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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事

识字教学作为一年级语文教学

的重点，是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必

要前提，能帮助低年级学生夯实基

本功，扫清阅读障碍。一年级语文

统编教材在识字编排上体现了合理

有序、学法灵活、贴近生活的特点，

教师应结合教材特点，科学设计，做

到多元化识字，达到优化识字教学

的过程，提高识字教学的效果。

一年级语文统编教材识字编排

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培养学生自主识字

的能力，学法灵活。“识字具体是指

了解字义，读准字音，辨清字形。同

时建立音、形、义之间的联系，实现

三者的统一”。统编教材体现了将

教材转变为“学材”的课改理念。一

些生字在课本中以随文识字的方式

呈现，并进行了字音、字形、字义方

面的设计，充分发挥了语境识字的

强大功能。同时，将汉字的笔画、偏

旁及笔顺规则等相关基本知识穿插

在每一个单元中，在课本要求掌握

的生字上方都标注了笔顺，在要写

的生字旁明确标注新出现的笔画，

在每一课的识字环节增设部首学习

专栏，让学生学会运用字理识字析

词，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认字和

写字习惯。

统编教材更加关注识字的基础

学习。例如，在一年级教材《日月

明》一课中，让学生猜测“明”“男”

“尖”“尘”“从”“众”“林”“森”等象形

字，初步了解汉字的造字规律，感受

汉字如图如画的特点，增强他们学

习汉字的趣味性。同时，根据一些

会意字的构字规律，配上朗朗上口

的短句，使学生在诵读中感受到汉

字构字的趣味。

第二，内容丰富，贴近学生生

活。一年级语文统编教材在识字

内容上进行了大范围的更新和拓

展，并融入了许多人文色彩，拓宽

了识字渠道，多样化的识字方式既

符合小学生认知水平发展的需要，

又与汉字识字的意境相吻合。例

如，一年级语文上册的首篇课文

《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选择了适

合小学生的儿歌，通过儿歌的韵律

和形式，将原本“无意义”的生字向

“有情感”的情境转化，帮助小学生

更好识字。

另外，低年级学生以形象思维

为主，比较活泼好动，统编教材注重

引导学生在“玩中学”，突破字形难

点，引导学生有效识字。一年级教

材“语文园地”部分的“识字加油

站”，在主题选择和安排上都体现着

不断引导学生留意生活点滴，以不

同的渠道识字，加深对生字的认

识。以“眉”“鼻”“嘴”“脖”“臂”

“肚”“腿”“脚”八个生字的学习为

例，教材巧妙运用“我来说，你来指”

的方式，让小学生借助形象的身体

来认识这些生字。另外，教材也结

合数学学科的“加减法”帮助学生认

识新的生字，“口+少=吵”“飘-风=

票”，既可以让学生温故已习得的汉

字，又可以借助熟知的汉字掌握新

的汉字。

一年级语文统编教材编排上的

变化对教师的识字教学提出了更高

要求。教师应认真领悟小学语文课

程标准，进一步创新识字教学的策

略和方法。

第一，设置情境，联想识字。

一年级学习汉字不能依靠抄写和死

记硬背，这只会让学生产生厌学心

理。教师可以引入或创设一个生动

的情境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

在交流中巩固。例如“大”字，教师

可以展示一个人平伸双臂、叉开双

腿站着的样子，然后引导学生亲身

试验“大”字所体现的形状，让他们

记得更牢，提高识字效率。

第二，联系生活，灵活识字。

语言文字来源于生活，最终还要回

归生活。教师要注意学生的心理特

征，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引导他们

利用各种机会主动识字，识用结

合。例如，一年级语文上册的《大小

多少》《小书包》《升国旗》等课文，都

是紧密联系小学生的日常生活，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自己熟悉的生活

学习场景中轻松识字。在语文下册

课文《操场上》，教师教“打”“拍”

“拔”“跑”“跳”“踢”等字时，可以让

学生做这些动作，加强生字与这些

基本动作的联系，进一步培养学生

自主识字的能力。

第三，深度学习，理解识字。小

学生在识字时，不仅仅是识得字，更

重要的是领悟字里行间的情感和表

达，这就需要在识字中发生深度学

习。而对识字的深度学习是由表及

里、由外到内的过程，中华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历经岁月的洗礼和沉淀，

均由汉字来表现。例如一年级语文

下册的《古对今》一课，需要掌握 12

个生字，并且都放到韵语的语境

中。学生不仅要认识这 12 个生字，

更要深刻理解这些生字在文中的含

义。而把这些字放到文中去，字与

字之间是和谐的，它将汉字的意义

最大化，从文中可以看到反义共存、

朝夕变化、四季轮回等多种和谐画

面。学生需要认识汉字，更需要认

识汉字背后所依赖的环境。只有进

入深度学习，才能发展思维力和学

习力。

（作者单位系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合肥分校）

“停课不停学”学什么

识字中的深度学习
□ 张杏林

课堂策

这个假期，从班级授课制的课

堂一下翻转到虚拟的一个人在家学

习的课堂，一般来说，师生都很难马

上适应。我们必须坚持“以学生为

中心、以学习为根本”的目标，教师

教授简明、引领得当，学生自觉先

学、有效合作。而学科教学与信息

技术的融合发展，让学生不断适应

“互联网+教育”各自在家学习的网

络课堂。如果将可行性与现实情况

相结合，我们认为手机微信是当下

包括农村学生可以使用的网络平

台，课堂形态目前应该以手机微信

平台交流为主。

一个班里的学生人数较多，每

个人的问题都上传，群的管理与教

师指导难度较大，时效性也不强。

因此，学校可以建议各班在教师指

导下先建立学习小组群，强调自己

能解决的问题就不在小组群里耽误

大家时间，在小组群能解决的问题

就不上传全班。以学习小组为单

位，重点突出小组不能解决的有价

值的学习问题，以及开发的新问题，

实现全班共同解决与共享。同时，

教师以学科学习指导为主，注意引

导学生多样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

生生互助的团队学习导向。教师不

一定要面面俱到，学生的难题切忌

直接告诉解题方法和答案，要引导

学生形成用心思考、自主探究的学

习方式。

在这个非常时期，如何培养学

生在家学习的自主性及关键能力？

如何设计好在“停课不停学”中“学

什么”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官方和民间机构

线上教育平台学的内容指向学科教

学，好像为了弥补教学进度，教学方

法都是大家“齐步走”的接受式学

习，特别是毕业班学生担心复课后

进度来不及。而这些学科内容一定

要补吗？学生线上学习这些学科内

容，基础肯定明显

参差不齐。复课后，学校

要 不 要 就 这 些 内 容 重 新 回

炉？那么这样的学习有多大作用？

学生因对网络课堂上的基本要求和

操作规范等都不了解，特别是互动

环节、反馈环节等都不太清楚，所以

这一课首先必须补好、备好、上好。

另外，还应补上那些平常学校教育

缺失的东西。例如，在家长的配合

下加强自我管理，避免生活学习规

律节奏混乱。又如，做一下学习生

涯规划，寻觅内心梦想。

学生最需要补什么？平时在

学校，不少学生一直被教师牵着鼻

子学习，重学科内容、考试内容，轻

学习方法、学习品质。我们从大规

模质量监测数据发现，学生的学习

品质、学习方法显著影响学业成

绩。而这段时间正好应该补上这

个缺口，跳出学科辅导的陷阱。学

贵在得法，学习力是学生终身的努

力，有良好学习方式的学习才是高

效益的。我们不能以追赶教学进

度为目标，应着力挖掘“停课不停

学”的“学”的内涵。因此，要在学

生自主学、会学上大做文章。可以

想象，如果教师利用好这个难得的

时间段，培养学生良好自主学习的

习惯和正确使用网络学习的习惯，

还愁复课后学生有什么不能补上

吗？学生会学了，还愁学生学不好

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珍

惜这次对学生自主学习训练与指

导的机会，有效推进课

堂教学改革。

在学科学习方面，教

师可以先开发一些基本课型，如新

授课、复习课、作业讲评课等，在

“怎么学”的关键处着力。同时，要

充分利用家长在家陪学的天然条

件，相信家长在教师指导下对孩子

管理和指导的能力。教师对于家

长如何引导孩子在家自主学习也

要进行科学指导，其中的学案设计

也要为了便于家长检查督促和指

导服务。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课改办

副主任）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小时候，故乡

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摇篮，哺育我健康成

长；少年时，故乡是一座灯塔，指引游子

回家的方向；老年时，故乡是深深的根，

是我永远的眷念。”这是一次初三语文

期中考试语言运用题一个学生的答

卷。题目要求：以“故乡”为话题，至少

运用两种修辞手法，写一段80字左右的

文字，表达对故乡的感情。

因鲜有离家体验，对故乡感受不

深，许多学生无处下笔，为了修辞而修

辞，有的学生甚至将“故乡”比喻成“大

伞”“鲜花”。如何让学生找到“故乡”的

感觉，引起了我的思考。

讲评试卷时，在分享了这个学生

的练笔、学生互相点评之后，我接着请

学生思考：在这个同学的文字中，哪些

是他自己的思想，哪些是别人的？学

生们马上发现，第一句是引用余光中

的诗句来表达乡愁，其余几句是这个

同学自己的感受。“同学们，写作就是

要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可真情实感

从哪里来？我们既可以自己有所思所

想，也可以像这位同学一样借助诗词

的魅力。”

“我们就以第一句‘小时候，乡愁是

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

头’为例，继续借助诗词来表达不同年

龄阶段的乡愁。”我接着说，“少年时的

乡愁是什么样的”？

学生们歪着头，眼睛一闪一闪的，

转动着思维，“少年时的思乡是‘每逢佳

节倍思亲’的孤独；中年呢？“中年是‘一

夜乡心五处同’的惆怅……”学生们都

能从熟识的诗句中找到各种各样的答

案，“那么老年呢？除了‘将军白发征夫

泪’还有什么？”老年思乡的诗词，除了

“白发”似乎想不出其他，于是我请学生

们晚上回家每人搜集一首有关晚年时

思乡的诗词。

第二天语文课上，答案很快出现在

黑板上。老年时，故乡是“儿童相见不

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无奈；是“未

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苦楚；是“故

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的思

念……想起昨晚我刚刚背诵杜甫《秋

兴》中的两句“从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

系故园心”，便缓缓地、深情地将全诗背

诵给学生们听。

由于搜集到的许多诗都是新面孔，

学生们便在分享的同时介绍了作者和

诗背后的故事。在一句句押韵的诗词

中，我们化作离家的游子，沉浸在浓浓

的乡愁中，被诗词的魅力深深地感染

着，思乡之感也格外深刻，平日里晦涩

难懂的诗句，此刻也化作一缕缕墨香，

在教室里穿梭，带领着大家感悟借用传

统文化的魅力。

“同学们，这是不同年龄阶段思乡

的不同诗句，那么不同的季节里，又有

哪些思乡的诗句呢？”短短几分钟，学生

们便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春天

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还”；秋季有“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

峡气萧森”；冬日有“来日绮窗前，寒梅

著花未”……

“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会借助诗词

表达自己的思乡情感，那么诗人是借助

什么来表达乡愁呢？”学生们凝视着黑

板上满满的粉笔字，再次陷入了思考。

“老师，诗人是借助大自然中的景

物表达思乡之情的。春天是‘春风’‘春

水’‘明月’‘新芽’，秋天是‘归雁’‘秋

蓬’‘枫林’‘枯藤’，冬日是‘北风’‘胡

草’‘寒梅’‘雪花’……”

“是的，诗作为文化载体，千百年

来，寄托着人们深深的感情。不同时

期、不同季节，南方、北方，文人墨客所

处的环境不同，故乡的景物不同，诗人

心目中故乡的借代物也不同，因而有了

千百番风情。”

教室里安静下来，学生们沉下心，

再次将视线聚焦到黑板上，思考和比较

着不同季节、不同地域、不同阶段诗人

笔下的乡愁，又慢慢将缕缕乡愁转化为

一个个实质性的词语，并学会借用这些

词语，让自己心中的情感也凝结成一首

首诗。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蜊江中学）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地学校都延期开学，学生如何在家做到“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中需
要注意哪些细节？本期我们继续探讨这一话题，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将思念凝结成

一首诗
□ 刘兰芳

“在家学习”要补上什么
□ 符永平

在抗击新冠肺炎战役中，为落实

教育部“利用网络空间，停课不停学”

的精神，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学校以

及体育教师利用各类网络平台相继

推出了适合学生居家锻炼的运动指

南与计划。对于在延长假期内不能

到户外运动的广大中小学生起到了

很好的指导与示范作用，而科学有效

地锻炼身体，对于促进健康、预防疾

病、抗击疫情大有帮助。与此同时，

武汉市教育局与湖北省顾静名师工

作室联合推出了 30 期“亲子运动课

堂”，从1月29日发布以来，深受学生

和家长喜爱，一时间来自武汉市3000

多个家庭通过线上打卡的方式记录

每日居家锻炼的亲子时光。下面就

“亲子运动课堂”中的“益”与“趣”谈

谈自己的收获与体会。

“亲子运动课堂”的创作团队成

员都是武汉市多年从事一线教学的

体育教师，他们设计的身体练习方

法突破了居家锻炼场地空间小的局

限，解决了项目器材少的难题，并根

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遵循运动

与恢复的规律，每堂课包括准备活

动、素质练习、放松拉伸三个环节。

其中，在素质练习这一环节，从身体

锻炼的全面性出发，每堂课练习时

间约30分钟，共4-5项内容，包括上

肢、下肢与腰腹等身体部位，主要以

有氧运动为主，全方位、多角度增强

学生的体质。

另外，与不少居家锻炼的项目

不同，“亲子运动课堂”所有的练习

都是通过亲子互动的方式共同完

成。亲子运动可以更好地体现父母

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更能启发

孩子在智力及运动健康方面快乐成

长。我对此体会颇深，并深受裨

益。因工作原因，自己平时与孩子

的交流多以语言沟通为主。时间一

长，与孩子的沟通有时会敷衍搪塞，

情感交流质量也大打折扣。这次假

期，通过“亲子运动课堂”，每天根据

任务要求，坚持与孩子锻炼打卡。

几天后，孩子会主动提醒我一起去

完成打卡任务。更重要的是，通过

这种亲子互动，与孩子的关系也逐

渐亲密起来。

“亲子运动课堂”除了注重锻炼

科学性与实效性之外，还对每一个

亲子运动项目的趣味性有所讲究。

“翻山越岭”“小蝌蚪找妈妈”“猴子

上树”……看到这几个项目的名称，

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没错，不

仅仅是项目名称，“亲子运动课堂”

大多数练习内容为简单易操作的小

游戏。学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相互挑

战 PK 或合作的方式完成游戏。例

如“抓尾巴”这个游戏，家长和孩子

各用一条毛巾藏在背后，看谁能最

先抓住对方的“尾巴”。相比传统枯

燥乏味的身体练习，“亲子运动课

堂”的内容很容易让学生接受，并产

生浓厚的练习兴趣。

假期体育锻炼是体育课堂教学

的延伸与补充，是培养学生运动习

惯、增强体能、提高心理素质的有效

形式，也是假期生活的重要环节。宅

在家中，科学适度的锻炼可以提高自

身免疫力，降低机体感染细菌、病毒

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缓解心理

压力与焦虑情绪。在此，愿与更多的

家长一起，通过“亲子运动课堂”共同

陪伴孩子成长，并构建亲密无间的亲

子关系，用更加强壮的体魄抵御病菌

的侵袭，用更加良好的身心迎接春天

与美好生活的到来！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经济

技术开发区洪山小学）

停课不停练，运动无假期
□ 柳田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