个体在学习过

程中主动而积极的自觉学习行为。

自主学习是建立在学生具有内在学

习动机基础上的“想学”；掌握一定的

学习方法基础上的“会学”；具备意志

努力基础上的“坚持学”。同时，培养

学生制订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开展

学习的习惯，建立学习目标的意识，

进行自主学习比赛，营造自主学习的

氛围等，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有

效形式。

在课堂上，自主学习的目的是让

学生记忆重点内容，找出不会的问题，

将不会的问题在合作学习和教师精讲

中重点解决；教师在布置自主学习任

务时明确自学的内容、需要解决的问

题、所需时间、自学方法及如何检测

等；还要培养学生快速阅读、读出问

题、标画记录、查找疑难、强化记忆的

能力。

自主学习的方式一般是独立阅

读、思考、记忆、分析、探索、实践、质

疑等。

合作学习是学生为完成共同任

务，有明确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

一般由 2-6名能力不同的学生组成一

个小组，以合作互助的方式从事学习

活动。合作学习在促进个人学习水平

提高的同时，对于提高小组整体成

绩，培养学生合作精神、交往能力、平

等意识、竞争意识、创新精神等有重

要意义。

合作学习的方式一般分为问题

式、表演式、讨论式等；合作学习一般

在自主学习有困难时，或实验操作时，

或意见不统一时，或需要表演展示时

进行；合作学习要培养学生合理分工、

表述质疑、指导讲解、倾听演练、疑难

共商的能力，以保证顺利进行。

探究学习是学生根据自己的猜想

或假设，运用科学的方法对问题进行

探究，并在探究过程中获得创新实践

能力和思维发展，自主构建知识体系

的一种学习方式。探究学习有利于发

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适应终身

学习社会需要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

力，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探究学习要求学生学习时具有主

动性、问题性、开放性、生成性和创造

性；探究学习要从问题或任务出发，遵

循科学的研究方法。学生通过探究活

动生成知识；通过亲身活动发现答案；

形成发散性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分析、

综合和评价等高阶思维技巧。

分享学习是学生个体或学习小

组，在学习过程中将探索发现的学习

方法与学习感悟进行小组或班级分

享，从而启迪与推动整体思维能力提

升的学习方式。

分享学习即共享学习，在两人合

作、多人合作和班级学习中很常用。

分享学习可以是朗诵、讲解、板演、解

疑、展示等方式，适用于各个学科学习

内容和学习方法的共享，对于培养学

生的表达能力、合作能力，提高学习信

心和学习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迁移学习是学习的继续和巩固、

提高和深化，广泛存在于知识、技能、

态度和行为规范的学习中。迁移学习

是一种思维发散的学习方法，是把解

决任务 A 的方法运用到解决任务 B 的

过程中，通过学习方法或思维方式的

迁移，解决更多的问题，或跨学科、跨

领域解决问题。迁移学习可以有效提

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

总结学习是在学习完一部分、一

课时或一单元内容后，对所学知识的

梳理归纳；可以分为回顾主要知识点、

列出知识条目、画出思维导图等形式；

既包括对学习内容的总结，也包括对

学习方法、解题策略等的总结，对于提

高学习效率、学习能力和学科素养有

重要意义。

系统学习是从学科的整体上系统

构建学科知识链条，系统认知与感悟

学科知识内在联系与规律，从而实现

对学科整体知识的认识与把握，进而

提升学生整体思考与系统思维能力的

学习方法。系统学习是一种快速学习

零散内容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学习

效率。系统学习一般在总结解决问题

的一般规律、知识共性或梳理单元知

识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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