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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期末复习
支六招
□崔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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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策

最近听到有专家说过这样两
句话： 一是教师要以正确的方式
问正确的问题， 二是要指导学生
学会把知识放进银行生利息，而
不是放进地窖里发霉。

第一句话中，“正确的方式”
包括发问、叫答、理答、追问、归纳
的方式方法， 但是只有教师理答
即反馈的课堂，肯定不是好课堂，
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生生对话。
问题可以简单地分为低层次思维
问题和高层次思维问题， 只有高
层次思维问题才更利于思维碰
撞，这就是“正确的问题”。第二句
话，“让知识生利息”，即让学生学
会分享和迁移， 否则知识就成了
“死知识”。

传统教学在这两方面做得
都不够。 一是没有搭建分享知识
的平台 ，不能满足孩子们 “交往
和表达 ”的需求 ，让他们变成了
“闷葫芦”；二是“迁移”范围仅仅
限于做题，不能与学生生活相联
系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实践能
力），这样的迁移效益十分有限。
我之所以说传统课堂不能学更
多的知识， 不能考更高的分数，
原因就在这里。

新课堂背景下， 我认为期末
复习应注意如下事项：

一、建立知识结构，运用思维
导图帮助学生把前后左右关联的
知识系统梳理，切忌碎片化复习。

二、把时间还给学生，传统教
学中教师常常有种错误意识，即
一定要讲全讲透， 殊不知学生没
有时间学习，如何学全学透，复习
课讲学时间比例到底应该如何分
配， 教师们要想清楚， 克服自己
“不讲不放心”的“不安全感”。

三、练习卷一定要删减，教师
要给自己划条红线， 即没有圈划
的试卷不能发。 现在编印练习卷
太容易了，精挑细选、精讲精练的
优秀传统也丢失了， 学生一遍遍
做会做的题，怎么能提高效率？

四、 测试重点要放到二次过
关上。要提高成绩，最好的办法是
让学生把做错的题改正过来，二
次过关对学生来说省时省力，但
需要教师费时费力。不过，要提高
成绩就不能把困难推给学生。

五、 动机的激发是提高成绩
的最好办法。 “不加油的车跑不
动”，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一切
复习策略效果都会打折扣， 不顾
学生思想情绪的教学就如同 “没
有加油的车”，无论教师这一发动
机再好，也是没用的。

六、学生建立错题本，教师建
立错题库。 每位教师都要建立学
生常错题目 “错题集”（优秀教师
可以按优、中、弱学生分类建立），
从而形成同学科的 “错题库”；每
位学生建立一个错题本， 把自己
做错过的题收集起来以备考前复
习； 教师可上一节学生常错题目
讲评课， 让学生减少可以得分却
失掉的分数； 期末复习提倡合作
刷题，方式是在小组内（或不同小
组）分工各做一套试卷，教师组织
学生各自分享难题和疑惑， 不要
把时间浪费在都会做的题上，这
样的合作才能让学生真正提高复
习效率。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泰安市
实验学校）

敬畏孩子的智慧
教学内容：小学一年级绘本《逃家小兔》 执教教师：浙江省杭州市长寿桥小学 曹爱卫

□本报记者 褚清源

◎人物素描

优秀的教师可以实现从 1 到 N 的教学
创新， 卓越的教师则可以完成从 0 到 1 的教
学创新。 曹爱卫就是这样一位彰显卓越特质
的教师。

作为浙江省杭州市长寿桥小学的副校
长，曹爱卫一直深耕在教学一线。她所研发的
绘本创意读写教学体系， 破解了小学低年级
学生学习中的一系列难题。

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第一个月，孩子们对
学校的一切都充满陌生感，常常会表现出各种
不适：有的孩子会躲在角落里默默哭泣，有的
孩子会吵着说“我想妈妈了，我要给妈妈打电
话”，也有的孩子会在早晨拖着不肯上学。

遇到这样的问题，曹爱卫的办法是，给孩
子送上他们喜欢的绘本。 她会在开学第一个
月以“发展适应能力”为主题，送给孩子《小阿
力的大学校》《大卫上学去》《一口袋的吻》《和
甘伯伯去游河》等 4 册绘本。

绘本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在曹爱卫的手
里，绘本真的有神奇的功效。尽管初入学的孩
子识字量有限，会写的字也不多，曹爱卫则通
过读、说、演、讲等形式，引导孩子把阅读的体
会、感悟、想象等表达出来，激发孩子读写的
兴趣。对于低年级的孩子而言，从一字不识到
学会写出像样的文章， 这是他们必须迈过的
一道门槛。 绘本在曹爱卫的手里可以产生神
奇的效果，对于那些低年级的写作困难户，绘
本就是打开他们写作思维的金钥匙。

有人说，好绘本正如一座金矿，有取之不
尽的宝藏。曹爱卫无疑是这个宝藏的发掘者。
当许多教师仅仅把绘本作为教学资源时，曹
爱卫却对绘本进行系统研究， 开发出相对完
整的“绘本创意读写”课程体系。

在曹爱卫所构建的体系中， 绘本创意读

写中的“读”，重在发现与唤醒，即发现图文的
秘密，唤醒已有的阅读和生活经验，与作品描
述的世界产生共鸣；绘本创意读写中的“写”，
则重在表现与存在，用“写”的方式，表现自己
独特的阅读感受和思考。

“课堂上，教师要展现教学经验本身，既能
充分体现教师教的经验，又能考虑学生学的经
验，教和学彼此浸润，彼此滋养才好。 ”曹爱卫
说，“目前的小学语文课程还是偏重教育性、知
识性，语文教材无法满足儿童的读写诉求。 ”

立足“创意读写”，以绘本为载体，曹爱卫
为低年级的孩子开辟了全新的读写样态。 那
么，绘本创意读写究竟基于什么理念呢？

贴近心灵。绘本及读写活动设计，都以贴
近儿童的心灵为目标， 让每一个儿童都能在
活动中打开心扉。

快乐参与。 绘本创意读写要充分尊重儿
童之间的个体需求， 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读
写的快乐。

尊重差异。 每个儿童对作品的理解和表
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认同并鼓励他们用自己
的方式走进故事，走进自己。

创意表达。引导儿童从多个角度、多种途
径进入绘本世界，与作者对话，与故事里的人
物对话，开展富有创意的读写活动。

如今，绘本创意读写课程每月一个主题，
每个主题 4 册绘本， 每周开展一节绘本创意
读写课。在实施过程中，注重设计灵动有趣的
读写活动，并通过全过程、多方位的评价，推
动儿童持续读写。

绘本创意读写让低年级孩子 “爱上阅读
没商量”成为一种现实，写话变成了一件好玩
的事。最为难得的是，创意正成为孩子们的一
种习惯。

曹爱卫：让读写变得更好玩

曹爱卫，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长 寿 桥 小
学副校长，中
学高级教师，
浙 江 省 教 坛
新秀，全国小
学语 文 优 质
课 现 场 评 比
一等奖得主。

◎课堂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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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阅读策略展开学习

当我把《逃家小兔》的封面呈现在孩子
们面前时， 俊杰嚷嚷起来 ：“这本书我看
过！”我知道，这是一本经典之作，孩子们学
前阅读过的可能性很大。

我用手势提醒俊杰不要透露故事的内
容，然后看着他说：“我知道，这本书肯定会有
小朋友读过。 但是，我们以前在幼儿园读、在
家里和爸爸妈妈读， 与现在在教室和曹老师
一起读，是不一样的哦。 ”孩子们看我说得神
秘兮兮的，都竖起了小耳朵，期待我的详解。

“想想看，曹老师讲故事，与其他人讲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我不急于解释，而是
把话题抛给孩子们。我想，这不是一次很好
的教育机会吗？ 让孩子回顾学习过的阅读
策略，能帮助他们更自觉地使用这些策略。

“曹老师让我们自己看图，我们就会发
现许多很有意思的地方。 ”

“曹老师有时会在中间停下来，让我们
接着讲，看谁讲得和书上一样。 ”

“曹老师会让每个小朋友把自己的想
法说出来，听别人说的时候，我就知道得更
多了。 ”

千万别小看孩子！两个月的绘本学习，
孩子们虽然说不出具体名称，但推论、图像
化等阅读策略已经像丝丝春雨， 浸润他们
的心田。

“对呀，即便是以前看过的书，我们一
起再看时， 仍然能发现许多以前没有读出
来的东西，是吗？（学生齐答‘是’）那我们就
一起阅读今天的故事书吧。 今天故事书的
书名是———”

“《逃家小兔》！ ”
“读了书名，你们知道这只小兔子想干

什么？ ”
“想逃家。 ”
“可是，我们小朋友都喜欢待在家里，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为什么这只小兔子想
逃家呢？ 我有些不明白哦。 ”

孩子们对我的“不明白”有些“不屑”，
都急急地举起手。 “因为这只小兔子很调

皮，他就喜欢跑出去”，“也许这是一只爱探
险的兔子，想试试看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
自己能不能很好地生活”，“也有可能这只
小兔子不喜欢妈妈，因为妈妈太啰唆了，他
厌烦了” ……孩子们每一个答案都透射出
思考的光芒， 这些答案不正是孩子内心的
独白和渴望吗？

让孩子插上想象的翅膀

我开始娓娓讲述 ：“从前有一只小兔
子，他很想离家出走。有一天，他对妈妈说：
‘我要跑走了！ ’‘如果你跑走了，’妈妈说，
‘我就去追你，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呀！ ’”

我让孩子们演兔妈妈，我演小兔子，把
上面的情境演了一遍。 孩子们为有我这么
大的“小宝贝”感到乐不可支，演得十分投
入。声音里流露着甜甜的爱意，差点把我融
化。 看来，教师的“示小”，能有效地激发孩
子的保护欲，积极地参与课堂展示。

“小兔子跑走，妈妈去追。”我稍停了一
下，继续讲述，“‘如果你来追我，我就要变
成溪里的小鳟鱼，游得远远的。’‘如果你变
成溪里的小鳟鱼， 我就变成捕鱼的人去抓
你。 ’兔妈妈会用什么方法抓小兔子呢？ 看
过书的小朋友先不要说哦。 ”

“兔妈妈会用渔网捞。 ”雨琦说。
“小兔子变成小鳟鱼，兔妈妈变成大鳟

鱼，去追回来不就行了。 ”致远一副此事很
简单的样子。

“用钓鱼竿把小兔子钓回来！ ”凌俊没
看过这册绘本，却和作者不谋而合。

“你们认为这些方法哪一种最好，要说
明理由哦。 ”我把 3 种方法写到黑板上。

绝大多数孩子赞成凌俊的，但我估计，
不少人是受了先前阅读的影响。 但他们的
理由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兔子不会游泳，用
钓鱼竿钓不用担心被淹死。

“那你们认为另外两种方法不够好的
原因是什么？ ”

“致远的方法好是好，但是小兔子怎么
做，兔妈妈就跟着怎么做，一点自己的想法

都没有，就不好玩了。 ”雨琦总是给我惊喜，
趣味性不正是故事所追求的目标吗？

“雨琦说得很有道理哦，那对于雨琦提
出的用渔网捞的办法，大家觉得好不好？ ”
我问。

“我觉得不太好，鱼游得很快，渔网很难
兜住的。 钓上来的鱼才能用网兜。 ”天宇说。

“那书上又是怎么写的呢？ 看过书的
小朋友说说，兔妈妈是用什么办法抓小兔
子的呀？ ”

“用萝卜钓。 ”
“用萝卜当鱼饵把小兔子钓上来的，是

吧？ ”我出示了绘本的彩色跨页———兔妈妈
一副渔夫装扮，左手执网兜，右手执钓鱼竿，
鱼饵竟然是一个红艳艳的胡萝卜！ 最让人忍
俊不禁的是，那只，不是，那条“兔子小鳟鱼”
急吼吼地向胡萝卜游去———小兔子再怎么
变成小鳟鱼，爱吃萝卜的本性没有改变！

不管看过还是没看过绘本的小朋友，
都哈哈大笑起来。作者的创意构思，点中了
孩子们的笑穴。

我问孩子们：“你们笑什么呀？ ”
“那只小兔子还说自己要游得远远的，

兔妈妈一个胡萝卜就把他骗回来了， 哈哈
哈……”王可说着，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兔妈妈知道小兔子最喜欢吃胡萝卜
了，她用胡萝卜钓小兔子，太聪明了。”典易
从兔妈妈的角度来分析。正如典易所说，兔
妈妈“知道”小兔子的特点，说明兔妈妈对
小兔子非常了解。 世界上最了解孩子的不
正是自己的妈妈吗？ 她能想到用胡萝卜钓
这种方式追小兔子，是源于对孩子的爱，因
为爱，所以深知。

兔妈妈和小兔子就这样，一个逃，一个
追，在爱的语言游戏里玩得不亦乐乎。我给
孩子们一边讲，一边推测，在故事的语境里
玩得不亦乐乎。

每一种观点都值得尊重

故事讲完了， 我问孩子们喜欢兔妈妈
吗？孩子们都点头表示喜欢。潘岩说，兔妈妈

非常爱自己的小宝贝，不管小兔子怎么调皮
淘气，她都很耐心；志豪说，兔妈妈很会照顾
小兔子，小兔子稀奇古怪的想法，她都能理
解；寓甜说，兔妈妈不抛弃小兔子，不管怎样
都会想办法把小兔子追回来……

可是对于这只小兔子， 孩子们的观点
不一样了。 有说喜欢的，也有说不喜欢的。

有的小朋友说，这只小兔子非常活泼、
可爱，能想出这么多的办法逃离妈妈，很聪
明机灵。也有的小朋友说，这只小兔子太淘
气了，小兔子就应该乖乖地待在家里，待在
妈妈身边。 我心想，做一个“乖孩子”，在现
在的环境下还是很有市场的。

对于孩子们的观点，我不参与评判，但
我希望引发他们讨论， 在讨论中让他们明
白，原来还有和他们不一样的观点存在，而
且这样的观点也有理由作支撑。 至于赞同
哪个，选择权在孩子们的手上。

当寓甜说出 “小兔子就应该乖乖地待
在家里”的观点后，我问其他小朋友，对这
个观点怎么看。

书珩说：“我反对，小孩子淘气很正常。
小孩子若只是乖乖地待着，会傻掉的。 ”

致远说：“男兔子可以淘气， 女兔子是
女孩子，应该乖一点。 ”

呵呵，我心想，小小人儿还是很大男子
主义的嘛。 我忍不住发问：“你从哪里看出
这只兔子是女孩子？ ”

“书上有许多装饰，女孩子喜欢装饰。
还有，她说要变成‘男孩子回家’，也说明她
是女孩子啊。 ”书珩从图画中找依据。

“不对，这只兔子是男兔子。 故事开始
的开头就用了‘他’，老师说了，‘他’是用在
男人身上的。”梓轩对文字很敏感，“男孩子
是比女孩子调皮一点， 但女孩子也可以调
皮呀！ ”

我真为孩子们的观察力和思考力感到
欣喜。 我想，或许作者本人也没有想过，小
兔子一定是男孩还是女孩。 孩子们对图画
的观察，对文字的敏察，对故事的理解，难
道不是我们期望教导他们的吗？

敬畏孩子！ 敬畏孩子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