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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用美术语言开启第一课用美术语言开启第一课

□ 宁海洪

□ 鞠晓娜

□ 干国祥

好课诞生于“真问题”之后

那天，我把刚孵化出来的小蚁蚕

带到课堂上，当小生命在展示台上艰

难地扭动着身子时，教室里炸开了

锅：“好丑呀”“好吓人”“哇，是蚕”！

还有少数孩子很淡定，没说话。我简

单统计了7个班的孩子对小蚁蚕的情

况，只有极少人养过蚕，而且大部分

表现出嫌弃和害怕。

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动物的一

生”，是小学科学生命科学领域很重

要的内容。由蚕的繁殖拓展到其他

动物的繁殖，由蚕的一生认识到动物

的生命，了解动物的生命周期现象。

由孩子对小蚁蚕的反应，联想到青少

年伤害自己生命的事件屡有发生，我

决定带着孩子一起养蚕，在养蚕过程

中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

在得到家长和班主任的同意和支

持后，我让大家按照家庭住址分成养

蚕小组以便交流。养蚕的要求很简

单，就是观察蚕的变化，如实填写《养

蚕观察记录单》，可以是文字、绘画、视

频、照片、日记、美篇等各种方式，也可

以邀请家长一起参与，把观察照片或

视频分享到班级群的专用相册中。

每节科学课，我都预留 10 分钟，

让学生以“我与蚕宝宝共成长”为主

题，分享养蚕心得。每一次分享交

流，孩子们总有讲不完的新发现。

“我发现，桑叶有点干蚕宝宝就

不爱吃了，它还挑食呢。我把新鲜桑

叶用保鲜袋装好放在冰箱里保存，这

样我的蚕就不用吃干桑叶了。”

“我的蚕宝宝变白啦！我还看到它

蜕皮了，蚕宝宝越是长大，吃得越多。”

“我发现蚕宝宝吐丝结茧吐了两

天两夜，好辛苦，我拍成了视频。”

307班孙一涵写的观察日记得到

了语文老师的夸赞。“自从开始养蚕，

我带着弟弟细心照顾它，一起经历了

养蚕的过程。一家人都跟着我养蚕，

妈妈陪我拍照、拍视频，奶奶陪我摘

桑叶。蚕的一生虽然只有50多天，但

它很伟大，吃着廉价的桑叶，却吐出

价格不菲的蚕丝，产下卵后不久，它

的生命就结束了，完成了使命，它的

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孩子们的分享引发了不少同学

相同的感受：从蚕短暂的一生懂得生

命的不易，从养蚕的过程体悟感恩和

责任。

学完这一单元后，我们评选出

“养蚕达人”“观察能手”“最美照片”

等。孩子一个个收获满满，当初对蚁

蚕的满脸嫌弃早已烟消云散。

观察是认识世界的基础，孩子在

有目的、有计划、有毅力的观察过程

中，积极主动感知生命世界，学会观察

什么、怎样观察、如何观察记录、怎样

整理观察过程等。养蚕，让孩子学会

欣赏生命、喜欢生命、呵护生命，探索

发现有趣现象，获取更多科学信息。

教学完《蚕的一生》一课后，我引

导孩子继续讨论——

“假如给蚕一次重新选择的机

会，它会选择怎样的一生？”

“我希望它吐的蚕茧是彩色的，

可以织出五彩的丝线。”

“蚕茧很有价值，可以做成精美

的丝绸。”

孩子更加懂得蚕的生命的价值和

意义，对这个小生命生出敬畏之心。

疫情之下，科学教育应长期着眼

于学生的生命意识、生活观念和生存

方式的引领，让学生懂得珍视自我、

体恤他人，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

独立发展，成为一个有“人性”“温暖”

的人。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光谷

第九小学）

学习目标

1. 通过圈点勾画、构建思维导

图，厘清作者的论证思路，学习作者

的说理艺术。

2.联系自己的阅读体验，学习名

人读书方法，深入理解作者观点，学

会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读书。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1. 如何读懂一篇驳论文？同学

们，上学期我们学习了一篇驳论文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今天我们

要学习的《不求甚解》也是一篇驳论

文，你认为学习一篇驳论文要弄清哪

些知识？（学生交流）

通过预习，作者批驳的观点和作

者的观点大家弄清了吗？还有哪些

疑问？

2. 法庭开庭：提供一种职业体

验——做律师，为陶渊明辩护。做律

师前要找个师傅——马南邨，他目光

敏锐，常常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写出

来，针砭时弊，给读者正确的引导。

二、我为陶渊明辩护

案件由来：东晋的陶渊明在《五

柳先生传》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

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翻译明

确意思）

陶渊明的读书方法是“不求甚

解”，但一些人对这种读书方法很不满

意，走过历史千年，现在已多含贬义，

谁来解释一下这个词现在的意思？

学生说：现多指只求懂个大概，

不求深刻了解。常指学习或研究不

深入。

陶渊明的本义是这样吗？实在

冤枉，需要我们为他辩护。

法庭辩护：陶渊明何“罪”之有？

请你为他辩护。

学习活动：阅读课文，圈点勾画

出引发你思考、利于辩护的语句，以

旁批的形式记下感悟。

评价活动：“我为陶渊明辩护”。

请用“我认为陶渊明不求甚解的

读书方法______，因为______”句式

进行辩护。

总结陈述、终审判决：4人组成一

个陪审团，梳理课文内容，每个成员

构建文章辩驳的思维导图，厘清论证

思路，最后每组派一人做总结陈述。

评价活动：总结陈述。

句式：我们陪审团一致认为，我

们的当事人陶渊明无“罪”，下面请听

我们总结陈述：______，综上所述，我

认为当事人无“罪”。

学生到讲台交流展示，教师适时

点拨、补充、板书。

教师总结：陶渊明不仅无“罪”，

还教给我们一种非常好的读书方

法。“不求甚解”不是不去了解，而是

为了更好地了解，它只是读书的一种

体验过程。在读的过程中，保持虚心

的态度，做到前后贯通，了解大意，反

复读，一定能做到开卷有益。

三、拓展延伸

教师引导：作者从对不求甚解否

定之否定入题，逆向思维，下面老师

来检验一下你们的求异思维。

任选下列一个成语进行辩证分

析，运用求异思维，书写新的立意。

1.“近墨者黑”辩解

2.“开卷有益”辩解

3.“见风使舵”新解

要求：用“别人都说______，而我

觉得______，因为______”的句式，运

用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摆事实，讲道

理，或驳或立，驳立结合。50字以上。

结束语：读书有千般乐趣、万种

读法。希望大家采用适合自己的读

书方法多读书、读好书，开阔自己的

视野，增长自己的才干。

教学反思

议论文的学习相对来说比较枯

燥，因此我在本节课设置了大问题

情境——法庭开庭。通过模拟法庭

庭审，大胆放手让学生自己去读、去

会意。“我为陶渊明辩护环节”，学生

努力搜集辩护证据，学习作者的思

辨方法。法庭庭审的“总结陈述”环

节，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开展

学习，学生用各种思维导图厘清了

文章思路，完成了议论说理、思路再

现的过程。展示中，学生俨然一个

个小律师，思路清晰，辩驳有力。这

样的设计遵循了学生的学习规律，

引导学生探究学习的有效途径，从

而达到语言和思维的双提高，这也

是语文教学的要义。

结合新课标要求、文本特点以及

学生学情，我采用了学生自学与教师

点拨相结合的方法。课堂上，我让学

生自主阅读课文，圈点勾画出引发思

考、利于辩护的语句，以旁批的形式

记下感悟。在理解作者观点的基础

上，再引导学生用思维导图分析观点

和材料的关系，让学生主动与文本对

话，同时学习作者的求异思维。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威海市第十

三中学）

新学期我开始教一年级美术。

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心理上有如下

特点：一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怀着对小

学的新奇与长大的憧憬，对小学的学

习内容有一种莫名的期待。二是身

边换了新朋友，进入新环境，陌生感

和不适应感比较明显。三是经历了

一个暑假的无拘无束，孩子们无法马

上收心回到课堂，要有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四是一年级学生还不会用文

字来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能用美

术语言表达所想所感。

暑假期间，我认真学习了“新学程”

的思路和方法，对培养学生思维的四个

阶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阅读了《尹少

淳读美术教育》《从教走向学——在课

堂上落实核心素养》等书籍，加深了对

美术核心素养的理解，并形成了本学期

初步的教学思路。新学期，我想把新的

方法和思路用到教学中，让我的美术课

变得更灵活、更有趣味，更具知识性和

实践性。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开

学第一课，我要针对一年级学生特

点，充分发挥美术学科的优势，帮助

学生适应新环境，认识新朋友。开学

第一课按以下几个环节设置：首先，

给学生简要介绍这学期美术要学习

的知识和内容，告诉学生怎样用美术

的角度观察和欣赏生活中的美；其次

让学生欣赏一下美术书，虽然书里的

字很少，但是图片和图画非常丰富，

引导他们对课本产生兴趣与学习欲

望；最后，利用5分钟时间让学生玩一

个游戏，给同学画像，通过这个游戏，

促进学生相互观察、认识，进而成为

好朋友。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班级养蚕记班级养蚕记
□ 王建平

与学生一起阅读起航与学生一起阅读起航

□ 潘品瑛

快乐的暑假即将结束，和孩子们

一起马上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不知不

觉，我已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的“开

学第一课”前，都会给自己找个安静的

地方发呆，然后认真地追问职业生涯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教育的本质是

什么？每一年，我都会对这个问题有

不同的理解。随着岁月的沉淀，我越

来越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唤醒一个

个鲜活的生命努力长成自己的样子。

教师是园丁，一个个学生就像一粒粒

种子，园丁需要精心培育成长的“土

壤”，种子才会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

精彩的果实。

假期，教师和学生有时间调整身

心，也阅读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书籍。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不如来办一场

“班级读书会”，与学生一起阅读起航

吧！学生可以分成若干四人小组，一

起聊聊假期里都读了哪些好书？书

里最令人难忘的是哪一个片段？最

有感触的是哪一句话？一本本书籍

里的宝藏和一个人与书本对话时的

思想火花，再一次用不同角度的阅读

感受进行碰撞时，学生便有了相互看

见、彼此听见的机会，这样的读书分

享如同涓涓细流静静汇入师生精神

世界的长河。当然，作为语文教师，

我一定不能疏忽给极个别“忘记”阅

读的孩子准备“小礼物”——我们将

花20分钟时间共读一篇小文，让新学

期在安静共读、沉心思考中开始。共

同阅读后的交流讨论，更是值得期待

的环节，每一个学生表达自己的阅读

思考，每一个学生也将倾听到不同的

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都将帮助他们

走向文字的深处。

就让我们以共读的名义开启新

学期的第一课吧！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厦门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

学科教师热议
开学第一课

““我为陶渊明辩护我为陶渊明辩护””
——《不求甚解》一文的设计与思考

课事

教学设计

我们都知道教学应该从问题开

始，但是从学生的问题开始，还是从教

师的问题开始？什么才是真正的问

题？为了导向最后的答案，随便设计

一些提问，能否称之为问题……所有

这些关键处，似乎还很少被认真追问。

问题的实质不是提问者是谁，而

是理想的学习开端处，学习者应该呈

现怎样的状态。孔子曾说：“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直到今天，愤悱之境

依然是对教学最佳起点的最佳描述。

对孔子这8个字，朱熹注解说：“愤

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

未能之貌。”意思是基本正确的，但愤悱

之境那种特有的情态却消失了。

白居易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曾

说：“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泄。”这就

把那种必须发泄而后快的愤悱情态

传达出来了。

从字源来说，古人曾经说“愤”是

“郁积而怒满也”，这解释最是精当。

《易·贲卦》说“贲”这个卦象是“山下

有火，贲”，非常形象；愤，也就是心底

有火，却被某种阻碍压着，不得喷发。

也就是说，“愤”强调了思想和情

绪的郁积、饱胀，“悱”强调了无以排

解、难以宣泄的痛楚。而孔子的意思

是说：上课之前，如果学生的状态达

不到这种愤悱的境地，就不要急着帮

他打开、打通、弄明白。孔子的观点

我完全赞同。

问题仅仅在于，古代的先贤可以

把老大不小的成年学生反驳回去，让

他们自己去慢慢想，直到把他们逼到

愤悱之境，快疯了才出手点拨、启发，

而我们今天的中小学教师却不能这

样死等，那就必然误人子弟了。

所以我们还得在“不愤不启、不

悱不发”之前再加一个步骤：“打回原

形，使之愤悱”。也就是说，理想教学

的第一步，就是把学生导入甚至逼入

愤悱之境，然后才能够谈如何启，如

何发，如何点，如何拨。

结合“教学从真问题开始”，制造

愤悱之境也就成了：让学生心里产生

真问题，而且问题指向自己，指向对

自己原有理解的怀疑与不满，在学生

的头脑里展开一场思想的斗争。

教学当然可以从学生的提问开

始，或者直接从学生的初步结论开

始，然后以某种方式把最初的思考、

理解“打回原形”，然后再开始全新的

学习。

但若想更可靠些，或者说让教学

在一定程度上被设计，被精确地导向

愤悱之境，那么由教师设计的大问

题，就不失为课堂开局的最佳方式。

我给七年级学生上《丑小鸭》一

课，在学生带着理解复述故事后，就利

用学生彼此间的质疑，把课堂导向这

样一个真问题：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不

是因为它努力，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

天鹅蛋孵化的？那么，如果它本来是

一个鸭蛋，是不是说无论它怎样努力，

最后都依然只能是一只鸭子？一石激

起千层浪，课堂的精彩纷呈开始了。

我给五年级学生上《三打白骨

精》一课，第一个主问题是：取经结

束，唐僧功劳第一，孙悟空功劳第二，

那么在《三打白骨精》里，是唐僧这次

没体现出他的功勋，还是灵山领导层

本来就是偏心不公正的？一个问题，

把学生的偏见打破，回到文本重新细

读，直到最后，几乎所有学生的观念

都发生了颠覆。

我给六年级学生上《景阳冈》一

课，先让学生填“______的武松”，结

果 大 部 分 学 生 填 的 都 是“ 英 勇 无

畏”。然后，我拿出几个课文文段，与

学生分角色对读，学生自己立马发现

了：武松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而是明知山无虎、才向虎山行！

那么，到底武松是胆小谨慎，还是英

勇无畏呢？深度阅读重新开始！

上《鹬蚌相争》，问：“鹬蚌夹着嘴

怎么说话？”再问：“谁应该先松口，才

能解开两败俱伤的僵局？”

上《龟兔赛跑》，问：“假如兔子不

中途睡觉，乌龟坚持不懈能取得最后

的胜利吗？”

上《和氏献璧》，问：“如果你是卞

和，你会不会献出宝玉？”再问：“你现

在不肯献玉，但上完这节课就一定肯

献出来了，相信吗？”

用一个问题把学生原有的理解

“打回原形”，然后用共同学习来重建

更高、更深的理解模型，这也就是苏

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自己所定义的

“最近发展区”。

（作者系南明教育集团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