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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莉

建勋学校：改课即改人

好课，要加强阅读技能的训练

特级教师谈教学·余映潮

如果说中小学的阅读教学有永恒不变
的训练要点的话，那就是语言学用、能力训
练、情感熏陶三项。

体现国家教学意志的 《语文课程标准
（2011 版）》，也证实了这种训练的必要性：
“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 感悟和运
用，注重基本技能训练，让学生打好扎实的
语文基础。 ”

那么，什么是阅读能力的技能训练呢？
简言之： 利用课文对学生进行文意概

括、结构分析、思路阐释、要点概说、语言品
析、表达作用理解、表达效果分析、表现手
法欣赏、表达意图揣摩、课文意境赏析、作
品专项探析等就是技能训练。

据笔者的提炼与研究， 中小学生的阅
读技能训练，应着眼于以下 10 个方面：

文体辨识能力训练。 即训练文章表达
方面有关内容的辨识能力。如：文章体裁的

辨识，表达方式的辨识，基本写法的辨识，
基本要素的辨识，基本修辞方法的辨识等。

朗读吟诵能力训练。 进行语音、语调、
语速、 语气等方面的技能训练和普通话训
练；进行认知文字、感受声律、体味词句、领
会情感、品味意境的语文实践能力训练。

文意把握能力训练。 能从整体上理解
文章的内容、大意或寓意，能感受文章的情
感倾向， 能从整体上理解文章的基本写法
或表达技巧，能从整体上理解文中人、事、
物的特点等。

思路分析能力训练。 能分析文章的层
次、 结构与思路， 能分析文段的结构与层
次，能区别文章的横式结构或竖式结构，能
准确地辨识文章的基本模式等。

要点概括能力训练。 能对文章或文段
进行整体概括，对文章的要点、写法进行概
括，以及对文章思路的提炼，对文中人物形

象、性格特点的概括，对文中某种表达规律
的归纳等。

语言品味能力训练。即词语品味能力、
句子品析能力、文段品读能力的训练，也就
是能在具体的语境中品味词义、揣摩句义、
品析重要句段；品味词与句的表达作用；说
明词句段的表达作用等。

文学赏析能力训练。即能联系文化背景
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作出自己的评价；
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 能说出自己
的体验；能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能对文中的表达手法和写作技巧进行辨
识、理解、分析、欣赏。

感受评价能力训练。 即能在文章的词
句理解、文意把握、要点概括、内容探究、作
品感受等方面表达自己的体会； 能够表达
阅读的感受，评价文章的情感倾向，评价文
中的人物等。

阐释解说能力训练。有表达见解时的语
言表达能力， 以及根据文章内容对文章、文
段、文句的含义进行阐释解说的能力。

专项探析能力训练。即在阅读过程中或
阅读测试中对诸如作品的构思特点、人物形
象或性格特点、语言特点、文章或段落中所
表达的情感特点进行分析及表达见解。

在课文阅读教学中， 对学生的这些技
能训练是通过课堂的“精读训练”落实的。

所谓精读训练，是教师利用精短课文、
课文的一个部分、 课文的自然段对学生进
行的阅读能力训练。 这种训练不需要大量
提问，只需要设计有力度有深度的话题，让
学生进行充分的实践。

下面是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一课的教
学中， 利用课文第一段进行的一次阅读能
力训练：

1． 朗读训练：读出童话的味道，读清

文段的层次。
2． 阐释训练：请结合全文分析这一段

文字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
全班学生先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朗读

习练，然后静心思考“阐释训练”的内容并
写出自己的见解，再尝试表达自己的见解。

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能够知晓、理解到这个段落在文中几个方面
的作用：故事的开端；设置特别的时间；安排
特别的场景；主人公小女孩出场；形成故事
的悬念；从侧面用夸张的手法写小姑娘的贫
苦；对故事情节的展开进行铺垫等。

这种精读训练，就是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的技能训练。 由一篇知一类，通过此类训练，
学生的阅读能力、理解力将逐步养成。

因此，好课，就应该着力于训练学生的
阅读技能。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荆州市教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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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封丘县建勋学校自 2009 年实
施课堂教学改革以来，始终把“人”放在首
位，逐渐把课堂打造成培养人的“三性”（本
性、人性、天性）的载体，修心、强志、壮胆、
开智的“道场”，表达爱、唤醒爱、创造爱，塑
造完美人格的主阵地。

课堂即做人

课堂就是一种修心、强志、壮胆、开智
的过程。 我们相信：学习的最高境界是自
学，成长的最佳方式是自觉。 课堂要能够
培养学生要强、向上、自觉的品格，使学生
不断向成功靠拢，让学生善良 、厚道才是
根本。

课堂就是正气，就是风气。学校领导不
仅仅是一个职务， 更重要的是用其人格魅
力、业务能力、工作作风体现其价值，提升
其威望。作为教师，在要求学生之前首先要
修炼自己，做好示范。在任何岗位上都要为
他人着想。

课堂就是品位，就是人格。 在课堂上，
我们规范学生的坐姿， 规范书本的整理与
摆放。就寝时，我们让学生快速、无声，有秩
序意识。就餐时，我们号召学生共创良好的
就餐环境。 走路时， 我们提醒学生抬头挺
胸，有气质。

课堂就是反思，就是自省。建勋学校一
直秉承并坚持一日三反思： 早读早操后有
学生主导的细节反馈与工作布置； 中午有
年级主任带领年级团队， 针对年级内的课
堂、常规等进行反馈、总结反思；晚上有学
科组长带领全体教师针对一天的课堂进行
总结提升。每天的反思，让教师能够及时发
现自己的不足，并做出修正。 所以，每当建
勋学校的教师谈及自己的工作成长经历
时，都会谈到反思的力量。

课堂就是做人，就是品格。 建勋学校
首先注重的不是学生学习的进度，而是培
养学生学习做事的态度。比如在训练板书
上，告诉学生从拿粉笔的姿势 ，到书写时

的一横、一撇、一捺，都要认真。这样，学生
写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漂亮的粉笔字，
更体现了书写背后一种做事严谨、认真的
态度。再比如，书本摆放一条线、板凳的归
位意识等，课堂上都已成了一种常态。 有
序、规范、有规矩，物品摆放如此 ，学习更
是如此。

五步流程演绎精彩

建勋学校的课堂流程分为五步：
自主学习。寻找自己不懂的疑难问题，

明确学习的重难点。此环节要求学生：独立
完成自主学习任务， 能正确地使用各种工
具书。态度认真、不拖拉，动作迅速，有自我
约束，自我管理意识。 能动能静，读书时做
到书声琅琅，自主探究时做到默默无声，不
打扰他人学习。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必须
在自己的思考下有勾画、有批注，简短的批
注用双色笔写在书上， 课外延伸作业写在
笔记本上。

合作交流。 合作交流又分为对子帮扶
和小组合作。 此时的学习由学生独学进入
到互学，再到群学。 该环节的要求是：充分
准备交流的内容， 把自己的疑难问题梳理
清楚。围绕问题认真思考，发言者能大声说
出自己的理解， 倾听者认真听取他人的发
言，虚心请教，礼貌质疑，适时做好笔记。善
于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积极有序地参与讨
论。 发言时声音洪亮，吐字清晰，站姿端正
自然，目光平视，语言表述简洁、准确。

疑难点拨。 如果出现小组也解决不了
的问题， 可以板书到黑板上或者向教师提
出， 由全体学生参与解决， 解决不了的疑
问， 再由教师进行点拨讲解。 这样做的目
的，是要达到孔子所说的教学境界“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

展示提升。 学生对需要解决的疑难问
题进行课堂展示，以此达到巩固知识、创新
提升的要求。 此环节可分为两步：第一步，
组内展示。要求组员服从组长安排，全员参

与，不能形成一言堂或优秀学生的专场。可
以先让学困生展示，再由中等生补充，最后
让优等生总结。 第二步，课堂大展示。 要求
各小组或全体或派出代表，自信、自立、自
如、自然地进行展示；非展示小组边倾听边
思考，敢于评议，敢于反驳别人乃至教师的
见解，点评时要做到有深度，将展示内容进
行拓展提升。

达标测评。 学生的知识点在一节课中
的效果怎样呢？ 教师在课堂的最后几分钟
要进行达标检测，针对本节课的重点、难点

进行检测，了解学情。 检测结束之后可以让
本组对子互改，发现问题及时订正，并争取
当堂记住。 教师通过巡课了解情况，如果一
些学生的知识点没有掌握牢固， 教师就要
追踪到底，直至学生完全掌握。

课堂成为人格修炼场

在建勋学校， 课堂已经成为师生成长
过程中追求严谨、有序、自信、大方、讲规则
的道场。

课堂教学改革之前， 教师们各有各的
“小算盘”，有时帮助请假教师代上一节课，
都要找学校领导要补贴， 否则就不愿意上
课。而现在，无论是同年级内教师之间的协
作，还是同学科组内的相互帮扶，教师们都
做得非常用心。当年级内、学科组内出现问
题时，年级主任、学科组长总是第一个出来
担当， 给教师们做好示范和带头作用。 因
为， 通过课堂教学改革， 建勋人逐渐认识
到，工作做得越多，自己的价值越能得以体
现，工作中的阅历是自己真正的财富。当大
家拥有共同的目标， 再也没有人为一己之
利而斤斤计较了。风气正了，凝聚力就产生
了，凝聚力带动的是学校的发展。

前不久的一个反思会上， 数学学科主
任首先站到“聚焦处”进行自我反思：“九年
级刚刚进行了一次阶段性测试， 在考试的
过程中， 我发现教师在出题时有一个填空
题没有把图形配到试卷上， 给学生答题造
成了影响。我自罚一下，警示自己不再犯类
似的错误。同时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作为
教师， 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学生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再认真。 ”
像这样领导带头反思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已成为建勋学校工作的常态。 正如陶行知
所言：“战胜自己是最不容易的胜利。 ”如
今，建勋学校已经从反思走向自省，因此才
能不断发展壮大。

“一事不优，不做二事”。经过 6 年的课
堂教学改革， 建勋学校的孩子们在课堂上
一道题做不正确，一个文本不会背诵，都会
感到如芒在背。 许多孩子已经有了不放过
自己、不服输的精神。

做事、做人的精品意识和生活方式，让
我们的毕业生不仅成绩好， 而且综合素质
高。 “宿舍被褥叠放整齐有序的、课堂积极
大胆发言的和主动勇于承担的， 许多都是
建勋学校的学生。”这是高中教师对建勋学
校毕业生的评价。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封丘县建勋学校）

课堂是什么样的地方？

河南省封丘县建勋学校用

自己的课堂教学改革回答了这

个问题。

课堂就是做人。在建勋人

眼中，课堂是培植正气、铸就人

格、反思自省的人格修炼场。因

此，建勋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

着眼于“人”的培养，通过修心、

强志、壮胆、开智，培养孩子的

本性、人性、天性，教孩子们学

会表达爱、唤醒爱、创造爱，塑

造他们的完美人格。

做好自己意味着好课的到来
专家点评

做人是根本，课改的核心是改人。 而
今， 建勋学校的课改已经取得了有目共
睹的教育成果。 教师们谦卑、善良、热情、
忠诚，大家都笃信“工作即人品、业绩即
道德”，全力以赴地投入课改，全身心关
注孩子的成长，心无旁骛。 作为建勋的领
头人， 校长梁方芹一贯强调提升教师综
合能力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建勋学校的
成功之处在于： 教师把学校当成自己的
家，学校就是我，我就是学校。

做事就是一种手段， 练就的是每个
人心地的善良、做人的高尚。 教师要把做
好事、高标准，当作坚守的原则。 劳动使
人充实，辛勤使人纯洁，操心使人至诚，
贡献使人心安。 工作是表象，工作优人品
优，工作差人品差。 一事不优，不做二事。

人活在世上应该追求精品， 做事的
精品，工作的精品。 做工作，应该多找自
己的不足，优点让别人说，不足自己找，

一旦发现自身存在不足，下狠劲，一定改
正，改不了，绝不放过自己。

“知之始己， 自知者而后知人也 ”
“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教师们
要学会多向内求。 明辨是非，笃行诚信，
体现自觉。 一个人的修养要达到“无名、
无利、无我”时，才能真正实现“有名、有
利、有我”。 人与人的差异，差在了认识
层次的反差。

现在， 到学校参观的教师越来越多
了， 每个建勋人一定要提高学校的服务
意识， 让来学习的教师感受到建勋人的
温暖。 同时，每个建勋人更要做好自己份
内的工作，因为需要提升的地方还很多。

课堂 ， 做好自己意味着好课的到
来；做教育，首先就是一种感染，把自己
做好 ，就成了一大半 。 如今 ，在建勋学
校， 我看到学生的主人翁精神上升 ，真
正成为课堂的主宰，学习效果也显著提

升 。 “礼让 、谦逊 、大方 、得体 、静思 、端
坐” 已经成为孩子们的日常行为习惯 ，
学校在各个方面从细节之处体现教学
思想、观念、方法，细微之处彰显教育本
色 ：使学生扎扎实实学习 ，踏踏实实做
人，快快乐乐生活！

（作者系上海浦江书院院长）

□王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