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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陈陈 文文

每次听完课，在与执教教师议课时

我经常问：“这节课，学生的‘生长点’在

哪里？”其实，这个“生长点”就是真实的

学习过程。字词教学，有多少学生真的

能够掌握音、形、义？初读课文，有多少

学生真的能够读得正确流畅？理解句

子，有多少学生真的能够达到一定的高

度？杜威曾说：“教学不仅是一种简单

的告诉，还是一种过程的经历、一种体

验、一种感悟。”

汉字寻根，搭建识字教学的“脚手

架”。识字教学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基

础，是学生语言文字能力培养和发展

的出发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一

个汉字都是音、形、义的组合体,因此

教师每教一个字，都要让学生牢牢掌

握这个字的音、形、义。而会读、会写，

记住字形结构，这是识字最基本的环

节；会组词、会理解，这是识字教学不

可缺失的组成部分；理解和积累的目

的就是运用，会用这个字词说话造句，

这是识字教学的最高境界。教师如此

教学，生字就会在学生的脑海里形成

一个完整的“印记”。

例如二年级的《识字7》“鸟”，教师

可以先让学生读准字音，然后根据小

鸟图及“鸟”字不断演变，了解“鸟”字

的前世今生，将图与字联系起来思考，

知道了为什么现在“鸟”会这么写，然

后理解字意，组词说话积累，最后指导

学生书写“鸟”字。书写“鸟”的笔画是

难点，所以教师在指导过程中要结合

小鸟图案，让学生记住第三笔“点”不

能忘记，小鸟的尾巴往上翘，因此在写

第四笔竖折钩时要与上面的第二笔横

折钩呈阶梯状，不能并行，这样一个字

就写得端正好看了。

理解追问，搭建阅读感悟的“脚手

架”。真正有效的教学应该让学生经历

对知识理解的过程。理解是一种表现，

以创造性的方式运用所知道的知识，灵

活思考、积极行动，去扩大、综合、运用、

表达、解决问题。阅读教学就是让学生

学会理解、学会感悟、学会表达。

例如《青海高原一株柳》第五自然

段：“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粗，浓密

的枝叶覆盖出百十余平方米的树荫。

树干和枝叶呈现出生铁铁锭的色泽，

粗实而坚硬；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

郁，绿得深沉，自然使人感到高寒和缺

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它巍巍然

撑立在高原之上，给人以生命伟力的

强大感召。”

这里是写“神奇”柳树的外形特点，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三个方面理解。

课文从哪三个方面对高原大柳树进行

了细致的描写？从哪些词语中能感悟

到高寒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

铸？哪个词语让你形象地感觉到这株

柳树在与恶劣的环境相抗争？

再如《一路花香》，教师讲读课文

时不能支离破碎，要从整体上把握，

问题设计要统领全文，具有层次感。

有裂缝的水罐为什么感到惭愧？说

明了什么？挑水工明明知道有一只

破损的水罐，为什么还要坚持用它挑

水？又说明了什么？追问，才有深

度。学生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教师

再问学生有什么话想对挑水工说，自

然就水到渠成了。同时，学生说的也

不会那么浅，会有一定深度。教师在

表达寓意时不能直接告诉学生，而要

引导学生感悟。如果上述两个问题

引导得法，学生对这篇课文的寓意就

不难领悟了。

读写结合，搭建语言表达的“脚手

架”。读是积累吸收，写是理解表达，读

写结合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贴近学

生的写作实际。在进行阅读教学时，教

师应注意捕捉教材中的练笔契机，为学

生创设练笔情境，创设语言转换的机

会，让读写结合和谐共生、相互交融，提

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同时，随文练笔不能成为“光明的

尾巴”，教师要根据年段和文本表达特

点找准训练点，找准语言发展的生长

点。例如随阅读教学，适时抓住说点，

进行口语交际；随文本解读，捕捉写点，

进行片段训练；根据课文结构和内容，

寻找写点，学习其写作方法，进行仿写

训练；抓住教材的“空白”，让学生补充

写；欣赏古诗，让学生改写；观察教材中

的插图，让学生想象写等。

教师找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搭

建好学习语文的“脚手架”，就是在原有

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让学生有机会跳跃，

获得新的“生长点”，最终能有所创新、

有所成长、有所发展。

（作者系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教师

发展中心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为学生学习搭好“脚手架”

课堂改革是一个不断从此岸抵达

彼岸的过程。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

东小学的课堂改革已经进入了 2.0 新

时代，即关注核心素养下课堂转型与

变革——从碎片化教学走向“五环整

体化导学”。

2019年12月14日至17日，由中国

教师报、学习共同体研究院、厦门市集

美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学习共同体

课改中国行”公益活动在杏东小学举

行。学校展示了一批教学研究成果和

实践课例，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

一路走来的课堂改革，让课堂样

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课堂上建立了十

分融洽的协同学习关系，学生在小组

协同学习中，有补充，有质疑，有反刍，

勇于突破挑战性问题。教师已经习惯

了以“蚂蚁之眼”观学生细微之变，以

孩童之心体学生敏锐之思。科学教师

袁俐说：“如今的课堂，学生自主性大

幅提高，课堂生成更多元了。对于教

师来说，看上去课堂上‘说’得少了，事

实上课前‘备’得更多了。”

碎片化教学的反思

杏东小学课堂改变的不仅仅是

课堂样态本身，更重要的是每一个

孩子学会了接纳同伴，这种心态的

变 化 与 合 作 能 力 的 提 升 是 最 显 著

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所谓的学

困生慢慢变得更自信了，他们在集

体中获得了更多的帮助，小组间建

立了有效的对话氛围，整个班集体

也变得越来越和睦、越来越团结，学

习成绩也随之提升。

但是改革之前，课堂教学中存在

不少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碎片化教学

问题。“写满了预习笔记，却无法回答

课上的问题；上课认真听讲，却无法完

成作业；写作业态度认真严谨，学习成

绩却没有提高。”这是教师陈艺斌总结

的语文碎片化教学之痛。

学生的学习总是从一个个知识点

开始的，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围

绕“考试”进行“预习”“上课”“作业”

“复习”的教学。“预习”是为“上课”做

准备的，“上课”是为“作业”“复习”“考

试”服务的，“考试”的结果又作为下一

步教学的指挥棒。

由于传统的“预习—上课—作业

—复习—考试”这五大学习环节一直

处于碎片化状态，课堂学习以师问生

答为主，教师的“问”是学生“学”的引

擎，学习状态不仅被动而且低效耗时；

“预习”“作业”“复习”的学习以答题和

记忆为主，几乎都为一张“考试”卷服

务，书面作业不仅机械而且负担过重。

“碎片化”的教与学，让孩子的努

力无法转化为能力。该怎样让孩子的

学习真正发生？如何让孩子真正经历

完整的学习过程？学校的课堂改革以

校训“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中“爱

学习”这一核心理念为宗旨，开始深化

课堂教学改革。

走向“五环整体化导学”

“五环整体化导学”课堂模式是根

据学科知识内容将学生“预习”“上课”

“作业”“复习”“考试”五环学习统整为

一个习得系统，以“学习单”形式呈

现。教师在“上课”过程中，以“学习

单”为纲，引领学生通过个体自主学

习、小组协同学习和全班整体学习的

学科活动开展，经历从感性到理性、从

现象到本质、从猜想到验证、从习得到

反思的过程，也就是“预习—上课—作

业—复习—考试”统整后有结构、有逻

辑的整体学习过程。

以统编语文素材四（上）第六单元

为例：单元的习得目标是“学习用批注

的方法阅读”，单元的学习要素是通过

单元的文本阅读、口语交际、习作仿

写、说写练习等进行设计和编排。基

于此，本单元“学习单”的完整性学习

设计如下：

1. 整体感知批注法：教师让学生

自己整体阅读本单元的学习内容，通

过文本里的阅读导读、要求和课文的

提示、示范、归纳，了解什么是批注；再

通过课堂学习，较为完整地认识什么

是批注。

2.参照习得批注法：教师运用《牛

和鹅》文本的批注示范，让学生理解批

注的定义和操作的方法；再利用《一只

窝囊的大老虎》课后的学习要求和范

例，指导学生如何将阅读批注转化为

理解线索。

3. 迁移运用批注法：教师先帮助

学生用阅读批注解答课后问题；再设

计相关练习题或测试题，让学生实践

运用批注的阅读方法；最后帮助学生

积累运用批注阅读的方法。

那么，如何将学科知识的习得转

化为学科素养呢？“学科知识只是形成

学科素养的载体，是不能直接转化为

素养的，学科活动才是形成学科素养

的渠道”。因此，“学习单”在上课过程

中的运用，学校提出了五个习得活动

要求：

1. 有准备地进入课堂，即学生明

确自己想要学习的新知识或学习方

法，也就是做好“预习”。

2.有方法地自主学习，即每节课都

要有“三步自学法”的经历，即“阅读—

思考—表达”，这是个体学习的“作业”。

3. 有信心地表达想法，表达可以

先亮出自己的观点，再用具体的事实

证明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先说事实，再

归纳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小组协同学

习的“作业”。

4. 有反思地倾听分享，倾听同样

要能听出他人表达的观点和事实，听

不出要及时请教或质疑，最后选择最

优观点，这是全班整体学习的“作业”。

5. 有选择地积累收获，对照自己

想知道的新知识或学习方法，记下本

节课的学习要点和感悟，这是“复习”

和“考试”。

除此之外，学校还建立了“五环整

体化导学”教研系统，目的是链接每个

系统之间的关系，让一个系统推动另

一个系统，让“新五环学习”教研活动

系统推动“新五环导学”单元设计的编

写变革，主要有五个教研要素：“新五

环学习单”的设计建议、“新五环学习”

的达成目标、“新五环学习”的导学建

议、“新五环学习”的察学分析、以上四

个要素实践后的系统反思。这些很大

程度上为教师编写《“新五环学习”导

学案》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新五环学习”导学案》导学系统

是为学生“学习单”习得系统的发展服

务的。教师在编写导学案时，从观念

上要变以“教”为主的课堂教学为以

“学”为主的课堂学习；从设计上要变

以课时为单位的教案编写为单元设计

的导学案编写。编写时先设计学生

“新五环”完整性学习的学习目标、学

习重难点、学习过程和学法；再相对应

地设计辅助学生实现学习目标、突破

重难点、完成学习任务、掌握学习方法

的导学策略；最后对学生整体性学习

过程进行“察学”、反思“察学”并重构

“学”与“导”的设计。

观察孩子完整的学习历程

四年级（1）班是教师陈艺斌 2019

年接手的新班，一学期下来，孩子们从

一开始的胆怯、只说一两个词语的支

离破碎表达，到现在慢慢可以自信、完

整、有理有据表达观点。尤其是孩子

们慢慢展现的“有选择的积累”，让陈

艺斌再次认识到：学习是自己的事情，

每个孩子都必须经历“属于自己完整

的学习过程”。

小洲是班上一位学习专注力较为

薄弱的孩子，在课堂上往往处于“神

游”状态。在学习《一只窝囊的大老

虎》一课中，陈艺斌布置的第一个学习

任务：“作者是怎样从充满期待慢慢变

得窝囊的？在相应的句子边上进行批

注。”全班学生开始进入自主学习的过

程，唯独小洲还在东张西望。

陈艺斌走到小洲身旁，摸了摸他

的头说：“要开始学习啦！”他才回过神

来，慢慢拿起笔，随意翻了几下书。陈

艺斌后来在教学反思中写道：我轻叹

了口气静静地在旁边观察着，仿佛看

见了一位为老师而“虚假学习”的孩

子。可没想到的是，在协同学习时，小

洲竟然第一个发言了，他轻松随意地

说到他觉得作者在表演时“脸上一阵

热”很紧张，很害羞。原来小洲在“预

习”时已经有了准备。此时，同伴小涵

马上追问他：“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小

洲快速地把他从书上找到的依据读了

出来。这时，小涵有不同意见，但小洲

并没有继续反驳的意思，我猜想也许

他的内心默认小涵的想法是对的吧！

但在随后整体学习全班分享的过

程中，小洲与在协同学习时一样，非常

积极地举手发言。他的答案既不是刚

才小组中自己最开始的想法“害羞”，

也不是同伴认为的“失落”，而是提出

了自己的新看法“羞愧”。我好奇地看

着小洲，问他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想

法？原来，一开始小洲自己联系生活

实际，觉得“脸上一阵热”是害羞，后来

听了同伴的分享觉得有道理，但又觉

得不恰当，于是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这

就是有反思的倾听。

在“新五环整体导学”的学习理念

指导下，孩子们学完批注单元后也呈

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从“我学到

了什么叫心理描写”到“我知道了找动

作语言神态等关键信息就是在‘提取

信息’，感受心情就是在‘揣摩信息’，

批注想法就是在‘处理’信息”。学困

生与学优生各自有了属于自己的成长

收获。

课堂改革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

孩子都拥有高品质的学习权”。所谓

学习权不是让孩子跟着教师一起学

习，不是跟着同伴一起求索，而是经

历自己的“改变”。学习是自己的事，

无论是协同学习还是整体化学习，都

是为了引导孩子不断与自己对话。每

个孩子的个体差异决定了即使经历了

相同的学习过程，也会有完全不同的

收获。

学校 2.0 的课堂改革就是要让学

生从原来“碎片化”学习走向“系统化”

学习，让教师从原来“碎片化”教学转

向“系统化”导学。整个教学设计主要

以学习为中心，让学生在活动过程中

既掌握知识又习得方法，还获得宝贵

体验。这样的课堂改革就是致力探索

学生核心素养的实现策略，不折不扣

地践行“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作者系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

东小学校长）

□ 张超怀

让学生经历完整的学习让学生经历完整的学习
发现课堂改革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