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现场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创新语文自主学习力
□ 雷秀珠

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每
一个学生都具有创新的潜能， 激发这种潜能
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力。 以小学语
文古典诗词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创设情境，运
用生动活泼的教法，从而帮助学生产生兴趣、
主动学习。 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以采用以
下的教学流程。

探寻故事启发自悟。让学生自读自悟、探
求背景、 联系上下文解读诗句是古典诗词教
学中常用的手段。 课堂成功的关键在于学生
深入理解古典诗词的意境和创作手法， 而不
是简单地积累生词 。 教师应该先由浅入深 ，
再由深入浅， 让学生能从理解古典诗词的字
面意义， 深入到了解相应的文学常识和历史
文化。

抓住关键组织讨论。 古典诗词的语言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字精词切、含蓄凝练。 在一
首古诗中， 往往有一些字词用得特别传神、奇
妙。 对这些精华之处的掌握、欣赏是学习古典
诗词的关键。 对于这些关键字词，教师不能只
给出解释，而是应该组织学生讨论，让他们相
互学习、相互启发。 这也是锻炼学生自学能力
和创新能力所必需的过程。 如果方式得当，引
导得体，学生的思维很容易被激活，从而产生
良好的课堂效果。

由诗入画训练思维。 中国古典诗词的显
著特点就是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从文字到
画面， 学生的思维会经过从抽象到形象的过
程。 学生可以对诗文有不同理解， 从而描绘
出不同的画面。 教学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将
自己脑海中的画面画出来， 借此培养学生的
发散思维能力。 这种教学方法鼓励学生求新
求异， 童趣盎然的孩子会表现出各不相同的
奇思妙想。

中国古典诗词是人类传统文化的瑰宝，但
是文言与现代社会语言有很大差异。 如何将这
些瑰宝带给学生，给他们以心灵的震撼和艺术
的享受？ 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心理年
龄，引导他们自主学习、独立感悟、集体讨论。
教师要多花一点探索设计的心思，多建一些求
新求异的平台，引导学生进入好学、乐学的境
界。 只有这样，学生的创新潜质才会在良好的
课堂环境中茁壮成长。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罗田县三里畈小学）

德国诗人歌德曾说：“不管努力的目
标是什么，不管他干什么，他单枪匹马总
是没有力量的， 合群永远是一切善良思
想的人的最高需要。”在辽宁省大洼县田
家学校“团结 5 班”，班级里的每一名学
生都能团结合作，快乐、充实的生活是每
个人共同的理想。

良 好 的 班 级 文 化 对 学 生 的 影 响
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它能有效激发
学生学习与实践的兴趣 ，让他们团结
合作 ， 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 所以 ，班
级的班名就是 “团结 ”，班级口号是 ：
“团结 5 班 ，顽强拼搏 ，团结合作 ，勇
争第一 ！ ”

为了建设班级文化，“团结 5 班”进
行了许多活动与尝试。

宣读誓词

每周一 ， 班级都要利用几分钟的
时间，庄严地宣读小组宣誓词 。 比如 ，
某个小组的誓词是 ：“抓住时间学习 ，
不断超越自己 ，为集体争光 ！ ”这样做
的目的 ， 就是让学生在宣誓中反思自
己一周的学习生活和行为习惯 ， 从而

形成良好的小组精神面貌 。 每个小组
的誓词不同 ，目标也不一样 ，学生按照
誓词和目标 ， 不断努力 ， 不断完善自
己 ， 会让班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小组
文化，也带动了班级文化建设。

展示反思

每个学生都有展示的欲望，展示文化
是“团结 5 班”重要的文化。不管是班级大
展示、组内小展示，还是校园生活中的各

种展示，都是学生自我提高和帮助别人的
好机会。 班级希望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展
示，都主动展示。每周，班级都要开展一次
反思会，在反思会上，每个学生都要发言，
探讨自己的进步和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因
为只有真正认识自己， 才能更快地进步。
通过学生的反思，值日班长会总结、评选
出优秀小组、优秀组员、进步之星、展示之
星等，然后张贴在班级墙壁上。

榜样激励

班级墙壁上的各种“表扬牌”，能够给
学生一种感召力， 激励他们自我教育、自
主学习。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每次评选出
优秀小组后，值日班长会宣读给获奖小组
的颁奖词；评选出优秀组员后，学生会发
表获奖感言……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付
出的劳动得到了认可，取得的成绩得到了
肯定，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 也许，对于很
多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记忆。

在良好的班级氛围中 ， 学生在自
己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大的提高与
进步。更重要的是，“团结 5 班”的每一
个学生，都拥有了合作的精神。

■我 见

班级文化（十九）
———团结就是力量

学校·班级·小组文化巡展
出镜班级：辽宁省大洼县田家学校“团结 5 班” 班主任：梅兴红

学生主导的英语课

河南省洛阳市梅森学校

新校长 葛徽
问： 如何建设

校本课程？
答： 以促进学

生 全 面 发 展 为 目
标， 以连接课程标
准与现实生活为内
容， 为学生的全面
发展服务。

问： 如何理解
教育？

答： 教育的首
要任务是促进受教
育者的全面发展 ，
教育的功能不仅仅
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思想和灵魂的塑造。

问：希望学校怎么发展？
答：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按照学生成长规

律实施教育，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的学生。

新教师 李艺丹
问 ：希望自己

有什么改变？
答 ：完善自己

的教学技巧 ，让学
生轻松学习 、快乐
学习。

问 ：如何调动
课堂气氛？

答 ：从学生的
需求出发 ， 改 变
教学方式 ， 引 导
学 生 深 入 参 与 、
广泛竞争 。

问 ：你认为自
己在教学中存在什么问题？

答： 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 既要修补旧知
识，又要学习新内容，教和学都很疲惫，但有时
效果不理想。

新学生 李泽华
问： 最近一次

获 得 表 扬 是 因 为
什么？

答： 在一节数
学课上， 我不但完
成了课堂任务 ，还
对 知 识 进 行 了 拓
展， 提供了新的解
题思路， 因此得到
了老师的表扬。

问： 喜欢怎样
的课堂气氛？

答： 老师讲的
少， 我们参与和表
现的机会多，不知不觉就下课了。 这样的课堂
气氛是我们最喜欢的。

（采访/金锐）

■我在干吗

□ 李绍敏

英语教学应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
自主性， 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课堂中成
长。在自主学习的课堂中，教师的主导地
位转变为辅导职能， 这样就强化了学生
的自主行为，强化了语言的实践过程。同
时， 教师还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
技术，既可以为学生创设学习环境，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 还可以帮助他们解决
许多学习难题。

下面以一节关于单词比较级用法的
英语课为例， 看看教师与学生是如何共
同打造自主学习课堂的。

资料展示并导入

1. 资料展示。 教师让学生通过小组
合作的学习方式， 交流彼此所搜集的有
关单词比较级的信息，实现资源共享。例
如 ：easier said than done/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health is better than
wealth/better early than late/better to
do well than to say well/the more，the
better...

2. 教师让学生通过讨论，以小组竞
赛的方式进一步熟悉目标词汇。 开展竞
赛活动，既可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提高
学生的求知欲望， 一举两得。 在此基础
上，教师还可设计一些小游戏，例如，让
学生进行形容词比较级构成的接龙游
戏。 这样， 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已学过
的词语的掌握情况， 还可以为下一步学
习做好铺垫， 自然而然地延伸到新课的
学习，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3. 导入。
教师：
I have two good friends.（展示两人

的图片）
They are twins.
Their names are Li Chaowei and

Li Chaojun.
Do you want to know them？
由于学生对图片人物充满好奇，因

而可以顺利地引出所学内容。

比较你我他

首先， 教师让一个学生站到自己身
边，通过自己与学生身体胖瘦、头发长短
等方面的比较，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
Zhang Xinqi, come here. Look at

both of us.
Zhang Xinqi is heavier than me.
I am thinner than Zhang Xinqi.
Zhang Xinqi has shorter hair than

me.
I have longer hair than Zhang

Xinqi.
接着， 教师请学生在组内进行类似

的比较， 然后将比较结果展示给全班学
生。 这样做， 不但可以培养学生运用英
语交际的能力， 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
分析能力。

比较级的用法

1. 表示两者之间的比较。
2. 标志词 than。

只有当学生将知识进行理解消化、
巩固总结后， 才能够真正地在头脑中形
成印象。所以，教师应该积极鼓励学生自
己总结形容词比较级的用法。

自主学习活动

1. 听力训练。 教师应该提醒学生注
意单词读音、语气语调。

2. 教师让学生认真观察，找出文本
中含有比较级词语的句子， 或者让学生
自己尝试着填写、补充词语的比较级。

例如：
Liu Li’s hair is than

Liu Ying’s.
Liu Ying is than Liu

Li.
Liu Li is than Liu Ying.
3. 细读并完成课后判断题 。 这个

环节的目的是在听说训练的基础上，培
养学生的读写能力，并在课堂内强化学
生语言能力。 教师可以对教材进行重新
整合，既有效地控制了难易梯度 ，又不
失时机地为学生创造互相学习的机会，
充分训练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发散
性思维能力。

4. 读写活动。 例如，教师可以让学
生谈论自己的任何一个亲人， 在表述中
用上含有比较级词汇的句子， 然后展示
给全班所有的学生。 这个环节要求学生
能够巧妙地运用课本所提供的课程资
源，尽可能多地练习英语，逐步养成英语
思维习惯。虽然有些学生英语说得不好，
甚至夹杂着汉语词汇， 但是只要学生开
口，就是好的开端。只要学生有学习的欲
望，有表达的欲望，有渴求知识的欲望，
教师就应该加以鼓励。

5. 知识探究。 这个环节中，教师可

以设置以下问题。
（1）both 意为
① 做形容词时表示 ，

与 （单数/复数）名词连用。名词前
可用定冠词、 指示代词或物主代词等限
定词。 （学生可举例说明）

② 做 副 词 用 ，both 用 于 be 之
（前/后 ）， 行为动词之

（前/后）
eg. We both enjoy going to par鄄

ties.
We are both students.
Both girls go to lots of parties.
③ both...and...并列连词，连接

eg. Both he and his brother are
good at English.

She can both dance and sing.
Mary is both dance and beautiful.
（2） 同级做比较用： as...as.../not as

(so)...as...
eg. I think science is as important

as yesterday.
It is not as warm today as yester鄄

day.
注意：as...as... 中间用形容词的

（原级/比较级）
（3）a little 和 much 都可用来修饰

，表示 “更……一
点儿，……得多”。

eg. He is a little taller than you.
This song is much more popular

than that one.
温馨提示： 在比较级前有时可以加

一些状语，表示强调或加强语气。
（4） be good at 意思为 ，

相当于
eg. He is good at English. = He

does well in English.
I’m good at playing football. = I

do well in playing football.
be good at / do well in 后接

对于以上知识的学习， 教师应该多
鼓励学生从课文或其他阅读资料中，找
出含有其目标词汇的句子或是词组，然
后进行组内总结。学生在课文的学习中，
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 尤其是对一些重
点单词或短语用法的探究。这时，教师不
应该直接教给学生某个单词或短语的用
法， 而是应该大胆放手， 让学生自己探
索、自己寻找答案，给他们一片自由呼吸
的天空。此外，教师还应该让学生养成自
己搜索资料的习惯， 并让其学会与其他
人合作交流。

巩固与提升

1. 教师让学生独立总结课堂中学
到的内容。

2. 课堂检测。 这个环节由每个学生
独立完成，然后通过组内讨论统一答案。

3. 作业。 作业可以让学生自己设
计， 比如组长可以针对组内学生的知识
掌握情况，布置一些口语或练习作业；也
可以让对子与对子之间、组与组之间，相
互布置作业并相互检测。

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调动学生
对知识的兴趣或是探索欲望， 培养学生
对一切社会知识的学习力， 是每个教师
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生的潜力是无穷的，
教师应该用自己的智慧与谋略， 将学生
无穷的潜力激发出来。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滦南县方各庄
镇初级中学）

当教师充分放手后，学生应该怎样学习？ 他们应该如何明确学习目标、主导课堂流程、改进学习
方法？ 本期，周刊与读者分享一节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英语课，看看在这节英语课上，教师
与学生是如何共同打造自主学习课堂的。

课堂上，教师利用实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图片提供/李绍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