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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新课

（课前播放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
《好汉歌》，教师在歌声中走进课堂）

师 ： 大家知道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
名字是什么吗？

生：《好汉歌》。
师：这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生：《水浒传》。
师：对于《水浒传》这部古典名著，你们

有哪些了解？
生 1：《水浒传》是四大名著之一。
生 2：《水浒传》 写了 108 位梁山好汉

的故事。
生 3：《水浒传》 里的好汉有宋江、吴

用、林冲、鲁智深、李逵……
师：从文学常识的角度，我建议同学们

积累以下内容———
（教师出示 ppt：《水浒传 》又名 《忠义

水浒传》，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题
材的长篇白话小说， 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文
学家施耐庵）

师： 清代著名小说理论家金圣叹说，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
只是百看不厌， 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
格都写了出来。 ” 这节课， 我们一起学习
《水浒传》的片段———《智取生辰纲》。

了解情节

师 ：《智取生辰纲 》里的 “纲 ”是什么
意思？

生：“纲”，指运送大批货物而编的队。
师：“生辰纲”又该如何理解？
生：“生辰纲”指编队运送的大批寿礼。
师：本文出自《水浒传》第十六回，回目

叫作“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
杨志为何押送这批寿礼， 押送生辰纲的前
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同学们以小组为单
位讨论一下，然后介绍给大家。

生 1：杨志，三代将门之后，做过殿司
制使官。 因为皇帝要造万岁山， 被派押送

花石纲，不料失陷了花石纲，出逃避难。 后
来，杨志受到大名府留守梁中书的赏识，梁
中书派他将十万贯珠宝送往东京。

生 2：杨志分析了“沿途强人出没”的
情况，提出了带少量士兵、伪装客商、暗地
偷运的对策，颇得梁中书赞赏。 课文中的
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生 3：中午，天气异常炎热，杨志等来
到了黄泥冈， 士兵全部躺倒在松林里。 有
一帮贩枣的客人也在松林里休息，这些客
人正是晁盖、 吴用一行。 他们用计迷倒了
杨志和士兵，劫走了生辰纲。

分析人物

师： 人们说，“三国出智士， 梁山多勇
夫”。 可是你们刚才的复述，分明让我看到
了一场英雄与英雄之间的智慧较量。今天，
我们不妨再进行一番智慧的比拼， 让我们
班的“杨志”和“吴用”与课文中的杨志和吴
用再较高下。

师： 假想你就是吴用， 人们都说你是
“智多星”， 此次智取生辰纲的谋略及表现
更是出神入化。 请问，你当时听到生辰纲
路经此地时，是如何谋划此次行动的？

生 1： 杨志押送生辰纲正赶上酷热的
季节，这样的天气必定口渴难忍，可以使用
在酒里下蒙汗药的计策。

生 2： 我选择黄泥冈作为劫取生辰纲
的最佳地点。 暑热加上一路疲惫， 黄泥冈
的松树林可以引诱急欲避暑歇息的杨志一
行人。 此外， 松树林也可以遮挡杨志等人
的视线，使他们看不清真实情况。

生 3：通过观察和分析 ，我等发现杨
志一行人内部矛盾深重 ， 这一点可以好
好利用。

生 4： 我等 7 人先主动亮出客商的身
份，解除杨志的心理戒备。 然后，白日鼠挑
酒上场，借舀酒做手脚，前一瓢掩饰，后一
瓢下药，不露丝毫破绽。

师 ： 智用天时 、 智用地利 、 智用矛
盾 、智用计策 ，果然是 “智取 ”，可赞可

叹 。 那么 ，被劫了生辰纲的杨志又会如
何呢 ？ 下面 ，假想自己是杨志 ，会有哪些
想法呢 ？

生 1：我真是冤枉！ 我不多带兵，是为
了掩人耳目；我不断改变赶路的时间，宁可
逼迫军汉冒酷热前行而落得怨声载道，无
非是怕有人暗中偷袭。 这样做不都是为了
保全生辰纲吗？

生 2：我选择连强盗也不愿行走的艰
难路径，“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行走 ”，
以此来保护生辰纲。 而且，我尽量减少中
途休息 ，一怕路长事多 ，二恐军汉懈怠 。
为此 ，我不惜打骂军士 、斥责虞侯 、得罪
老都管。

生 3：在松树林中发现“枣贩”后，我马
上进行盘查，觉得没有破绽才放心。

生 4： 从一开始我就担心酒中有蒙汗
药，我不让大家在松树林里休息，不让他们
买酒吃，多次警告他们有危险。 后来，我自
己虽然喝了点酒，但非常谨慎，是见众人喝
了无事才喝的。

师：为了押运成功，杨志百般小心、千

番努力，可谓用心良苦。
生 6：我不冤！ 因为一路上我对手下非

打即骂，没有说清我的想法，闹得大家都对
我有意见， 矛盾重重， 这才给对手可乘之
机，失去了生辰纲。

师：这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杨志，说出了
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

师：杨志对属下粗暴蛮横，除了天生性
格使然，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联系杨志的
生平经历想一想。

生： 杨志把生辰纲看成是自己东山再
起的赌注，为确保生辰纲的安全，不惜采用
任何手段。 这种急功近利的心理， 导致杨
志做事欠缺理智， 也导致杨志与其他人的
关系不和。

师：你们心里，吴用是怎样的人，杨志
又是怎样的人呢？

生 1：吴用等人足智多谋、齐心协力。
生 2：杨志粗暴蛮横、急功近利，不善

于协调沟通。
生 3：但杨志也是谨慎小心、精明能干

的人。

拓展知识

师：本文是长篇小说节选，写法有小说
自身的特点。限于课堂学习时间，这节课我们
只侧重研究了人物。其实，这篇课文情节和环
境的设计也非常巧妙，你们发现了吗？

生 1：环境描写很突出。 不是酷热难当
的天气，杨志与老都管、虞侯及众军汉的矛
盾怎么会产生？ 押送生辰纲的一行人又怎
么会口渴难熬？ 晁盖、 吴用等人又如何借
酒用计，借助蒙汗药麻倒杨志一行人？

生 2：结构安排巧妙。 虽然内容是“智
取生辰纲”，但作者一直在写杨志千方百计
提防别人暗算。 直至杨志被蒙汗药麻翻在
地，作者才补叙吴用等人如何用计，让读者
有恍然大悟之感。

生 3： 衬托手法
也很高明。 高手与高
手的博弈更显胜者
之威， 杨志的谨慎 ，
更加衬托出吴用的
高明。

月度人物

《智取生辰纲》一课的教学是对语文
课堂教学有效对话途径的一次积极探索，
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根据文本特点和学生实际，设计对话
的形式和内容，实现学生与文本、学生与
学生的有效对话。 《智取生辰纲》是长篇小
说《水浒传》的节选，最突出的特点是将人
物放在故事情节之中，通过语言和行为的
描写刻画人物形象，显示性格特点。 因此，
教学主体环节设计先让学生假想自己是
吴用，说出如何谋划此次行动；再让学生
假想自己是杨志，为失去生辰纲被指责而
申冤。 从教学效果来看，这种对话形式调
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了学生深入品

读文本， 透过文字表面所呈现的情节、语
言、行动去分析人物形象，进而把握人物
性格特点。 这两个教学片断所涉及的答案
呈现多点化特征，多个学生之间的思维碰
撞、相互补充，让答案更趋完备。

为学生铺设台阶，发挥教师在师生对
话中的引领作用。 在学生能够大体把握人
物形象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体会情节和环
境的巧妙设计，从而调动学生感受环境描
写、结构安排、衬托手法等方面的特点。 这
些巧妙设计需要教师一步步带领学生去
分析、发现，帮助学生打开品读《水浒传》
的“窗口”。

借助课堂生成，将师生对话引入更深

层次的思维空间。 学生在假想自己是杨志
时， 发出了超出预设的异样声音：“我不
冤！ 因为一路上我对手下非打即骂，没有
说清我的想法， 闹得大家都对我有意见，
矛盾重重，这才给对手可乘之机，失去了
生辰纲。 ”这是个意外的生成，却可以成为
极好的教学资源，因此在赞扬学生“善于
反思”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分
析“除了天生性格使然”的其他原因。 果
然，学生解读出更深刻的内涵：“杨志把生
辰纲看成是自己东山再起的赌注，为确保
生辰纲的安全，不惜采用任何手段。 这种
急功近利的心理， 导致杨志做事欠缺理
智，也导致了杨志与其他人的关系不和。 ”

课堂
实录

教学反思

人物
素描

有效对话拓展课堂外延
教学内容 ：初中语文 《智取生辰纲 》 执教教师 ：吉林省安图县安林中学 郎秀娟

教育家叶圣陶指出：“训练思想应该是
学校各科教学的共同任务。 ”可以说，课堂
应该是思维的课堂， 是激活大脑巨大潜能
的课堂，是提升学生思维深刻性、广阔性、
批判性、敏捷性的课堂。 一堂好课应该具
备以下“思维任务”：

思维碰撞。 课堂不能是教师的 “一言
堂”，也不能是某个学生的“一言堂”，而应
该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 不同的思路、
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共同
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多元学习。 一般情况下，语言智能强
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

己的语言优势，清晰流畅 、准确生动地表
达自己或同伴的思维过程和结果 ， 运用
文字游戏或讲故事等方式进行个性化学
习；数理逻辑智能强的学生 ，会特别关注
文本中的数字，通过数字进行学习 ；视觉
空间智能强的学生，可以发挥 “一图胜千
言” 的作用， 将图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化；身体运动智能强的学生 ，可以充分发
挥身体各部分的功能进行表达 ， 或根据
学情需要 ，采取角色扮演 、课本剧 、舞蹈
等活动进行个性化学习 ； 音乐智能强的
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音乐天赋 ，利
用节奏、节拍 、韵律进行学习……这些符

合学生个性天赋的学习方式 ， 利于学生
优势智能的发挥 ， 也利于学生智慧潜能
的开发。

言之成理 。 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畅所
欲言、 各抒己见 ， 但教师要引导学生明
白，发言时应该有根有据，不仅要自圆其
说，还要理性、客观。 这种课堂可以培养
学生求真证伪的习惯 ， 提升学生的思维
品质。

包容错误。 从某种意义上说，课堂就
是“错堂”。 对于课堂中的错误，教师不必
大惊小怪，也不要与学生争夺话语权。 学
生的成长历程、人生经验不同 ，对于事物

的认知理解有所偏差 ， 这是很正常的现
象。 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集体智慧，让
学生自己发现错误、自己分析错误 、自己
改正错误。

问题引领 。 学生遇到困惑 、怀疑 、好
奇，就会产生思考的欲望 。 因此 ，教师要
不断提出优质问题 ， 进而引领学生提出
优质问题，使学习成为学生的自发行为 。
优质问题应该具有生活化、具体化 、启智
化、游戏化等特点，能够真正点燃学生思
维的 “圣火 ”，使思维的 “火种 ”渐成燎原
之势。

大胆质疑。 “智慧始于质疑”，质疑利

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 ， 也利于学生
创新精神的养成。 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
学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 ，是学生
自主 、合作 、探究的过程 ，也是学生求异
思维、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类比思维 、辩
证思维等思维素养的提升过程。

不断追问 。 在合学和展示的过程
中 ，教师要引导学生及时追问 ，让问题
向纵深发展的同时 ，也让学生的思维向
纵深发展 。 这种思维的碰撞 ，会产生认
知的冲突 、智慧的火花 ，也会成为创新
的起点 。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茌平县实验小学）

好课堂指向思维开放

� 郎 秀 娟
吉林省安图县
安林中学语文
教师。

□崔春荣

□本报记者 金 锐

“我觉得，语文课不需要教。 ”吉林省安
图县安林中学语文教师郎秀娟的话颇有些
“惊世骇俗”，她接着解释说：“这里的‘教’，
是说教师的着眼点局限于教材知识， 机械
地让学生辨析字词、划分段落、归纳中心思
想等。 ”

其实，刚参加工作时，郎秀娟是一个“保
守派”，她紧扣课本，用传统的“肢解”方法教
语文。一段时间后，郎秀娟发现，学生的语文
成绩可能还不错， 做起题来也头头是道，但
他们的表达、写作能力却不敢恭维了。 郎秀
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问题出在哪里？

“慢慢地，我体会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
教材’这句话的意义。对于语文学科而言，课
堂教学只是一个点，教师要帮助学生从一个
点走向一个面。”郎秀娟说，“因此，我追求的
是，‘慢语文’‘活语文’‘大语文’。 ”

在郎秀娟的课堂上， 时间都是学生的，
她会将大量的时间留出来让学生读书。一般
情况下，读第一遍的时候，学生会找出不认
识的字，并自主解决字词问题；读第二遍的
形式是互读，学生将课文念给对子听，在互
读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问题、指出对方的问
题；读完第三遍后，学生要在小组中解决自
己和别人的问题。 郎秀娟坚信，“书读百遍，
其义自现”， 不断阅读可以帮助学生体会课

文的内容和语言， 加强学生对文字的感悟、
理解、 运用能力。 “一定不要打扰学生的阅
读，要相信他们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解决
基础问题、深入挖掘内涵。生活节奏在加快，
但语文教学一定要‘慢’下来”。

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郎秀娟想
了许多“妙招”。比如，在学习课文《狼》时，郎
秀娟让学生采用排演课本剧的方式进行学
习。学生阅读课文、疏通文意之后，郎秀娟让
学生发表“角色竞聘演说”。

“我申请演狼，我会将它‘目似瞑，意暇
甚’的神态演得栩栩如生！ ”

“我申请演屠夫。 从‘屠惧，投以骨’，到
‘屠暴起’，再到‘止增笑耳’，屠夫的心态不
断变化，我能把握这种变化的神韵！ ”

……
其实，学生的“竞聘演说”就是另一种形

式的角色解读，这种方式让学生带着轻松愉
快的心情进入了“学习场”。

在学习《济南的冬天》一课时，郎秀娟让
学生当导游，根据课文内容，自编导游词；在
学习《智取生辰纲》一课时，学生又变成了青
面兽杨志，在丢失生辰纲后，申辩自己的冤
屈；此外，在学习文言文、诗歌等内容时，郎
秀娟还会组织小组 PK 赛， 让学生以朗诵、
仿写等形式，相互较量。 生动活泼的学习方

式，让课堂“活”了起来，也让学生更熟悉课
文内容，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更深处。

语文究竟是在学什么？ “绝不仅是生字
生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这些侧重于文本
解析的知识性内容。 ”郎秀娟说，“语文学科
更是要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就是听、 说、
读、写的综合能力，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统
一。 ”因此，郎秀娟会让学生学习许多拓展性
内容，通过一篇课文打开一系列文章。 每个
月，郎秀娟都会安排至少一课时的读书交流
活动， 学生阅读与课文相关的文学作品，在
课上分享心得。 郎秀娟还鼓励学生走进生
活，用生活中的素材进行创作。 “我经常给他
们布置一些有趣的作文题目，比如《如果有
一天》《为 XX 点赞》等，让他们写自己身边
的故事。 ”郎秀娟说，“这些作文并非强制性
的，但是学生积极性很高，不仅主动完成，还
会追着我讲他们的作文。 ”

语文课不需要教，因为知识性学习交给
学生自己完成可能效果
更好；语文课又需要教，
因为教师要激活学生思
维、拓展学生视野。 “生
活有多大， 语文就有多
大。 ”郎秀娟这样阐述自
己的语文教学观。

郎秀娟：语文课不需要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