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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中存在的弊端主要有两种情
况：一种是备教案，教师只准备自己要
讲的内容，却不去认真学习课标、解读
教材、研究学生，这是把学生当成了知
识的容器；另一种是缺创造，教材虽然
是重要的课程资源，却不是唯一的，教
师完全可以因地、因时、因人对教材进
行增删、取舍、重组。 教师备课要源于
教材、尊重教材，但也要跳出教材，创
造性地使用教材。

在新课改背景下， 教师可以自主
开发 3 种学习载体， 代替过去传统的
备课方式、教学方式、学生课外生活方
式。这 3 种载体分别是“单元自主学习
指导纲要”、“课堂学习指导纲要”、“节
假日生活指导纲要”。在日常备课的基
础上， 新教师可加强对这 3 种新载体
的备课，从而形成一种新常态。

单元自主学习指导纲要。 其内容
包括“教材分析、知识建构、背景知识、
问题展台、学习评价 ”5 个模块 ，主要
是引领学生课下自主学习， 对课堂教
学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解决了教师
向学生发放大量资料、 布置重复性书
面作业的问题。 与一般意义的课前预
习不同，“单元自主学习指导纲要”以
单元为单位， 要求学生充分展示自己
的想法与疑问，自主思考、自主探究、
自主评价， 教师仅仅负责出示学习目
标以及提供最基本的学习方法。 用好
“单元自主学习指导纲要”， 课堂就不
再是知识学习的开始， 而成为学习的
进一步延续与深化。

课堂学习指导纲要。遵循“以学定
教”的教学法则，整体优化“目标定向、
学生先学、合作探究、点拨拓展、反馈
达标”5 个环节，保障学生学习内容的
当堂达标。 “课堂学习指导纲要”是根
据学生前置性自主学习情况进行的可
操作的学习行为设计， 以此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呈现问题，然后在课堂上讨
论交流、合作探究。 其中，明线是学生
学习的流程， 暗线则是教师教学的流
程，不仅有适合学生操作的学习目标，
还提供了必要的学习资料、学习活动、
学习问题与学习方法。“课堂学习指导
纲要”可以实现从“课堂教学”到“课堂
学习”的转型，课堂基本要素则呈现为
“前置性学习任务 ”、“诊断性预习梳
理”、“关键性递进问题”、“针对性共同
作业”、“生成性学习指导”。

节假日生活指导纲要。 教师要为
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学习资源， 开展丰
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 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要做好学生活动的指导工作，
真正把时间交给学生， 帮助他们提高
全方位的能力与素养。 教师在备课中
关注学生的节假日生活指导， 可以让
国家课程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 探索
并尝试一种新型的校本课程建设。

我们要把新课改期待的自主、合
作、探究学习方式巧妙地融合在上述 3
个学习纲要中， 让课堂内外自始至终
遵循“以学定教”与“问题主体”的原则。
3 个纲要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实现了
课内与课外的有效贯穿。 此外，教师还
要具备课程开发的意识与智慧， 尝试
运用自己研发的课程上课， 实现国家
课程的校本化、班本化。

不解决备课的问题， 许多课堂教
学的问题都难以解决。 让备课行为变
成研究与实验， 教师便成为拥有专业
自主权的教育者、研究者。备课观念与
方式的改变是突破当下课堂教学模式
的一种思考与实践， 有助于课堂教学
流程的再创造。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育英学校）

备课备出新常态
□李志欣 孙彦忠

语文怎么学？ 语文怎么教？ 多年来，
语文教学一直摇摆在人文性、 工具性的
争论中，语文课的任务，也被不正常地放
大，造成了“语文课不是语文课 ”、“语文
课没有语文味”的现象。 不久前，在北京
市海淀区玉泉小学召开的 “全国小学语
文课程结构化与有效性教学研讨会”上，
这些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北京教科院课
程与教学中心主任杨德军坦言，“我一直
就弄不清楚，小学、初中 、高中的语文课
究竟学什么”。

会上，玉泉小学课程发展部主任张爱
平列举了教师普遍关注的几个问题：“教
师在转变教学理念的同时，把握不住小学
语文课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过度挖掘人文性却忽视了工具性；
教师过多地强调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在阅
读教学上耗时多、效果差。 ”

面对这些问题，玉泉小学校长高峰认
为，“要让每一节语文常态课都能保证基
本质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轻松地学好语
文，让每一名语文教师都能借助教材形成
结构化的语文课程内容”。 高峰介绍了玉
泉小学的尝试———“双线主题统合教学”，
寻找“教师简单教、学生简单学、语文素养

厚”的路径。
在高峰看来 ，课堂是教师组织学生

落实课程标准的时空 ，是师生 、生生之
间对话的舞台 。 “玉泉小学语文教学改
革的基本思路是建立起综合性 、 立体
化 、全方位的 ‘大语文 ’教学观 ，对小学
阶 段 的 语 文 教 学 做 整 体 规 划 与 设
计———将语文课堂教学与课外自由阅
读结合起来”。 在这种理念引导下，玉泉
小学整体规划并开发的 “玉泉语文 ”便
“应需而生”。

“玉泉语文 ”整合了几套教材的美
文， 并按照文体组合成单元 ， 精读 、略
读 、自读课文相结合 ；按照小学语文的
课程体系与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 ，精心
设计导学、导教系统 ；以兴趣为动力 、习
惯为保证 、训练为主线 、思维发展为核
心、能读会写为目标 。 在北京市海淀区
教师进修学校小学语文教研员黄毅看
来 ， “玉泉语文 ”解决了 “教什么 、怎么
教、用什么教”的问题。

在研讨会的观课环节 ，玉泉小学语
文教师郭冉 、杨子岚 、石颖展示了 3 节
运用“玉泉语文”教材思想的公开课。 教
师整合了 《称象 》《女娲补天 》《沉香救

母 》3 篇课文 ，形成一个单元 ，先带领学
生学习课文 ，然后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
说与写等方面 ，让学生体会描写事情先
后顺序的技巧 。 在学生现场练笔环节 ，
教师让学生就 “摊鸡蛋或打扫卫生 ”为
情境 ，尝试运用学到的写作技巧 ，尤其
注重描写的先后顺序。 课堂将教师的教
落实到了学生学与用的层面。

“在玉泉小学的语文课上，我们看到
了语言文字的运用不再是束之高阁的东
西，不再是学生无病呻吟的东西，语言文
字的运用真正落了地。 ”一位参会者说。

“语文课是综合性 、实践性课程 ，但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强调的是思想性 、人
文性 ，这当然也是语文课的属性 ，但是
学习并应用语言文字 ，以及听说读写的
能力，必须在实践中形成 。 语文课不应
以教师解读为主 ， 而应以学生实践为
主。 ”对于玉泉小学的课堂实践，上海师
范大学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忠豪做出了上述评价 。 在他看来 ，一
堂课不是看教师教了多少 ，而是看学生
学会了什么，有什么长进。

除了兼顾工具性与人文性 ，结构化
也是玉泉小学语文教学的一大特点。 北

京教科院课程与教学中心研究员李群
认为 ，“结构化是对语文教学的深层次
追问与理性回归”。

“借助结构化的课程内容，每个学生
都会喜欢语文，轻松学好语文，从而实现
学校‘德如玉、智如泉’的育人目标。”中国
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长崔峦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分析了玉
泉小学语文教学的结构化特点———

纵向结构化。 由研究课标到把课标
的年段目标分解为各个年级、 各个学期
的语文教学目标。从单元的教学目标，到
单元文本的结构化， 再到研究学业评价
标准的结构化，凸显了语言本体，让语文
“回家”。

横向结构化。 玉泉小学语文教学的
“大阅读”包括课内阅读、校内阅读、家庭
阅读。 如果说课堂教学是“举一”，那大阅
读就是“反三”，得法于课内，发展于课外，
二者缺一不可。

“突出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重
视教材整合与课堂教学的结构化、有效性，
这不仅是玉泉小学语文教学的特点， 也应
该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 ”会后，一
名参会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对话是广义的
概念， 不仅包括师生双方言语的交谈 ，
也包括对文本的理解、感悟、批判 、表达
等活动，是师生双方不断体会 、吸纳 、批
判 、反思 、重构 、创造的过程 ，承载着厚
重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 。 这种对话 ，
从形式上看主要有 6 种 ：师本对话 （教
师与文本）、生本对话（学生与文本 ）、师
生对话、生生对话、生机对话 （学生与网
络）、自我对话。

在众多的对话形式中，师生对话是一
种最常态的对话，语文课堂中良好的师生
对话应该包含五大要素。

对话基础———平等

对话一词代表着双方地位的平等，但
在“师道尊严”的长期影响下，师生的平等
对话十分艰难，来看一则“课前谈话”———

师：今天天气很好，大家不要辜负了
这大好时光！ 上节课， 我们已经学过了
《〈伊索寓言〉两则》的第一则。 今天，我们
一起学第二则寓言。 你们想怎样学习这
则寓言呢？

生：让我们自学。
师：好，那这堂课就以大家自学为主。

我们应该如何自学呢？ 第一步，大家是不
是要熟悉故事内容？

……
学生的意愿是自学 ，但整个课堂教

学的过程依然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 ，所
谓的 “学生自学 ”也是在教师规定框架
内的“假自学”。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
是师生地位不平等 ，课前对话虽然是征
求学生意见 ， 但教师对课堂教学早已
“胸有成竹 ”，对话并不是在平等基础上
展开的。

对话内容———语文

请看 《燕子专列 》 一课的教学片
断———

师：在上课之前，我们围绕“专”字做
个猜词游戏。

师：对某人进行采访，叫什么？
生：专访。
师：商店专门出售某一种商品的柜台，

叫什么？
生：专柜。
师：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

叫什么？
生：专家。

师：专为某人或某件事特别飞行的飞
机，叫什么？

生：专机。
师：猜了这么多有关“专”字的词语，

我相信“专列”是什么意思大家也都懂了。
（教师出示课件）看，专列开来了，请同学
们读一读———

生：有一年春天，在瑞士的一个车站，
一列漂亮舒适的空调列车正准备启程，站
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他们送的是一批特
殊的客人———燕子。

师 ：我们今天要学的课文就是———
《燕子专列》。 看到这个题目 ，你们有什
么疑问吗？

生 ：燕子是候鸟 ，为什么要用专列
送呢？

师：是呀，作者也有这样的疑问，同学
们一起找一下作者的疑问。

生：第一节的最后一句———燕子是候
鸟，能长途飞行，怎么还用专列送呢？

教师设计了猜词的小游戏，由“专”字
引出“专列”，再引导学生质疑。 全部对话
过程都是以语文的方式进行的： 解词、朗
读、质疑。相反，有些语文教师的导入往往
与语文无关，时间用了不少，却对提高学
生语文素养没什么帮助。

对话技巧———追问

有效的课堂追问可以激活学生语文
思维，引导学生改善表达，从而构建有思
想深度的语文课堂。曾经观摩过特级教师
支玉恒的词语教学片段，它很好地展现了
课堂教学的追问艺术———

师 ：谁能讲一下浩浩荡荡是什么意
思 ？

生： 浩浩荡荡可以形容人数众多、气
势浩大。

师：人数众多、气势浩大？我给大家举
个例子———浩浩荡荡地坐了满屋子的人，
行不行？

生：不行。
师：为什么不行？这不是人数多、气势

大吗？
生：还得是行动着的。
师：那我再举个例子，自由市场上人

多不多？
生：多。
师：自由市场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浩浩荡荡，行不行？
生：不行。
师：错误出在哪儿了？

生：还得是行走着的。
师：自由市场上的人也没有躺下呀。
生：还得是整齐的、形成队伍的、向着

同一目标的。
师：对，有方向性。 大家行动一致、方

向一致，这才叫浩浩荡荡。那么，我再举个
例子，长江之水浩浩荡荡流向东海。 这回
没有“人”了，行不行？

生：行。
师：为什么？
生：因为长江之水向东海流去，有同

一目标，规模也很大。
师：那么，没有人行不行？
生：行。
师：其实“浩浩荡荡”这个词原来就是

形容水的。 你们观察一下“浩”、“荡”这两
个字的字形特点。

生：这两个字都有三点水。
师：对了，“浩浩荡荡”原来形容水势

浩大，后来人们借用它来形容气势浩大。
通过教师的层层追问，学生对“浩浩

荡荡”的内涵与外延有了更深入、更准确
的理解，这就是追问的艺术。

对话形式———交锋

课堂对话忌讳“师问生答”这种单一
的模式，对话应该你来我往，不断产生思
维的交锋与碰撞。

曾经听过一节课，教师讲完《孔子游
春》中“孔子论水”那部分后，课堂中产生
了有趣的对话交锋———

生 1：我觉得水不是真君子，因为它
发起怒来，会毁灭家园、毁灭城市，给人们
造成巨大的损失。

生 2：我觉得水是真君子，水的这些
暴行说到底还是人类自食其果。人类乱砍
滥伐、排放废料、乱扔垃圾，水要给人类一
点颜色。

生 3：发大水是自然规律，与是否保
护水没有多大关系。任何事物都有优点和
缺点，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教师没有占据课
堂，而是让学生充分展开对话交锋，尝试
着表达自己观点、否决对方观点。

对话结果———增值

教学实践中有两种对话值得警惕：一
种是“应声”，就是学生盲目地顺应教师引
导，其实对对话的内容“一知半解”；另一
种是“齐答”，就是教师发问，学生一起回

答，难免会有“滥竽充数”的现象。 课堂上
是否有高质量的对话，要看能力是否在对
话中增值，思维是否在对话中碰撞，情感
是否在对话中融通。

在上《爱之链》一课时，产生了这样一
段对话———

师 ：老妇人为什么要帮助年轻的女
店主？

生：因为女店主家很穷。
师：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生：餐馆里很破旧，光线很昏暗，女店

主怀孕八个月了， 还一个人料理着餐馆，
可见她没钱请人帮忙。

师：穷人有很多，这个女店主还有什
么特殊的地方吗？

生：老妇人帮助女店主，可能不仅是
因为女店主穷，更因为女店主是一个善良
的人。

师：从哪些语句中可以看出？
生：“她热情地送上一条雪白的毛巾

让老妇人擦干头发上的雪水”、“她虽然极
度疲劳，但脸上总带着甜甜的笑”，这些语
句都可以看出女店主的善良。

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由肤浅变得深刻了， 这就是阅读能力的
“增值”。

在另一节课上，教师与学生针对一幅
图画产生了对话———

师：大家看看，图上画了什么？
生：画了小草、柳树、小鸟。
师：能说得具体些吗？小草、柳树都是

什么样的，小鸟又在干什么？
生：小草嫩嫩的，柳枝长长的，小鸟在

空中飞来飞去。
师 ：不错 ，试着把它们当作人来说

一说？
生 ： 一棵棵小草从睡梦中醒来 ，它

们破土而出 ，舒展着幼嫩的绿叶 。 柳树
像个美丽的姑娘 ， 在春风中翩翩起舞 。
天上的小鸟飞来飞去 ，快乐地唱着动听
的歌曲。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的语言由不具
体到具体，由不生动到生动，思维和语言
能力都得到了“增值”。

良好的师生对话需要教师拥有平等
的心态、充足的知识、合理的应变能力。同
时，教师还要牢记，课堂对话不是目的，通
过对话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写等语文
素养，培养他们的健全人格，才是课堂教
学的追求方向。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实验
小学）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 ， 合理地运
用数学口诀 ， 可以极大地提高课堂
效率。

“四心”记忆口诀。 “四心”指三角
形的内心、外心、重心、垂心 ，许多学
生会搞混相关定义与定理。 为了帮助
学生更好地记忆 “四心”， 我总结了
“四心”记忆口诀：

角内心、高垂心，各自独立，
中垂外心、外圆心，合二为一。
三条中线，交在一起，
重心一点，到顶到边二比一。
内心到边不偏不倚，
外心到顶半径看齐。
应用题口诀。 面对高中数学应用

题，许多学生“谈虎色变”。 鉴于此，我
总结了应用题口诀：

有式先看式，有图先看图。
式图当中找各量，一个一个下功夫。
若无式来又无图，只有文字认真读。
有用信息苦挖掘，无用信息莫付出。
读完下句想上句，融会贯通是基础。
数学应用不可怕，苦心之人天不负。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成武县第二中学）

数学口诀二则
□王艳梅

“玉泉语文”突破了什么
———“全国小学语文课程结构化与有效性教学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金 锐

多元对话让课堂增值
□吴民益

师生对话是课堂对话的重要内容，良
好的师生对话要求教师拥有平等的心态、
充足的知识、合理的应变能力。 本期，我们
通过具体案例， 为读者解读语文课堂中师
生对话的五大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