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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教师而言，最具挑战性的工
作是如何控制课堂和组织教学。

学校每年都进新人 ， 会通过师徒
制、青蓝工程，手把手地帮助这些刚刚
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效果不一而足。

开学之初， 与绝大多数学校一样，
我们指导新教师上过关课，可是无论你
给他们支多少招，课堂依旧乱哄哄。 每
一位新教师的备课都要经过学科组、年
级组层层指导、把关 ，课堂流程设计环
环相扣， 同学科教师还要现场观课，可
是在现实面前，一年级的孩子们并不把
教师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

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和组织课堂
呢？ 我们从校园情景剧中受到启发，把
我们要去制定的规则表演示范给孩子们
看，而不是单靠嘴巴去说。

比如，在高效课堂的对子交流环节，
要求两个人交流的声音不能打扰到第三
个人。 教师可让孩子们进行对子交流，
当交流过程中暴露了声音太大、教室太
嘈杂的问题时，教师再引导大家去发现
对子交流音量控制的规则，并且要求小
组演示给大家看，让孩子们明白不能打
扰到第三个人的声音究竟有多大。

如何引导孩子们去发现规则，有效

组织课堂教学给新教师婷婷插上了隐形
的翅膀。 根据一年级的学情，她开始引
导孩子们去发现课堂、活动、交往和生活
的规则，通常这些规则是以游戏和演反
正剧的形式来落实。 孩子们最喜欢看反
面情景剧，看到里面不遵守规则的表现
往往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正义的、善良
的、符合公共准则的建议被孩子们提出
来，继而成为班级学习的守则。 新教师
婷婷自己也从靠声音控制课堂和管理
中解放出来。 这学期开学，我发现没有
一个教师因嗓子过度疲劳嘶哑。

新教师不怕吃苦，工作热情非常高，

又积极主动，对新生事物有天然的求知
欲，这一点与孩子们的特点契合，所以孩
子大都喜欢新教师。 新教师如果把握住
与孩子交往的“度”，再把引领孩子发现
规则作为一门过关课来修炼，相信每个
人都能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因为规则
的建立是在确立一种稳固的内在秩序。
示范，然后发现规则 ，继而师生共创规
则，坚持按照规则规范自己 ，从规则到
规范，直到形成规格意识———你帮孩子
们把内在的房子盖好了，外面呈现出来
的一定是自由和自觉。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长垣县步步高学校）

新学期，一线教师在实施高效课堂
过程中，可尝试如下策略优化课堂、改进
课堂。

之一：采取“汇报他人”策略

在集体交流时，学生往往只关心自
己的观点， 对其他人的观点不够关注。
“汇报他人”策略要求学生汇报其他人或
其他组的观点，如此，他们便不得不关注
其他人的观点。 “汇报他人”策略还可以
与其他策略一同使用，比如“黑板记录”
“交流墙”“漂流本” 等。 在集体交流前，
教师先要告诉学生：展示环节，每个人不
汇报本组的观点，而是汇报其他组的观
点，并在此基础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被
汇报的小组需要回应汇报者的支持或
质疑。

之二：制作“思维碰撞卡”

许多时候，各小组对问题讨论的结
果，只有在班级展示时才能显出“庐山真
面目”。 这种现象有两个弊端：一是小组
之间缺少实质性碰撞，很难相互激发、影
响，生成新知识、新问题、新答案；二是其
他小组即兴质疑、补充、发言的质量会受
到影响。 为了避免这些弊端，教师可以
让小组记录员将小组讨论结果记录在
“思维碰撞卡”上，然后各小组之间交换
“思维碰撞卡”，相互批注本组的思考与
建议，最后传回到原来的小组 ，激起对
问题的二次探究。 这样，班级展示时，各
小组之间知己知彼，展示与质疑一定会
精彩纷呈。

之三：设置“采访”环节

在课堂讨论环节，有一些学生的交
流往往浮于表面，不够深入。 这时，如果
有一种类似电视节目的访谈或追问，就
可以促进学生的深入探究。 “采访”便是
这样一个策略。 在进行“采访”时，首先
要营造出问答的情境，“挑战员”设计问
题，其他学生做好接受采访的准备。 之
后， 小组长有针对性地询问小组成员，
“挑战员”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更深层
次的追问：“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
“你认为为什么会是这样？ ”“还有没有
其他可能？ ”……其他学生也要及时对
问题进行补充与完善。

之四：不断追问

针对一个问题， 教师可以通过不断

追问，让交流与探究更有实效性。教师可
以这样追问：“我不明白你讲了什么。 ”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这样讲？ ”
“如果是这样，那么……”“从什么地方可
以看出来？”“你可以换一种说法吗？”“请
举一个例子。 ”“你的观点与其他人的观
点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你的几
个观点之间有联系吗？ ”“对于他的观点，
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 ……学生回应追
问的过程 ， 是一个对问题深入理解的
过程。

之五：掌握提问艺术

教师发问时，要注意以下几点：教师
提问的目标指向要明确， 不能让学生听
得似是而非，影响学生对问题的理解；问
题之间逻辑关系应该紧密， 教师要做到
不碎问、不乱问；教师要围绕教学目标设
置主问题或核心问题， 使课堂教学始终
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推进。

在学生思考问题、组织答案时，教师
要有耐心，注意观察学生的表情，以此判
断学生是否在认真思考， 如果发现学生
有走神的现象，教师要给予必要的提醒。
此外， 教师不要试图对已经解答的问题
再作解释， 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学
生的思考。

在必要的时候 ， 教师可以要求某
个小组或某个学生回答特定的问题 ，
但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 教师要照顾到
大部分学生 ， 不要总让几个善于发言
的学生回答问题 ； 教师指定学生回答
问题时 ，要通过眼神 、言语等形式 ，多
鼓励那些胆小而不敢举手的学生 ，但
不要强迫学生回答 ； 如果被叫到的学
生一言不发 ，教师可以启发 ，一定不能
挖苦学生 ； 如果是请特定小组回答问
题 ， 教师可以让该组组员按照一定顺
序来回答，这种顺序可以由教师指定 ，
也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安排。

之六：积极回应学生

对学生回答问题的回应， 是一种教
学行为， 也是一种评价行为。 课堂回应
主要表现为 3 种形式：积极回应、消极回
应、探问转问。

积极回应是在学生回答正确时教
师给予的反应 。 积极回应的形式包括
口头表扬 、接受学生观点 、运用 “代币
制”奖励等。 表扬是对学生回答的充分
肯定，如点头、说“对”或“不错”等 。 需
要注意的是 ， 并非所有的表扬都有利
于学生学习，如果表扬太频繁 ，也会失

去其价值 ， 尤其对高年级学生更是如
此 。 接受学生的观点是充分利用学生
的回答继续开展下一步教学 ， 教师也
可以对学生的回答进行一些修改 、比
较、概括，这种做法会让学生更愿意参
与课堂学习。 “代币制”奖励是教师将五
角星、小卡片、游戏币等物件发给回答正
确的学生， 学生可以凭借这些物件，“购
买”或“兑换”诸如自由活动、荣誉称号、
课外读物等奖励，从而强化学生的学习
行为，激励学生的后续学习。

消极回应出现在学生回答不正确
时，主要表现为不赞成、批评等。 必要的
批评是不可避免的， 但批评往往会挫伤
学生的积极性， 所以教师一定要掌握批
评的时机与火候，还要尽量避免用消极
回应对待潜能生和内向的学生。

探问是针对同一学生继续发问 ，
在学生的回答不正确或不完整的情况
下运用较多。 探问的方式主要有：就同
一问题改变提问角度 ； 把原来的问题
化解为几个小问题逐一发问 ； 提供回
答线索 ， 问一个与原问题相关的新问
题；等等。 当探问无效 ，或为了引导更
多的学生参与讨论 ， 教师可以就同一
问题向另一学生发问，这就是转问。 探
问与转问有利于学生深入学习活动 、
改善思考方式。

教师回应学生时 ， 应该注意以下
几点：呵护学生的心灵 ，对出乎意料的
回答 ，教师要有容忍的 “雅量 ”，幽默 、
诙谐的对待方式比冷冰冰的动作或表
情更合适 、更恰当 ；教师要尊重学生 ，
要有耐心聆听学生发言的 “气度 ”，不
可随意打断学生的发言 ， 更不可自己
滔滔不绝地讲 ，全然不顾学生感受 ；教
师要将师生平等放在首位 ， 明确课堂
是师生共同切磋的地方 ， 要对所有学
生一视同仁 ， 让学生感觉课堂是一个
温暖的地方 ； 教师在回应学生回答的
同时，也要回应学生的提问 ，鼓励学生
思考、质疑、发问、辩论 ；教师还要善于
梳理学生的问题 ， 将教与学的思路聚
焦于教学目标。

之七：确保导学案设计问题化

教师在编制导学案时 ， 要将学习
内容转化为不同层次的问题 ， 实现知
识问题化 、问题层次化 、问题活动化 。
问题化不等于习题化 ， 也不等于提纲
化、流程化。

习题转化为问题的途径 ： 从这个
题怎么做 ， 拓展到这类题怎么做 ，从
“个体 ”提升到 “类别 ”；从书上直接找

答案 ，变为思考 、整合答案 ；从封闭性
习题转换为开放性问题 ； 从答案唯一
走向答案多元 ；设置情境 ，让学生提出
问题，再自己解决问题；将 “直接问 ”变
成“间接问”。

问题设计误区： 提出没有思维含量
的简单问题；提出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
问题；设置的问题过多，导致学生应接不
暇，对问题认识浅尝辄止；设计的问题过
于简单直接， 学生伸手可及； 问题的难
度、梯度、深度超过学生认知水平，导致
学生对问题不知所云、一筹莫展。

问题设计技巧：变直问为曲问，化顺
问为逆问，变散问为聚问，变严肃问为诙
谐问，变封闭问为开放问，变统一问为分
层问，变“是什么”问为“为什么、怎么样”
问，变单一问为综合问，变学科问为跨学
科整合问。

之八：引导学生阅读课标

阅读课标不是教师的专利， 学生也
要借助课标厘清每个单元知识点的达标
要求。 比如，对于举例子、下定义等数学
概念， 课本会用常规字、 黑体字进行区
别。 举例子的概念只要求学生知道 “是
什么”； 下定义的概念则要求学生知道
“是什么、为什么”，还要学会在情境中合
理运用。

阅读课标的基本原则： 重视语句中
的思维逻辑主线， 从繁冗的语言中提取
有用的信息；体会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
严谨性， 客观把握语句中呈现出的现象
和情境；阅读课标的过程也是建模的过
程， 学生要在理解逻辑体系和知识结构
的基础上，建构与自己知识契合的 “接
口”模型。

之九：提高学具使用率

教师让学生通过学具进行课堂学
习时，一般都是“一次性使用 ”，使用过
后就丢弃不用或归还库房。 其实，有许
多学生在课堂上会因为各种原因对学
具沒有看清、摸透、用足 、想通 ，以至于
造成知识内化的 “夹生 ”现象 ，留下学
习体验“不过瘾”的遗憾。 因此，教师应
该注意教学资源的再利用 ， 对学具实
行 “召回制 ”，让学生能经常见到使用
过的学具，能在课外学习中 ，利用学具
弥补知识 、巩固知识 、复习知识 、发展
知识。 对于学具，教师可以“提前发、延
迟收 ”，提高学具的利用率 ，增加学具
的使用价值。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封丘县实新学校）

语文第一课时怎么上？

很少有语文教师第一课时就上公开课
的。 即使有，也往往把课上得不伦不类。 从
课的起点看，学生对文本一无所知，应该是
不折不扣的笫一课时；可从课的终点看，学
生对文本已有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又无
疑是第二课时。再仔细一琢磨，既不是第一
课时， 因为我们沒有看到学生识字学词读
通文本的学习环节，又不是第二课时，因为
笫二课时的学习不可能建立在学生对文本
了解的零起点上。这样的学习安排，本该第
二课时完成的学习内容被提前到第一课
时， 而第一课时该落实的学习目标却沒有
进行或匆匆走了过场。

对策：第一课时学什么？ 一是唤起阅读
兴趣。二是有效初读文本。放手让学生初读，
读重点、读难点，回读、反复读，指导读、示范
读。三是落实字词目标。学习生字新词，落实
识字任务，把识字学词抓细抓实。 四是设置
阅读悬念。 整体感知文本，对文本有整体认
识。 可从感知结构、中心、情节、写作特点选
择角度。 切入重点，设置疑问，留下悬念。

� 读书怎样暂停？

学生在读书时，什么时候叫停，通常存
在这样的现象：第一，学生自由读书，到一
定时间，教师喊暂停，根本不顾读得慢的学
生。 第二，全班学生自由读书，到了某个时
刻，沒有老师要求，也沒有哪个同学指挥，
全班同学会很默契地突然间集体停下，也
不知道学生读到了哪里， 读完了沒有。 第
三，全班学生自由朗读，大部队的声音渐小
渐停，只留下一两个学生的声音在继续。全
班其他学生会抬头看老师脸色， 老师微笑
着，或者说等他们读完，这时，这一两个学
生在老师和同学安静的等待中读完， 全班
自由朗读才全部停下来。

在这里， 我们给语文教师提供如下改
进策略。

策略一：在自由朗读前，教师就要明确
告诉学生，当老师沒说暂停前，读完一遍后
继续读，当老师说暂停吋再停。 策略二：当
全班大多数同学读完， 还剩一两个沒读完
时， 教师可以让全班同学和他们一起读剩
下的部分，直至读完为止。这样做有三个好
处：一是让这一两个孩子继续读下去，尊重
了孩子； 二是尊重了全班学生———让全班
学生与他们一起读，充分利用了时间，这是
教师有效率意识的体现； 三是不动声色地
真正保护了这一两个孩子的自尊。 试想在
大家安静听他们读时， 这一两个孩子的错
误往往被放大了， 甚至可能引发其他孩子
的嘲笑， 使这些自尊心本就较为脆弱的孩
子再受打击。 另外，在这样的场面下，独自
读书，心理压力很大。 策略三：对子之间一
人读，一人听。策略之四：对子换书读，听的
孩子把读书的孩子读错的地方标出来，孩
子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读得不好， 可以把错
误的地方再重点读一下。

对子间如何互相指导朗读？

朗读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但丢字、加
字、错字等小问题却让人头疼。基本的操作
方法是：组成两人朗读合作小组，朗读前先
同伴互相交换课本， 下一步学习时都使用
对方课本；朗读时，学生在对方的书上标出
对方的错误，学生 A 朗读时，学生 B 要将
学生 A 的错误标在 A 的课本上；朗读结束
后，双方对对方的错误进行统计，同时将书
还给对方。再次朗读，关注同伴标注于自己
课本上的错误。 此策略还可以延伸到其他
学科与读有关的内容。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羊庄镇中
心小学）

□王红顺

给语文教师的建议
□李 敏 张 伟

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规则
□方玉英

新学期，给教师的教学建议

■策划者说
基于发现人、

接纳人、 尊重人、
发展人为目的的
“高效课堂” 正在

成为一种课堂常态。在深度课改
背景下，实施高效课堂的教师要
关注什么，如何面对课堂中出现
的新问题、新现象？ 只有身处高
效课堂改革现场，才能敏锐地发
现和捕捉到关键点。基于一段时
间以来的调研、观察，本报特聘
课改专家王红顺，在新学期伊始
给一线教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