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是我们的号令，语文是解读我们
精神世界的密码， 语文是我们生命的旗
帜，语文是我们为之殚精竭虑的“存在”。
对我们而言，语文比天大。因为，我们拥有
一个共同的身份———语文教师。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
撬起整个地球。 事实上，语文正是我们融
入世界、改造世界、撬起这个纷纷扰扰世
界的支点。

有人说 ，所谓教育 ，就是给受教育
者驻足世界的立脚点 ，并引导他们以特
有的视角看世界 。不仅要看到眼前的有
形世界 ，更要看到辽阔 、高远的无形世
界 ；不仅要看到广大的世界 ，更要给这
个世界赋予个体特有的意义 、价值 。 因
为语文 ，我们和我们的学生 ，就能够属
于这个世界 ，热爱这个世界 ，奉献于这
个世界 。

有哲学家说， 人的世界的边界是由
语言划定的。 一个民族全部的精神秘密
都蕴藏在她的语言之中。 要灭掉一个民
族 ，最简单 、最彻底的办法 ，就是灭掉她
的语言。 身为中国人，我们在汉语里“出
生入死”。

有学者说，一个人的语言水平，决定
了他的学问水平。二流的语言不可能做出
一流的学问。

所以，什么是语文？ 仅仅用所谓的工

具性、人文性就能概括语文吗？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总结自己的

学术生涯时说：我不懂外语，也不懂文言，
仿佛命中注定做不了大学问。 庆幸的是，
我“遇到”了鲁迅。我们知道鲁迅的文字是
白话文世界的经典，所以钱理群在这些经
典作品的影响下， 成为我们敬重的学问
家、思想者。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选择两个
小组进行测试， 分别让他们在一段时间
内，各用 150 个词汇思考、说话、写作。 结
果使用积极词汇的测试者情绪稳定、心理
温暖、待人和善；使用消极词汇的测试者
相对而言表现出负面情绪、猜忌心理和对
他人的敌视态度。 实验说明，我们使用的
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心理乃
至整个世界。这也印证了北京大学教授张
维迎的判断，今天中国的一大问题是语言
荒芜、粗鄙，甚至语言腐败。 语言的失守，
最终会导致某种灾难性崩溃与坍塌。基本
的逻辑是： 语言的粗糙源于生活的荒芜，
生活的荒芜源于思想的贫乏，思想的贫乏
源于“人”的缺位。

作为语文教师， 我们因语文而自豪。
因为我们的工作不仅关涉知识， 关涉房
子、车子，更关涉责任、使命，关涉现世的
安顿、生命的静好。因此，我们在重视语文
的同时，也应该对它保持应有的警惕。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对不可言说
之物，应保持沉默。 读过尼采的人都会记
得，尼采在文章中会不时提醒读者，我说
的不是我要说的，说完了剩下的正是我要
说的。冯友兰说，所谓学问“正在于思不可
思，说不可说”。 大师告诉我们，生活中我
们置身于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超越经验
的世界）。 前者是逻辑的，可以言说的。 而
后者恰恰是不能言说的， 也许是更本真、
更重要的。

很可惜， 我们的语文教育长期以来
过分关注可以言说的部分， 而忽视了不
可言说的部分 。 过分重视所谓知识 、技
能，而忽视了生命活动与智慧能量；过分
关注了所谓课程的确定性， 而忽视了课
程的不确定性。 我们在用教知识的方式
教语文，用对付考试的办法学语文。 对语
文和语文教育来说，最大的悖论在于，关
于语言和语言学习的真命题， 常常是非
语言的。 陈平原教授说得好，教语文，需
要面对面，需要看着学生的眼睛说，需要
亲密的现场感。 学语文，要靠生活积累与
人生历练。

事实上，语文就是一座桥、一条路。用
鲁迅的话与大家共勉：无穷的远方，无数
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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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语文教什么（下）

这个策划的前两次讨论，我们了解
了“语用思想”，展望了语文繁荣，也探讨
了当下语文课堂丢失的东西。本期，我们
对症下药，一起探讨究竟该如何解决语
文课堂中存在的问题。

一次， 看到教师对学生试卷中几道试
题的评判，让我很忧虑，也很纠结。

试题一： 五年级品德试卷填空题，标
准答案为课本上的句子 ：“我们有责任减
轻父母的（忧虑）和（苦恼）。 ”有学生答：
“我们有责任减轻父母的 （忧愁） 和 （烦
恼）。”教师判为答错，扣了分。我问那位学
生：“你知道这道题错在哪里吗？ ”学生答：
“老师说，跟书上的内容不完全一样。 ”我
愕然。

试题二：二年级语文试卷辨字组词，
两个字为“汗”和“汉”。有学生给这两个字
组词为流汗 、汉水 ，教师把学生答的 “汉
水”一词判为错误，扣了分，并在旁边批注
了“汉族”二字。可我们本是居住在汉水流
域的人呀，教师怎么就知道学生心中想的

不是汉水这条河流呢？ 我清晰地记得，教
师在这道题旁边又标注了“汗水”二字。我
又愕然。

遇到这种状况的不仅仅是我，还有一
位广东的教师也发现了许多类似的问题。

比如， 用 “小朋友”“一群”“做游戏”
“在”“草地上”这 5 个词连成句子，有学生
答“草地上，一群小朋友在做游戏”，结果被

教师判为答错，因为标准答案是“一群小朋
友在草地上做游戏”。

……
新课标颁布实施了这么多年， 素质教

育也推进了这么多年， 可不少教师在教学
实践中并没有把新课标落实到教学的各个
环节， 并没有使教学过程变成学生实现自
我成长的过程， 变成激发学生创造力和生

命力的过程。相反，教师有时是在扼杀学生
的个性体验，扼杀学生的天性，让学生变得
毫无生气与创造力。 上述的几个案例就是
铁证。

我认为， 这样的教师无论工作多么扎
实、多么辛苦，对学生要求多么严格，其实
都是不合格的。

一个合格的教师，除了业务精湛、无私

奉献之外， 更重要的是站在学生发展的高
度，注重学生的个性体验，注重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 让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都顺应
这一宗旨。

每一个教师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
不会成为“教书匠”，才不会成为学生发展
的“绊脚石”。

每一个教师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
能真正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成为真
正的“教育家”，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 “导
师”，助推学生的发展，照亮学生的前程。

站在学生发展的高度， 不把学生的思
维限定在标准答案中， 鼓励学生的个性表
达……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我
们的社会才有希望。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钟祥市冷水一中）

教师要站的高度
□刘升荣

我见

语文是一座桥
□田良臣

说到“转型升级”，人们很容易联想
到企业，却很少与课堂教学联系起来。前
段时间，参加了市级新一轮优质课评选，
让我感慨颇深。

在这次评选中，八年级语文《吆喝》
一文共有 10 位教师授课， 其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基本相似。 教学过程大致呈现
以下几个环节：

（一）用叫卖人的吆喝声导入（利用
全媒体设备）；

（二）展示学习目标；
（三）生字词认读训练；
（四）介绍作者；
（五 ）学生自读 （个别教师范读 ）课

文，整体感知；
（六 ）让学生找出文中不同的吆喝

声，或模仿，或表演 ，或讨论探究 ，或品
词赏调；

（七）教师对课文进行分析，包括作
者思想感情、写作意图、语言特色等；

（八）课堂小结，再回到大屏幕，重温
吆喝声，课堂在热闹的吆喝声中结束。

这一教学案例， 反映了目前语文教
学的现状。 一节课可能在热热闹闹中结
束了，带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思考。

教师教一篇课文，教什么？ 怎么教？
怎样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引向深入？ 这是
多年来语文教学备受关注的议题。 然而
这 10 位教师的《吆喝》教学案例，对这个
问题并没有真正处理到位。

首先，教师的教学理念依然陈旧。从
表面上看， 教学过程不乏学生朗读、讨
论、发言、表演等活动，但实质上是教师
在刻意“烘托气氛”，而不是从根本上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把学生的学习活
动引向深入。如果说，这也算是接受了一
点新课程理念， 那也只能说他们还游离
在浅水区。

其次，从教学内容看，照本宣科，没
有真正挖掘出教材的深刻内涵。 《吆喝》
一文，是著名作家萧乾《北京城杂忆》中
的一篇文章 ，其意图是 “唤回北京市民
的荣誉感，唤回东方人的尊严”，文中吆
喝声声情意长。 讲授这篇课文应从实际
出发，分 3 个层次进行：一是欣赏吆喝。
从一声声精彩的吆喝声中，感受老北京
人那种乐观 、自信 、甚至带有几分惬意
的精气神 ；二是品味吆喝 ，从动人的语
言文字中体味作者热烈 、深沉 、浓郁的
情感；三是要在每一个学生的心中种下
一颗民族文化的种子 ， 让他们好好珍
惜。很显然，上述教学案例，第一层次活

动有余 ，第二层次严重不足 ，第三层次
脱离主题。

再次，从教学过程看，传统的教学模
式与方法依然占据课堂主导地位。 根据
对教材内容的解读， 讲授这篇课文应该
是由浅显到深入， 气氛应该是由热闹到
安静 。 教学应该是 “赏吆喝———品吆
喝———悟吆喝”的有序推进过程。 这样，
才能使学生走进作者的内心深处， 读懂
文本的深刻内涵。 而案例展示的教学过
程，重形式轻内容，重分析轻体验，重热
闹轻安静。虽有目标展示，但那是机械的
存在；虽有作者思想感情分析，但那是脱
离语言本身的架空分析。这一教学过程，
与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不
相符的。

那么 ，语文课究竟该如何 “转型升
级”呢？

一是制订切实有效的措施， 鼓励广
大教师积极参与各项教研活动。 可以采
取制度规范的形式， 把广大教师的注意
力引导到优质课活动或其他教研活动上
来。尤其是学校领导，要自觉肩负起培养
教师、帮助教师成长的重任，想方设法为
教师创造条件， 使真正的优质课堂和优
秀教师脱颖而出。

二是教师要坚守信念， 坚持在讲台
上负重前行。 尤其是近年来，新招录的青
年教师、特岗教师，已逐渐成为教师队伍
的主力军，他们有知识、有能力、有热情，
但教学经验明显不足。 因此，鼓励他们坚
定信念、勇于进取，主动学习教育理论，
自觉参与教学研究， 用新课程的基本理
念指导和规范课堂，用扎实的专业成长，
为自己的教师生涯奠定基础。

三 、学习和借鉴优秀课改经验 ，弥
补自己的不足 。 俗话说 ， 存在决定意
识，眼界决定观念。 在鼓励教师努力加
强自身学习和校本教研的同时 ， 创造
条件鼓励教师到兄弟县 、市 “取经 ”，到
各地参加高层次业务学习。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四、 建立和完善评价指标和评价体
系，提升课堂价值。 教育管理者要坚持新
课程理念，从课文、课型、目标、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过程等，建立规范具体的评价
指标和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真正使课
堂由散乱到规范，由肤浅到深刻，由低级
到高级，逐步达到过程优化、效果显著的
目标。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
五峰山街道初级中学）

语文课亟待“转型升级”
□田红梅

当今的小学语文教育， 一般是一个
学期教一本教科书 ，不过 20 多篇课文 。
一个学期四五个月就是围绕这些平均
几百字的课文打转 ，教学的主要内容无
非是生字 、生词 、句子理解 、课文的思想
意义 、写作特点等 ，学生的阅读量也就
是这一本 2 万至 3 万字的教材。 其结果
是 ：读了五六年书 ，大多数学生不能流
畅 、有感情地朗读一篇文章 ，许多学生
作文达不到 “文从字顺 ，表情达意 ”的基
本要求。

这样的语文教育， 能说是成功的吗？
为什么经过五六年高强度的训练，语文教
育效果竟然如此糟糕？ 我想，应该从源头
上找答案。

我们的学生，在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
大幅度提升的当下，语言能力和文学水平
按理应该大幅度超越以前的学生。但事实
似乎恰恰相反。

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这样的状况？肯
定与语文教育直接相关， 而且我认为，与
中小学教育最为直接。小学是人一生中最
重要的基础阶段，但我们的小学教育并没
有为孩子们打下坚实的基础。

怎么改？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

重视传统文化教育， 让学生多读书、
读好书。 在目前的语文教材基础上，适当
增加适合少年儿童的国学读物，如《唐诗
三百首》等。 同时，让学生大量阅读现代、
当代的中外优秀文学作品，让他们养成与
书为伴的习惯。

借鉴中国古代和民国时期的教育，让
学生从小打好基础，让他们多读、多背，注
重积累。

生活即教育， 社会实践是最好的教
育。 关在教室里的学生就如笼中鸟，不会
提高多少实际的能力。 正所谓“始知锁向

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生活是语文。 生活的外延有多大，语

文的外延就有多大。语文也是生活的一部
分。 只有当语文融入了生活，课堂才会充
满活力。 教育工作者应该让陶行知先生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形成独
立的人格。 在课堂和生活中，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的习惯，不预设禁区，让学生敢于
质疑、不人云亦云，让学生善于从实践中
悟得真实感受， 让学生勇于克服依赖教
师、依赖教辅、依赖电脑等心理。

“绵羊化”的学生，而且是成批缺乏个
性、缺少批判性思维的学生，怎么会有创
造性贡献？

语文教育， 我认为简而言之就是：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蕲春县第二实验小学）

应该怎样教语文
□胡承祥

语文可以这样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