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教学改革改变的是“教”与“学”的关系，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如何让学生
主动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下，最让一线教师头疼的是，动力从哪里来？ 又如何让动力像蓄电池一样，
源源不断？ 本期的话题，浅层意义在于构建学习动力系统，帮助教师解决不足问题，深层意义在于了解学
生认知方式对于激发学生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价值。

首先，重申高效课堂的主张。 高效课堂主张学生在课堂“活起来”“动起来”的生命状态，先要“活”才有
“动”，“活”起来，学习效果才会好起来。 动包括三个层次：身动、心动、神动。 身动指的是，允许学生在课堂
上动着学，当然一味地动也不是真正的学习，课堂始终需要动静结合，动静相宜。 心动指的是学习要与经
历、经验和生活发生联系与迁移。神动指的是形成彻悟，内化为智慧。从心动的解读来看，动心与静气不存
在矛盾的说法。

其次，分析动力的来源。 一个常识是，人们总会对感兴趣的事情，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积极性，而兴趣的
根源在于人们的天性。 因此，在研究教育的时候，人们往往把儿童心理特点和认知方式作为主线和起点，
教师唯有顺应学生的天性，学生才会释放出“自动力”。 这种天性普遍表现为好奇心、展示欲、合作与讨论
需求等等，教师需要做的，就是遵循学生的兴趣、天性、爱好，让学生在“做中学”，经历思考、迷茫、感悟、释
疑、生成的过程，自动、主动便习惯成自然。

新校长：许祖祥
我的教育观：教育如同种

庄稼 ，提供合适的条件 ，庄稼
自会生长，学生自会成长。

我在研究的问题：如何让
学生成为他自己。

我在读的一本书 ：《你在
忙什么》———如果你认为你是
在为别人工作，那么你就永远
只能为别人工作；如果你认为
是在为自己工作，那你终将会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新教师：席凌云
我的教学观： 善待生命，

重德修业 ，快乐求知 ，让每节
课都能焕发智慧的光芒。

我为学生做的一件事：走
下三尺讲台，改变那种带着知
识权威和语言权威的角色，让
学生走上讲台，从他们成功的
展示中去体验教育的幸福。

我的成长方式：踏进课改
领地，才发现多年来自己在角色上的错位。 这样的
一种觉悟，使得过去的骄人成绩不再那么重要。 学
生在课堂上每一次智慧的碰撞， 每一次快乐的笑
声，让我觉得他们的成功和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新学生：高二尚德班 范程
我的新课堂学习感受：新

学期，高效课堂让我们如沐春
风。 在课堂上，展示自我成了
主旋律。 “我展示，我精彩”让
我们体验到了生命的狂欢。

我的一次成功体验：因为
有了阳光、开放、高效的课堂，
我逐渐读懂了专属于我的学
习法典。 数学课上，我不再是
沉默的配角，而是积极参与的
主角，虽然口语表达不够准确还经常出错，但我已
破茧成蝶并不断进步。

我最关心的事情 ： 我希望通过高效课堂克
服总是依赖老师的毛病 ， 更好地培养自己的自
主能力。

（以上人物单位系湖北省襄阳市第二十四中学）

■课改人物志

学校·班级·小组文化巡展

出镜学校：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

课题：《我的信念》（七年级语文）
授课教师：罗晓玲

一、激情引入，“我”因心动定目标、找方向。
同学们，说起居里夫人，我们大都知道她发现了

放射性元素———镭， 镭的发现推动了核科学的发展。
但关于她的人格魅力，我们知道多少呢？ 让我们走进
《我的信念》一文，更全面地认识居里夫人吧！

请同学以自读的方式来阅读课文，根据本单元课
文前面的“单元提示”和本课的“自读提示”，制订自己
的学习目标，如：

1. 梳理课文内容；
2. 了解居里夫人的人格魅力；
3. 品味平实而富于哲理的语言。

二、自主学习，“我”因心动寻问题、找妙方。
（屏幕显示要求）
1. 在自读过程中发现问题，感悟文章妙处。
2. 在交流过程中尝试解疑，力求自我解读。
师： 请每一小组的组长把疑难问题记在预习本

上，能在组内完成的就立即完成，梳理出小组内不能
解决的问题，写到各组的展示板上。

（小组讨论，教师巡视，适时加入到小组中和学生
交流讨论。各组将不能在组内解决的问题书写在小组
展示板上）

三、走进文本，“我”因心动品文本、促生成。
1. 师生共审视，梳理要点问题。
（教师适时地导引，可以使学习目标更集中，提高

课堂效率）
（1） 居里夫人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工作的？居里夫

人追求的是怎样的工作环境？
（2） 第三段中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

求学的岁月，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快乐，体现了她的
什么精神？

（3） 居里夫人因为发现“镭”而出名，但为什么文
中却一笔带过？

（学生在群学、对学之后展示）
2. 解决问题一：
生：居里夫人在简陋的环境下工作。工作很艰辛，

家乡遭蹂躏。
生：她追求的是一个宁静的不受外事侵扰和盛名

渲染的环境。
生：她是波兰人，可她的祖国被沙俄占领，她只有

背井离乡，远离祖国到异国的艰苦环境中从事研究工
作，所以她向往自由的工作环境。

师：你们的历史知识比较丰富，讲得非常好。居里
夫人这种追求不容易，在当时简直是一种“奢望”。

3. 解决问题二：
生：在这种状况下，居里夫人发现了“镭”，所以她

很快乐，体现了她对事业的一种热忱。
师：“热忱”， 这个词用得很精炼， 谁再来补充一

下？
生：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孤独是不可避免的。居里

夫人能够以苦为乐，体现了她对事业的追求，更能表
现她的热忱。

4. 解决问题三：
生：这样才能表现居里夫人对名利的淡泊。
生： 居里夫人致力于科学研究是为科学作出贡

献，不是为了追求名利。 这表现了居里夫人淡泊名利
的精神。

生：居里夫人为什么把自己比作蚕，而不把自己
比作雄鹰或者骏马之类的事物呢？ （同学哈哈大笑）

师：是啊，为什么不把自己比作高大英勇的事物，
而偏偏比作小小的蚕呢？

生：因为居里夫人觉得自己和蚕一样勤奋，总是
向着一个目标不停地努力。

生：这样也能体现她的谦虚的态度。 普普通通的

蚕，貌不惊人，但却坚韧执著，无私奉献。
生：我不明白的是，居里夫人的丈夫都死了，她为

什么不悲伤，还那么快乐地工作呢？ 是不是她不爱她
的丈夫？

（此言一出，课堂“呀”声不断。我猜，学生惊讶，是
想到前面大家都在谈居里夫人的种种优点，没有料到
竟然有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

生：我不赞同那位同学的观点。 居里夫人能在丈
夫死后仍然快乐地工作， 就是因为她爱着她的丈夫，
爱着她丈夫也热爱的科学事业。

生：不错！居里夫人对科研有着一份执著，这是她
迎难而上的表现。 像居里夫人那样迎难而上的人，不
会轻易被困难打倒，她是在乐观地克服种种障碍。

生：我不同意！大家看，文中用了“逆来顺受”这个
词，这个词是个贬义词嘛，说明她并不快乐。

生：这里的“逆来顺受”指居里夫人失去了丈夫，
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可她毅然接受了这个事实，不再
沉湎于悲痛之中，而是继续研究工作。 活着的人坚强
地活，就是对已逝亲人最好的爱！

师：哟，大家的心思可真细致！ 在“蚕”这个事物
上，在“快乐”和“逆来顺受”这些词语上，居然能有如
此深刻的理解并展开激烈的辩论，不错！ “活着的人坚
强地活，就是对已逝亲人最好的爱”，这是多么富有哲
理的话语！

（学生受了鼓励，辩论更加激烈地进行）
生：我认为“逆来顺受”用得不好。 居里夫人不再

沉湎于悲痛之中，本来就不是“逆来顺受”。你看，霍金
虽然瘫痪了，却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在轮椅上坚持
写作，还写出了《时间简史》，活出了人生的精彩，哪里
是“逆来顺受”那么窝囊呢？ （学生鼓掌）

生：我也认为“逆来顺受”在这里其实体现的应该
是居里夫人勇敢面对现实的心态。就像我们曾经看过
的舞蹈《千手观音》，邰丽华和她的同伴们虽然都是残
疾人，但他们并没有对现状逆来顺受，他们凭着这份
执著，坚强地活下去，还用优美的舞蹈舞出生命的精
彩。

师： 其实，从 “逆来顺受”这个词来看居里夫人
是不是真正快乐地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弄清楚居
里夫人到底有没有屈服？她的逆来顺受表现在哪些方
面？ 刚才同学们辩论得非常好，在据理力争中加深了
对居里夫人精神的进一步理解。

四、收束课堂，“我”因心动评人物、论形象。
（请学生结合全文来谈谈对居里夫人的认识）
生：这是一篇表现人物性格的文章，作者用了春

蚕结茧，放弃申请镭的专利这些材料来表现出居里夫
人热爱工作、热爱生活，不追求名利，以事业为重的人
生态度，我们从中受到很多启发。

生：居里夫人是一位有伟大人格魅力的科学巨匠，
她不慕名利，对工作热情执著，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五、拓展延伸，“我”心因生成而飞翔。
比较阅读《身高 1.1 米的音乐巨人》（屏幕显示阅

读内容）。
思考： 你最欣赏居里夫人（或米歇尔）性格中的

哪一点？
生：我欣赏他们坚定的信念。
生：我最欣赏他们对工作对学习的那份热忱。 如

果一个人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 并且努力去做了，那
他一定会很出色的。 这就如我们的学习，只有热爱学
习，把学习当成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负担，才会真正
学得好。

生：我最欣赏居里夫人的乐观心态。 有乐观的心
态就会在困境中不低头、知难而上。

生：人生犹如春天的花朵，短暂而美丽，我希望我
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都能有所作为，成就美丽的人生。

师：《我的信念》给了我们太多的启迪。 我们一起
来朗读这句话吧！ （课件出示）

生：（齐读）愿你们每天都愉快地过着生活，不要
等到日子过去了才找出它们的可爱之处，也不要把所
有特别合意的希望都放在未来。 ———居里夫人

（最后， 学生将第三环节的问题理解进行归纳整
理）

■教师手记

在本节课的每一个环节，我始终努力挖掘着学生
的“动心”之处。在这里，学生的自主性（那个大大的
“我”）得到了极大的彰显：目标由“我”定，问题由“我”
生，语言由“我”品，结论由“我”评……“我思我创我痴
狂”，精彩生成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品读文本，触摸人
物心灵的阶段，学生的学习热情被激发起来了，课堂
生成许多意想不到的成果。如当学生谈到居里夫人将
自己比作“蚕”这句话和“快乐”、“逆来顺受”这些词
时，生成如此多的意见，还形成了课堂的争辩高潮，思
维碰撞出了亮闪闪的火花，拓展到更广阔的境界。再
加上生成的问题得到老师的肯定和鼓励，学生在质
疑、争辩、补充中加深了对居里夫人精神品质和人格
魅力的认识。这样也突破了对居里夫人的认识仅停留
在“奉献”这一点上的局限，让学生感受到居里夫人身
上还有许多品质（如乐观坚强、忠于爱情等），正如朋
友一样可敬可亲，这种情感熏陶对学生而言才是最有
价值的。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哪里？也许你不容易
看到，但他时时“在线”，只是常常“隐身”而已。及时地
指引方向，适时地调整节奏，不时地点拨激励，让学生
心动、行动，让课堂在理性基础上呈现出“生命狂欢”
的姿态。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北碚区田家炳中学）

所谓媒介感悟作文法就是借助于媒介， 临场
发挥，表达感悟，从而作文的一种方法。 对学生而
言，媒介一般指：某人的一段话、某个场景、某个故
事、某种动植物等。 例如下文：

明天还在 希望就在

寂寞的黑夜只能听到风的狂吼， 四面都是白
墙。 孤独的台灯下只有我和那张写满失败的卷子。

模拟考试的成绩已经揭晓， 我再一次以失败
告终。 郁闷不堪的我想不出任何的方式来发泄情
绪，只好挥起拳头向墙上砸去。

“咚、咚、咚”，没有节奏，只有疼痛。 我瘫坐在
床上， 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醒来后太阳已变得刺
眼，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洗了洗脸，摇摇晃晃地
向厨房走去。 妈妈已经为我准备好饭菜，无意间，
我看到餐桌上的一张纸， 熟悉的字体印入眼帘：
“儿子，明天还在，希望就在! ”

我笑了， 这才意识到昨天砸墙的举动也砸痛
了妈妈的心。 回到房间， 拿起笔深刻而有力地写
下：“只要明天还在，我的努力就在！ ”郑重地放在
桌上， 往学校飞奔而去。 一路上聆听着鸟儿的欢
唱，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我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是啊！ 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
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会升起。 只要明天还在，我
就不会悲哀；纵使陷身茫茫沙漠，还有希望的绿洲
存在。

这是一篇非常规范地运用媒介感悟法的作
文，作者生动地叙述了因考试失利，遭遇挫折，后
经媒介启发而深刻感悟的经历。 这篇文章的媒介
是母亲留给儿子的一张字条，上面的话虽然简短，
却深深敲击着他那颗在绝境中迷茫的心， 在深受
启发中，重又获得力量。

从这篇文章中， 可以总结出媒介感悟作文法
的一般结构方式。

一、以环境描写或者矛盾冲突入题，开头要简
洁。 如例文第一段，小作者一开始就交代环境，既
渲染了悲伤的气氛，又烘托了自己难过的心情。

二、文章前面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 如例文第
二、三段，写自己砸墙的举动，既刻画了悲伤、愤怒
的情态，也是运用“抑”的手法，为下文写自己豁然
开朗的“扬”做铺垫。

三、“抑”到低谷时媒介亮相。 如例文第三段，
小作者选取字条当媒介， 这张字条上的话打动了
作者，促使他有所感悟。

四、展示媒介之后要重点写自己的感悟。 如例
文最后一段，作者化用汪国真的诗句，把自己黑暗
中重见光明的欣喜，遭遇挫折后重又振作的勇气，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借机收束全文，使文章回味
无穷。

以上是媒介感悟法的一般结构， 也可有所变
化，插叙、倒叙的手法，伏笔、悬念的手法，如果能
运用其中，更能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曲折感。

如何才能让自己选用的媒介成为考场作文获
得高分的砝码呢？ 主要靠平时多读书，多积累，有
好的媒介可以记下来，以备考场之用。

枯萎后又冒新芽的绿萝， 遭虫啃啮却傲然怒
放的红花，用伤疤做勋章的老树，扑火的飞蛾，坚
持不懈的小蜗牛，勇敢保护自己孩子的老麻雀，遇
石头阻挡却勇往直前的流水， 经历反复冲泡香气
四溢的茶叶，与亲人依偎的照片，成长的日记，幡
然领悟的哲语……它们都在向我们诉说人生的真
谛， 这些都可以成为笔下的媒介， 使我们文思泉
涌，妙笔生花。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沧州市第十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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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见

“动心”的课堂，也是动态生成的课堂，学生不仅动力十足，而且思维更加敏捷。 课堂教学中最精彩的不是预设活动，而是由学生自主发起的“动态
生成”的学习活动。 “非预设生成”会给师生带来意外的感觉，这种意外往往给学生带来探究的冲动，因为临时探究与教师预设的探究有完全不同的情
感体验，生命的活力经常在这样的情境中让人感动。

■课堂现场
媒介感悟作文法

□ 梁 华

童本校园（3）

路板
路面用黄漆画出方格或条线，让孩子们尽情挥洒技能。 清晨或傍晚，漫步于书

法长廊，你会从孩子认真的脸上读出自尊和自信，这里是孩子们展示的平台，更是
他们成长的阶梯。

编辑点评：以天地为课堂，把大路当黑板，让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迹诉说知识的
美丽，此举真好！ 当书写者签下自己大名的时候，谁会不用心练习书法呢？

图文/李镇西

苏园 路板

苏园
武侯实验中学的这组雕像是苏霍姆林斯基与学生交谈，空出的一个座位，成

了学生的最爱。 学生喜欢坐在苏霍姆林斯基面前，仰望大师，回味李镇西校长所
讲的关于大师的故事。

编辑点评：尽管中国不是苏联，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苏霍姆林斯基的年代也有
很多不同，但是，教育的人性、人情和人道是跨越民族的共同追求，人的发展和人
的幸福是超越时空的永恒主题。 只要人类存在一天，教育就会薪火不灭；而只要
教育不消失，苏霍姆林斯基的魅力就不会衰退。

动态课堂由 生“““我我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