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游到纸上》这篇课文不仅有一个
非常吸引眼球的题目， 还蕴藏着耐人寻
味的哲理。 前不久，听到一个教师执教这
节课，其中的一个环节引发了我的思考。
教师出示了如下语段———

他高高的身材，长得很秀气，一对大
眼睛明亮得就像玉泉的水。

爱鱼爱到了忘我的境界， 他老是一
个人呆呆地站在金鱼缸边， 静静地看着
金鱼在水里游动，而且从来不说一句话。

那位青年在静静地画画。 他有时工
笔细描， 把金鱼的每个部位一丝不苟地
画下来，像姑娘绣花那样细致；有时又挥
笔速写，很快地画出金鱼的动态，仿佛金
鱼在纸上游动。

唯一没有任何反应的是他自己。 他
好像和游鱼已经融为一体了。 他似乎忘
记了时间，也忘记了自己。

他学画才一年多，为了画好金鱼，每
个星期天都到玉泉来，一看就是一整天，

常常忘了吃饭，忘了回家。
这些语段都是描写文中青年的内

容，教师向学生提问：“这是经过我处理
后的文章 ， 你们觉得比原文好还是不
好，为什么？ ”

教师的这一提问很快就激活了学生
的大脑细胞，他们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
有的说 ：“老师处理后的文章里只有青
年，没有其他人。 ”有的说：“老师处理后
的文章不如原文好， 因为原文的描写更
细腻。 ”有的说：“经过老师处理后的文章
缺少原文的连贯与紧凑。 ” 虽然说法不
一，但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原文的
内容更好。

究竟好在哪里呢？ 显然， 这位教师
“反向教学”的方法激发了学生思维。

学生的说法或许都有些不到位 ，
却掩饰不了他们内心的敏锐感知 。 只
要细究这些说法，我们就会看到有关写
作方面的许多问题一一浮出水面了：比

如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在文章中的运
用 ，比如如何把文章写得紧凑连贯 、富
于逻辑……教师如果能有的放矢 ，自
然会让学生受益匪浅 ， 让他们学到许
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在这节课上，教师
就在阅读环节渗透了写作理念。

在阅读环节如何渗透写作理念？ 我
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 ，要让学生明白 ，文章在确定
中心之后， 必须努力做到语气自然、意
思连贯 。 在读这段教师处理后的文字
时 ，学生会感觉到有 “衔接不妥 ”之处 ，
也就是读来有些拗口或不通畅的地方。
例如，处理后的第 3 自然段突兀而出的
“那位青年”，明显与上文的语势有脱节
之嫌。 再细究，显然不止这一处了，第 4
自然段的开头 ，“唯一没有任何反应的
是他自己”，这句话与前文也缺乏衔接。
要使文章的语势保持一致，就得有恰到
好处的文字默契配合 、协调维护 ，否则

就会牵强附会。
其次 ，要让学生明白 ，文章除了有

环环相扣 、层层推进的严密逻辑之外 ，
还要有铺垫旁衬的文字加以缀饰 。 比
如烘托的手法 ， 比如侧面的描写 ，等
等 。 这些相得益彰的内容多了 ，人物的
形象才会愈发生动丰满 ， 人物的性格
才会更加鲜明突出 。 如果 《鱼游到纸
上 》一文没有旁观者的见证 ，青年的特
别之处就难以淋漓尽致地彰显出来 ，
读者对其敬佩的情感也就不会如此炽
烈深沉了 。

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要让学生实实
在在地领悟到写作的真谛， 可以感知或
能触摸得到的东西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也是不会被迅速淡忘的。 教师还要自觉
渗透写作理念， 这对学生的学以致用是
最切实的促进与最有效的推动。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永嘉县桥头镇
白云小学）

你尝试过反向教学吗
□陈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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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堂重在提升学生的数学能
力，培养数学思维方式，但是，现在一些
地方的情况是， 数学研究出现一种过分
专门化和过于强调抽象的趋势， 忽视了
数学的应用及与其他领域的联系。 数学
教学有时竟变成空洞的解题训练。

《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数学是
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素养是
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
养。 ”因此，数学应该与其他学科互相交
织，不应人为割裂。数学课堂还要从数学
文化出发，发现数学中的精神财富，发现
数学与人文结合的那部分文化。

说起数学文化，我们常常想到的是
数学历史、数学故事、数学趣事、数学幽
默与数学美学等。 其实，数学有三个层
面 ：第一个层面是公式定理 ，第二个层
面是思想方法 ， 第三个层面是文化价
值。 “让数学变得文化些，还数学以文化
之本来面目”， 这应该是一个耐人寻味
的选择。

在数学教学中， 教师要善于组织教
材， 将传统文化与数学知识有机地组织
起来，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降低
数学学习的难度。 人教版小学四年级数
学教材中“加法的交换律”一节，教师在
组织教学时，可以利用“朝三暮四”这一
成语典故引入， 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理
解领悟数学原理的同时， 又感受了传统
文化的深厚底蕴。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
数学领域取得了许多非凡的成就， 令国
人为之骄傲。学习质数与合数时，教师可
以拓展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破解
“哥德巴赫猜想” 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这是 200 年来离破解猜想最近的科研成
果。在讲授圆周率时，教师可以介绍三国
时刘徽的“割圆术”，让学生知道我国数
学家祖冲之是第一个将圆周率精确到小
数点后六位的人， 比欧洲数学家得出同
样的结论早了 600 多年。 这些都是中国
人聪明才智的充分体现， 让学生体会作
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 也为社会生
产生活服务。 在学习人教版小学四年级
上册“田忌赛马”内容时，教师可以通过
对古代故事的分析， 让学生在多种解决
问题的方案中探寻最优方案， 从而体会
优化思想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 随
着社会的发展， 优化思想在工农业、国
防、 能源、 通信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关系国计民生，这种教学方法更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菏泽市丹阳何楼小学）

让数学变得文化些
□吴长青

语文课堂怎样提问

在学习《草船借箭》一课时，课堂进
入学习总结阶段， 我习惯性地问学生还
有什么问题。

一个学生提出：“课文中写 ‘这时候
大雾漫天， 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我
觉得，这么大的雾，曹操确实是看不见诸
葛亮的船，但诸葛亮又怎能看得见，如何
把船开到曹军的水寨呢？ ”

这个学生的话音刚落 ， 我就意识
到这是个真问题 ， 学生抓住了课文中
的矛盾发问 。 如果用 “课后我们再查找
相关的资料进行探究 ”搪塞过去 ，估计
时间一长 ， 学生就会因为学习中接连
不断的新问题而忘记了 。 学生发现一
个有价值的问题 ， 比解决这个问题更
难能可贵 。 因此 ，我果断调整计划 ，让
学生尝试修改课文 ， 尽可能让他们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 走进自己的最近
发展区 。

师：请同学们看看本课的“资料袋”，

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读一读。
生： 这篇课文是根据我国著名长篇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的相关
内容改编的。

师：课文与《三国演义》中的内容一
样吗？

生：不一样。
师：怎么看出不一样的？
生：“资料袋”中有“改编”两个字。
师：既然课文是改编的，现在大家又

觉得其中有矛盾， 那大家不妨也来改编
一下。 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
课文没有考虑周全的事情再考虑考虑，
把“借箭”时的一些事情好好安排一下，
让这个故事能够自圆其说。

师：请大家想一想，需要重点考虑哪
些方面呢？

生 1：大雾是必须的，没有大雾，借箭
就没戏了。

生 2：我注意到下雾也是有一个过程

的，先是比较小，慢慢地才变成大雾。
师：你们真厉害，一下子就找准了问

题的关键所在。 我再给大家一些提示，可
以从课文中找出矛盾的根源“大雾”前后
的描写， 再从时间和准备方面替诸葛亮
想想办法。

师：如果自己改编不出来，可以通过
小组合作，动用集体的智慧，到时候我们
来看看，哪个小组的改编方案最好。

时间不长 ， 各小组的改编方案都
陆 续 提 交 了 。 他 们 提 出 了 这 些 看
法———要把江上起雾的过程写出来 ，
也就是出发时江上开始起雾 ， 到了目
的地后 ，雾变得 “面对面都看不清 ”了 ；
在 “四更天 ”这个时间 ，江上早起大雾
了 ，所以行动时间要往前推 ，可以让诸
葛亮借助江上起雾 ， 慢慢开船去曹军
水寨的对面埋伏 ； 可以安排鲁肃当见
证人 ，上船时看见起雾了 ，船停时发现
雾大得 “面对面都看不清 ”……

根据这些意见， 学生对课文内容进
行了具体的改编 ， 最终形成了如下结
果———“直到第三天四更时”，改为“第三
天夜里”；“朝北岸开去”，改为“鲁肃看到
江面上起雾了， 船在雾中慢慢朝北岸开
去”；“这时候大雾漫天”，改为“不知过了
多久， 鲁肃探头一看， 江面上已大雾漫
天，连面对面都看不清”了。

学生将改编后的“课文”读了一遍，
我向提问的学生征求意见，得到了肯定
的答复。可我觉得意犹未尽：“这节课我
们有了意外的收获，这是大家努力的结
果。课后，大家在完成练习‘用自己的话
讲讲这个故事 ’时 ，一定要把自己改编
的内容加进去。 ”

过去也让学生尝试过修改课文，但
学生往往都局限于某一句或某一个词。
这一次则是改编课文的关键内容， 是一
次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量与挑战。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枞阳县浮山中心学校）

改写《草船借箭》
课事 □方德佺

提问是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 “常规武
器”， 如果教师将提问运用得恰到好处，就
可以通过高质量的提问， 将学生引入真实
学习状态， 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
与优质。

特级教师钱梦龙说：“问题提得好，犹
如一颗石子投向平静的水面， 能激起学生
思维的浪花。 ”那么，教师应该如何提问，
如何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呢？

问在“关键处”

“关键处”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
方，是课堂学习的中心、重点所在，是文眼、
题眼、 诗眼。 优秀的教师要明白课堂的关
键处在哪里，要善于在关键处设问，切中肯
綮，而不是平均用力、到处提问。

特级教师于永正讲授冯骥才的散文
《珍珠鸟》一课时，抓住文章开头“真好”一
词，提出一个问题：“你从文中哪些地方感
受到‘真好’，好在哪里？ ”这样的提问，使
得课堂教学集中于关键一点，深入下去，突
出重点、突破难点，真正达到“一课一得”的
目的。

问在“空白处”

绘画艺术特别讲究留白， 文章也是如
此，要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的空间，言有尽而
意无穷。 教师的提问就要瞄准文章的空白
处，瞄准学生思维、认识、理解、感受上的空
白处。

我在讲授冯骥才的《珍珠鸟》一课时，
针对第 4 自然段中空白部分提问：“小珍珠
鸟一点点与‘我’亲近，在这一过程中，‘我’
可能会有哪些反应与表现呢？ ” 依托这个
问题，课堂教学这样展开———

首先， 让学生仔细阅读文章的相关内
容，品味“小珍珠鸟与‘我’亲近的过程”，重
点体会“哪些文字写得特别细腻入微、生动
逼 真 ”。 学 生 自 然 聚 焦 到 这 些 细 节 描
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一点点挨近”
“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索性用那小红
嘴，‘嗒嗒’ 啄着我正在写字的笔尖”“我用
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
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 之后，我让学生找
出“我”的反应———课文中只有“见我不去
伤害它”“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两
处。 于是，学生开始想象当时的情境，补白
“我”的反应。 学生移情入境，把自己当作
作者，补白得生动细腻。 最后，我出示原文
语段， 让学生在对比中进一步体会这些精

彩的细节以及细节背后的人物内心世界。

问在“困惑处”

“困惑处”就是学生的疑问处、困难处、
似懂非懂处，是学生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后
仍然疑惑不解之处。 有一些问题，学生似乎
懂一点，但似乎又并不真懂、全懂；也有一些
问题，学生自己以为懂，其实并不真正懂。

我在讲授 《宋庆龄故居的樟树 》一课
时，针对课文题目引导学生质疑 ，学生根
据自己的困惑提出 ：“天下樟树那么多 ，
为什么偏偏要写宋庆龄故居里的那两棵
樟树？ ”我将问题引向深入：“是啊，看来
宋庆龄与樟树之间 ， 肯定有一些不一般
之处。 那么，同学们想一想 ，两者之间有
什么内在联系呢？ ”当学生品读完描写樟
树的语段后， 我进一步提问 ：“人们怀着
崇敬的心情来瞻仰宋庆龄故居 ， 为什么
总爱在樟树前留影纪念呢 ？ 你能查查宋
庆龄的资料，结合课文对樟树的描写 ，谈
谈自己的理解吗？ ”

特级教师王崧舟在讲授《桃花心木》一
文时，结合课前的学情调查，发现许多学生
对文章最后总结的道理似懂非懂。 于是，

他引导学生：“为什么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
就能经得起生活考验， 就会锻炼出一颗独
立自主的心， 就能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
大的能量？ ”———以这一学生似懂非懂的
关键问题统领教学， 可以让学生的课堂学
习更集中、更高效。

问在“最近发展区”

“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
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指独立
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 另一
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 也就是通过教
学所获得的潜力。 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
近发展区。 教学应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为学生提供带有难度的内容，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使学生发挥潜能，超越其最近发
展区而达到下一发展阶段的水平， 然后在
此基础上进行下一发展区的发展。

只有针对最近发展区的教学， 才能促
进学生的发展； 而停留在现在发展区的教
学，只能阻碍学生的发展。 当然 ，过犹不
及———如果完全超越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超越学生当下能力发展的上限， 就成了无
效的教学，难以促进学生成长。

课文《少年王冕》节选自吴敬梓的著名
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课文第 5 段对雨后
美景作了具体精彩的描写， 许多教师在教
学时，总是不停地追问“为什么作者要花这
么多笔墨来写景，为什么写荷花”，希望通
过这些问题， 引导学生认识到写景与写人
的统一。

我听过许多节公开课，大多数学生都回
答：“写这段美景是为了具体说明王冕被这
里的美景所吸引， 因此王冕才想到学画荷
花，为后面‘王冕画荷’的故事情节做铺垫。 ”
这时，教师往往穷追不舍地问：“那为什么要
写荷花呢？ ”学生答：“因为书上说‘正值黄梅
时节’，正好是荷花开放的时候。 ”

教师远未满意，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段
景物描写除了过渡到下面情节之外，还有什
么作用？ 写景为的是写人，再想想王冕与荷
花有什么共同之处？ ”每当问到此处，课堂多
半会陷入一片沉寂，学生往往什么也讲不出
来了。 教师只好自说自话，或出示早已准备
好的相关资料：“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是花中
君子，是君子的象征。 所以，荷花代表了王
冕，写荷花是突出王冕的精神与品格。 ”有的
教师还进一步介绍：“王冕是吴敬梓在《儒林
外史》 中刻画的少有的几个正面人物之一，

被作者称赞为‘儒林楷模、学者典范’，其他
人物则是一些灵魂扭曲、 腐化堕落的读书
人，因此，王冕就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
染，作者运用象征的手法……”可惜，我观察
学生的表情时，他们还是一脸茫然，难以理
解教师在讲什么。

这是对最近发展区的“越位”。 《王冕画
荷》是小学五年级的课文，对于小学生而言，
能够联系上下文体悟到“景物描写是为后面
的故事情节打基础”，其实就已经达到“在阅
读中了解文章的表达顺序”的要求。 而这节
课的教学目标也不应该是 “掌握象征的手
法、体会荷花的寓意”，而应该是“在了解景
物描写为上下文所起的衔接过渡的作用外，
重点学习、 体会作者是如何写景的”， 以及
“这段景物描写何以写得这么美、这么生动、
这么有层次，哪些词语运用得特别好”。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象征意义，应
该是第四学段的“目标与内容”。 不仅是因
为周敦颐的《爱莲说》到了初中才学到，学
生才有相关积累；更主要的原因是，第四学
段才有这样的目标，“欣赏文学作品， 初步
领悟作品的内涵”“了解课文涉及的重要作
家作品知识和文化常识”。教师一厢情愿地
超越学生的年段学习能力和学段目标，人
为地拔高对学生的要求， 这种做法肯定得
不偿失。

问在“学科特质处”

语文学科的独特性即其 “特质处”所
在， 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得到一种与众不同
的训练———“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以及以
文字运用为中心的表达训练、 思维训练。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一门学习语
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文课
程应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
力”，语文教师的提问最终都应自觉地指向
这一核心任务与目标。

特级教师于永正讲授《黄河的主人》一
课时， 紧扣文章最大的表达特色 “侧面烘
托”。 学习了描写黄河的文字后，于永正问
道：“黄河的主人是艄公， 为什么这里要写
黄河的气势？”学习了描写羊皮筏子的一段
后，于永正问道：“黄河的主人是艄公，为什
么这里要花这么多笔墨描写小小的羊皮筏
子？ ”学习了描写乘客的一段后，于永正问
道：“黄河的主人是艄公， 为什么这里要写
乘客的谈笑风生？”这些提问让学生在思考
文章内容的同时， 自然而然地体会到文字
运用的妙处。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实
验小学）

□王祥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