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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名师教学艺术》
雷玲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书速递

王 宜 振 ，
著名诗人、儿
童文学作家，
对写作有丰富
的经验和敏锐
独特的见解，
他将自己多年
来对作文的思
考与认识融入
《作文课讲稿》
一书， 以此启
迪读者领悟写
作真谛。

樱桃老师
的作文教学让
你进入情境、
沉入叙事、 切
入期待、 融入
冲突， 最后，
让你喜滋滋、
乐呵呵地爱上
作文。

书里书外

深入解读
名师精湛的教
学艺术特色，
探寻其成长轨
迹， 以期为广
大教师的创造
性教学提供启
迪。

灯下漫笔

专家视野

《十年寻常语文路》
翁文娟 著

现代教育出版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教师更多地关
注自己的专业成长、自我价值的实现。 语文
教师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生活的导演。 在苏
州昆山一所学校从事语文教学的翁文娟老师
在平平常常的语文教学中，和学生们一起细
腻地感受语文最精彩的部分，领略生活和成
长的美好。

《语文四界》
郭锋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语文四界》为语文特级教师郭锋教坛深
耘二十三载所得，全面展示了作者在语文教
学、写作、科研以及考试命题四大方面一丝不
苟的尝试和探索，书中谓之为“语文四界”，

“四界”传递了一位语文教师对语文教育深刻
而真切的理解和诠释。

在游戏和故事中进入作文天地
■王崧舟

故事与游戏， 是上帝赐给儿童最美的
礼物。

不幸的是，当儿童跨入小学大门之际，
这最美的礼物即被“正规”的知识学习所取
代。于是，在儿童的生活中，上帝越来越远，
魔鬼越来越近。其中，儿童对作文的恐惧和
厌倦，就是一个方面。

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师为此付出过努力
和心血， 但收效甚微。 在许多尴尬和困顿
中，我遇见了《红鼻子的樱桃老师》。绝对想
不到，在这个魔法世界中，儿童作文竟然可
以这样好玩，而且这样切实受用。

在樱桃老师的魔法里， 根本找不到所
谓的“作文”，当然，我指的是那种“常规”意
义上的“正规”作文。这里只有故事和游戏，
樱桃老师一直在讲故事，黑太郎、大蜘蛛、
樱桃小屋、樱桃飞毯、跳舞的树、森林好声
音、小魔仙……故事神奇而美好，让读者忍
不住要走进这个色彩斑斓、 光怪陆离的童
话世界。走进这个世界，你会自然而然地成
为其中的某个角色， 你会将那些魔法小窍
门尽收囊中， 你还会在魔豆秀秀场跃跃欲
试，那时候，你早已被催眠般地进入了游戏
的世界。 你全然不知道自己在听的一切故
事，其实都是作文；你也浑然不觉自己在玩
的一切游戏，其实也都是作文。 是的，在这
里作文就这么好玩！

之所以让人全然不知、浑然不觉，其中
是有秘妙的。

秘妙之一，情境。虽然现在的作文指导
也重视情境的创设， 但樱桃老师的魔法作
文所创设的情境指向的不是作文， 而是你
的生活本身。你看，樱桃老师正在给小朋友
上课，这是生活；你看，黑太郎冲进教室，大
家害怕极了，这也是生活；你们再看，那个
叫聪聪的小朋友说出黑太郎的特点时，黑
太郎就变得像小狗一样大了，这还是生活。
我们不否认情境中有作文的元素， 但这些
元素是基于生活、存在于生活之中、并最终
为了生活。因此，你虽然不断地与作文元素
相遇，但你从未意识到自己在作文，你只是

沉浸在一种魔幻般的生活之中。
秘妙之二，叙事。 其实，叙事和情境

是水乳交融的。所不同的是，叙事作为编
织情境的一个重要维度， 自有它的独到
之处。樱桃老师绝对是一个故事大王，她
总能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那个著名的
“樱桃小屋”就出自她的如簧之舌。 在她
的叙事中，樱桃小屋居然会隐身，脾气还
不小， 你若不夸它， 或者没有夸到点子
上，你还见不到樱桃小屋的庐山真面目。
这样讲故事， 就把所有人的胃口吊了起
来，而且常常欲罢不能。 此时，你就不知
不觉地掉进了樱桃老师设下的那个温柔
的“作文陷阱”。

秘妙之三，期待。期待是随着叙事一
步一步生长起来的， 没有期待就没有故
事， 期待让你兴趣盎然地迈进魔法作文
的大门。突如其来的黑蜘蛛，让你跟着故
事中的人物一起变得紧张起来。但同时，
你一定不由自主地希望黑蜘蛛不要伤害
到那些可爱的小朋友， 希望樱桃老师的
魔法能迅速把可怕的黑蜘蛛灭了。 你当

然不知道故事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樱桃
老师的厉害之处， 在于她点燃了你期待的
同时也点燃了你作文的欲望。

秘妙之四，冲突。在期待和满足之间，故
事往往曲折而离奇， 这就是冲突的价值和
力量。如果说，没有期待就没有故事，那么，
我们还可以说， 没有冲突就没有好故事。
樱桃老师显然深谙此道， 在她所精心编织
的魔法故事中，冲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秘妙之五，互动。 其实，一切秘妙最终
都是为了互动，情境为你提供互动的背景，
叙事为你创造互动的素材， 期待为你激活
互动的欲求，冲突为你点燃互动的惊异，故
事的一切， 最终都等着你来创生。 进入互
动，你才发现，原来故事真正的主人公就是
你。文文、雪雪、楠楠、添添……他们统统不
过是为了你最终出场所做的铺垫。是的，你
才是故事的核心，故事没有你，就失去了所
有的意义。你在哪里？你在魔豆秀秀场。你
的观察、你的聆听、你的惊喜、你的梦想、你
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 都在这个秀秀场
中得以绽放。 此刻，你才发现，作文真的不
只是说一说、写一写的事儿，作文更是体验
的事儿、思考的事儿、想象的事儿、播种梦
想的事儿、与生命共舞的事儿……

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自然而然中发生。
没有说教，只有故事；没有训练，只有游戏。

说了这么多好玩， 再来说说切实受用
吧。好玩是魔法作文的“糖衣”，切实受用才
是你所需要的“良药”。不能不说，作文辅导
类的书充斥市面，这些书大谈作文方法、作
文技巧、作文秘诀，他们以为只有这些才能
让儿童切实受用，殊不知在儿童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比爱上作文更切实受用的了。

所以，一定要说切实受用，我们首先就
得说一说“爱上作文”。

其实，樱桃老师的魔法作文故事，就是
从豆豆和豆豆她妈害怕作文开始的。 在怕
和爱之间，故事的魔法得以充分施展。樱桃
老师清楚地知道孩子们害怕作文， 也清楚
地知道孩子们喜爱故事。于是，她煞费苦心
地将作文完完全全融入到故事中、 融入到
魔幻生活中。 她的智慧即在于让学生爱上

故事，同时又浑然不觉地爱上作文。
难道不是吗？ 神奇的咒语是你爱的，无

所不能的魔法是你爱的， 樱桃小屋是你爱
的， 梦幻星星岛是你爱的，“森林好声音”是
你爱的， 呼噜噜小魔仙是你爱的……总之，
一切让你新奇、惊讶、向往、梦想、喜悦、勇
敢、聪明、善良、美好的故事情节、故事人物、
故事场景都是你所爱的。在一步一步爱上故
事的同时，你已经对“作文之怕”脱敏了。

当然， 爱上作文不仅仅是一种感觉、一
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一种品质。要说作文
能力的锤炼，樱桃老师的魔法微作文让你进
入情境、沉入叙事、切入期待、融入冲突，最
后，让你喜滋滋、乐呵呵地接受作文训练：从
怎么观察、怎么倾听到怎么想象、怎么仿写，
从用词不重复、不含糊到造句不颠倒、不矛
盾，从特点刻画、细节描写到分类说明、情节
叙述……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讲的这一切，只是
我的感受和体会。就像樱桃老师的魔法故事
中，在你没有拿到“美梦袋”之前，一切心愿
和咒语只属于豆豆和她妈妈。你只有拿到自
己的“美梦袋”，而且真心诚意地向着自己的
“美梦袋”许下心愿、念出咒语，你才能实现
自己的作文梦、创造梦、魔法梦。

想要“美梦袋”吗？ 那就来吧！ 走进樱桃
老师的魔法微作文，像文文、雪雪、添添、楠
楠一样，成为魔法故事的主角。

记住，在你没有进入故事之前，所有的
故事都不可能施展魔法。因为，你就是魔法！

作者注：

“秘妙” 在文学批评理论中是一个重要
的概念，最早由王国维提出。 潘新和在《语
文：表现与存在》一书曾详细阐述。“秘妙”指
称那些深邃的见地、独特的思想、精微的情
感，也指称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表达形式和载
体。 我在文中所指的“秘妙”，主要指樱桃老
师讲故事的高超艺术。而这些高超艺术读者
往往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故此一一点
破，以便让更多的读者受益。 之所以称之为
“秘”，也有秘诀、秘而不宣之意。

（作者系著名特级教师）

《红鼻子的樱桃老师》（上、下
册） 刘雅萍 著 王晗驰 画 福
建教育出版社

语文名师课堂带给我们的思考
■雷玲

《小学语文名师教学艺术》 这本书，
从多个角度展示了郭学萍、 孙双金、 王崧
舟、 张祖庆、 闫学、 何捷、 盛新凤、 周益

民等8位语文名师精湛的教学艺术和良
好的教育素养。 该书通过对名师课堂教
学艺术的梳理、 经典课堂的剖析、 教育
教学观点的碰撞等多维角度， 深入解读
名师精湛的教学艺术特色， 探寻名师多
年教育实践形成良好教育素养的轨迹，
以期为广大教师的创造性教学提供一个
丰富而宝贵的参考资源， 为广大教师搭
建一个借鉴名师成功经验不断完善自我
的学习空间。

书中展现的8位名师， 既有其个人
的教学特色和人格魅力， 又有名师所共
有的特质。 反思他们的课堂， 有两点尤
其值得关注：

一是创新性强。 无论是郭学萍看似
轻舞飞扬的童话课， 还是孙双金总让学
生在不知不觉间进入“小脸发红， 小眼
发光， 小手直举， 小嘴常开” 高潮迭起
的阅读课； 无论是王崧舟课堂的大气、
精致、 诗意， 还是张祖庆课堂的简约、
丰满、 灵动， 无不渗透出他们在课堂创
新上的匠心独运： 立足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 在或“大江奔腾”、 或
“小桥流水”、 或“浓浓家常味”、 或“超
前现代化” 间， 让课堂教学从“固定设
计” 走向“开放设计”， 从“解读文本”
走向“解构文本”， 从“回答问题” 走向
“对话生成”， 使课堂真正成为创造的课堂
和师生生命互动的课堂。

二是启发性强。 有人说， 名师是一座
桥， 一座连接普通教师和专家的桥， 一座
连接学业和成长、 成人的桥。 这8位名师的
课堂无疑就是最能引人思考， 启发人上进
的“桥”。 该书在对名师课堂教学的记录与
反思中， 在名师与同行和专家们的对话中，
层层剥笋、 提纲挈领、 高屋建瓴地对其教
学艺术进行了细致、 深入的理性解读， 使
广大教师在对名师课堂“入乎其内” 的学
习思考中， 通过反思实践， 不断审视、 修
正、 提升自身教育行为的“出乎其外”， 给
广大教师自身的提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使他们的教育教学理念获得启迪和升华。

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更需要名师带给
我们什么？ 追问这一点， 我们需要认识名

师课堂之外的精神内核。 究其本， 名师有
以下几个共同特质：

第一， 课上得好， 教学效果显著， 受
学生欢迎， 为同行认可。 名师之所以成为
名师， 他们首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能
很好地解读教材、 驾驭材料和创造性地使
用教材， 能创造一个丰富、 开放的课堂。

第二， 有良好的教育素养。 名师之所以
不断超越自己， 他们都有执着而恰切的教育
理想和信念， 因为这种理想和信念， 他们的
教学能力和教师素养才能不断提升， 课堂才
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才具有感染力和感召
力。 而这种教育素养， 又让他们可以运用丰
富的学识和扎实的功底来驾驭课堂， 调控课
堂， 设计活动， 生成精彩的好课。

第三， 勤于学习善于反思。 名师， 都
勤于学习、 善于反思。 一个勤于学习、 善
于反思的人， 自会通过思考增加自己的思
想厚度， 自会找到通向教育成功的突破口：
在实践中求真知， 在行动中受教益， 在反
思中悟法理， 从而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
不断完善自我。

作者解惑

写好作文的前提是阅读
■曹文轩

王宜振写得一手上等的儿童诗， 他的
诗有不少选在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里。 在
当下的中国， 能将儿童诗写到这个水准上

的人， 不多。 出乎我预料的是， 这个擅
长写儿童诗的人， 现在竟然拿出一部大
部头的关于作文的书稿。 阅读之后， 我
同样愿意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些年， 我
一直在与各种各样的作文写作方面的
事、 作文写作方面的书打交道。 我参加
过太多的关于作文写作方面的会议和活
动， 看过太多的打着各种旗号的作文写
作方面的书。 我是在很了解这一领域目
前水平的情况下作这个评价的。

他到底是个作家， 相对于那些并不
以写作为生的人谈作文， 他对写作之
道、 之法， 自然有更深切的体悟和把
握。 这部书稿其实是经验之谈。

对于指导中小学生写作文而言，我
以为是不用很深刻、很系统的理论的，给
予他们一些实实在在的指点， 倒是更聪
明的做法。这时，指导者的写作经验是十
分宝贵的。 王宜振的这本书实际上就是
将他多年的写作经验， 毫无保留地贡献
给了孩子。那些经验，是他在自己的写作

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构思、故事、叙事、
抒情、人物描写、风景描写、语言、情节与细
节，所有这一切话题里，渗透着的是他几十
年苦苦摸索出来的经验。同时，他在将自己
的写作经验转化为孩子们的写作能力方面
找到了最好的叙述方式。

这部书里闪耀着他无数大大小小的写
作经验，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写作的
前提是阅读， 没有阅读也就无法谈起写
作。“阅读和写作是两兄弟”，而且“阅读是
写作的哥哥”。“一个同学的作文写得好，
总与他的阅读成正比”。 王宜振很冷静：泛
泛地谈读书与写作的关系，依然是没有意
义的，关键是看读什么。 他告诉孩子，“读
书不仅仅是为了快乐”。 他提倡阅读经典，
经典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 他对今天这
个商业化时代的阅读保持高度的警惕。 貌
似阅读的“浅阅读”“伪阅读”，使今日之阅
读呈现出纷繁复杂、难以判断的局面。 但
他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那些“娱乐至上”
的毫无意义的流行阅读，对提高一个孩子

的写作能力毫无帮助， 只有那些优秀的作
品，才能将孩子带进写作的自由王国。 他告
诉孩子：“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常常充满
对自然、社会、人生、人类的关爱和思考，蕴
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 它会使同学们从中
获得情感的慰藉和心灵的滋养。 一部优秀
的文学作品，不仅语言优美，讲究语法和修
辞，而且十分注重结构的技巧和艺术，并不
断追求创新。 经常阅读这样的作品，不仅能
帮助同学积累丰富的词汇， 形成流畅的语
感，把握贯通的文气，还能帮助同学提升文
学素养，为写好作文奠定基础。 ”

王宜振衷心希望老师、 家长对孩子的
阅读不能放任自流，要坚持拥有管辖权，要
有所掌控。 鉴于孩子们的认知能力和审美
判断能力都正在成长过程中， 对同学们与
经典的“无知性远离”，不可听之任之。 要让
孩子们意识到经典的崇高。他在这里实际上
在诉说着一个道理：凡事都要讲智慧，要将
作文写好，先要将书读好，最大的智慧就是
阅读经典，阅读经典既经济，又科学。

《作文课讲稿》王宜振 著
东方出版社

阅读要有作者意识

■常亚歌

语文教材有很多名家名篇是节选的，教
这些文章，最好去读读作者的原文，仔细体悟
作者的原意，之后，再从编者的角度去考量教
学的事情， 这应该是我们语文老师进行阅读
教学前的一个基本功。

但遗憾的是，受教学习惯的影响，不少老
师总认为“教学参考”是唯一正确的，甚至有
些老师连教学参考书也没有认真阅读， 仅凭
自己的教学经验， 数年甚至数十年不变地教
书，这确实不是一件好事情。

前段时间， 我们审看了一位初中老师的
录像课《雪》，这是鲁迅的散文诗代表作。老师
的教态很好，板书也很漂亮，教学节奏和流程
都没有问题。只是他在解析文本时，把鲁迅笔
下的“南方雪”特指为“南方的革命热潮”，把
“朔方雪”特指为“革命者对北方白色恐怖不
屈服”，但从课堂上教师所呈现的佐证资料来
看，似乎不能让我们信服。

于是，我再次详细阅读文本，甚至出声朗
读，几乎达到会背的程度。同时，还在《鲁迅全
集》中翻阅了他在1925年1月前后的日记，以
及教学参考和其他专家的解读， 也没有发现
能证实上述观点的信息。后来，在一次语文老
师学习活动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困惑，想听听
大家的意见，谁知，大家异口同声道———我们
就是这样教的呀！

鉴于他们的一致意见， 我又提出自己的
疑问：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雪》，那为什么却从
“暖国的雨……”写起呢？ 如果我们把这一句
删去，直接从“江南的雪，可谓滋润美艳之至
了” 开始可以吗？ 还有， 文章中的“第二天
……”雪罗汉消化的那一段是否可以删去，而
直接接到“可是，朔方的雪……”那一段呢？这
样读起来也是通畅的。 记得有一年央视的新
年新诗会，朱军和徐莉两位朗诵的这篇《雪》
就经过删减，听起来也挺好的。

遗憾的是， 与会的好几位老师都没有给
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来。 这更让我“质疑”
他们阅读文章时的作者意识了。

所谓作者意识， 其实就是作为读者在阅
读这些作品的时候， 在初步了解文章主旨之
后，为了更为客观地理解文章主旨，而去主动
地转化一种阅读视角， 即试着从作者的角度
出发，去揣测、想象、推敲作者要表达的真实
意图。 很多时候，特别是名家的文章并不“实
话实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红楼梦》。 作者
确实用文字把自己的意图写出来， 只是写作
意图巧妙地隐藏在字里行间，让人不易察觉，
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因此，如果我们的
作者意识淡薄或者缺失， 就很容易被一些表
面化的信息所蒙蔽。

对于像鲁迅的《雪》，根据很多学者专家
的研究，“革命”说只是众多解读的一种，这一
点教学参考上也有明确提示，可惜，我们并没
有真正理解教材和教参的解读， 这不利于提
示学生对文学作品逻辑性和想象力的培养。
如果我们读读鲁迅《野草集》 中的那篇《希
望》，再读读随即发表的这篇《雪》，也许对作
者的写作意图和表达会有新的发现。

（作者单位：河南省济源市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