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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
从一般感觉升华到认识本质

提炼，是对众多的现象、材料、
大量的实例所进行的分析、提取与抽
象，它能让我们获得两个方面的真实
收获，一是事物的规律，二是事物的
精华。提炼，可以让我们对事物由

“一般感觉”升华到“认识本质”的层
面，从而发现真谛。

说“提炼”是“硬招”，是因为需
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需要执
着坚守、千淘万漉与冷静分析。

上世纪 80 年代，我从自己的数以
万计的读书卡片中发现了语文界学术
研究的空白：课堂教学艺术研究，于
是开启了我的课堂教学艺术的研究之
旅。到上世纪 90 年代，我从数百节听
课笔记中提炼出“好课”设计的“30 字
诀”——教学思路清晰，提问精粹实在，
品读细腻深入，学生活动充分，课堂积
累丰富。直到我退休，这“30 字诀”一
直是荆州市初中语文界认可的教学设
计与课堂教学的评价标准。

对教学流派优劣得失的提炼

我曾经从教学科研的角度提炼分
析了国内影响最大的教学流派的优劣
得失：

钱梦龙“三主四式”教学模式是
一个以教学理念为框架的教学模式；
魏书生“自学六步法”模式是一个以
教学步骤为操作细节的教学模式，颜
振遥“自学辅导”教学模式是一个着
眼课堂教学方法革新的教学模式；张
孝纯“大语文教育”模式是一个以宏
观构想为特征的教学模式；钟德赣

“单元教学”模式是一个以教材处理研
究为特征的教学模式。

这些教学模式都立足于教师教学
与学生学习行为的改变，非常关注学
生的学习过程，有鲜明的教改特色，
都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这几个
模式也有突出的弱点：一是体系庞
大，有的有包罗万象的意图；二是操
作繁难，很难长期在一线语文教师中
进行有效益的实践与普及；三是个性
很强，只有体系的构建者才可基本上
能把握其精髓。四是经典的案例不
多，一线的教师难以见到这些名师们
大量的有实效的可操作的教学案例。
体系的发明者难以用批量的案例支撑
自己的学说、观点，直到现在还是这
样，所以难以推广，难以坚持，难以
形成气候。

2013 年 8 月，全国中语会“语文
报杯”课堂教学(长沙)大赛期间，我作
了一次关于“教学模式研究”的学术
讲座，对人们趋之若鹜的以农村中学
教学为特色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如下提
炼与分析——

杜郎口模式：这是一个重点关注
学生大量自主学习活动的教学模式。

洋思模式：这是一个重点关注严
格或者说近乎严酷地要求“落实”的
教学及管理的模式。

东庐模式：这是一个用“学案”
进行题海训练的教学操作模式。

这三个模式影响很大，在教师的
教学方式和学生课堂学习的方式以及
教学体系编织、管理策略方面，都给
人们以深刻的思想启迪。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管理细密，
操作简单；嚼透教材，反复训练；处
处落实，对准中考。也有重大弱点：
第一，长时间地无顾忌地大量消耗学
生的课外时间。第二，用单调的带有
强制性的反复重现的方法进行教学。
第三，教学形式模式化，小组活动模
式化，导学案结构模式化，日常管理
模式化。

它们引发着我们的思考：为了规
范、高雅、高效的课堂，我们需要尽
快克服陈旧的或时髦的教学弱点，重
点在“10变”上多下功夫：

变“教课文”为“利用课文”，变
“轻慢语言”为“着力学用”，变“泛
谈感受”为“精读训练”，变“碎问碎
答”为“实践活动”，变“思路不清”
为“板块思路”，变“读过问过”为

“积累丰富”，变“只读不写”为“读
写结合”，变“预习过分”为“当堂落
实 ”， 变 “ 小 组 合 作 ” 为 “ 班 级 训
练”，变“平俗手法”为“高雅教学”。

这样的提炼与阐释，已经开始影
响着中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

对教学案例的提炼

我花更多时间来“提炼”的，是
对教学案例的分析。

我曾用了整整 7 年的时间，从浩
如烟海的教学资料中，提取、评点了
100 个 教 学 教 例 ， 作 为 专 栏 文 章 在

《中学语文》 杂志上连载，后来结集出
版。我所做的教学教例研究，是提炼
而不是描述，是发现规律而不是叙说
经验，是研究共性而不是欣赏个性。
在这 100 个案例之中，最有科研价值
的 是 原 上 海 市 特 级 教 师 徐 振 维 的
《〈白毛女〉 选场》 教学案例。对这
个教例，我以“只提了四个主问题”
为标题，进行了如下评点：

此教例出自“大家手笔”，颇有大
家风度。

从课堂教学的总体设计看，此为
“ 抓 纲 拉 网 式 ” 教 学 。 这 堂 课 的
“纲”，就是分析语言、动作与人物的
身份、性格之间的关系；这堂课的

“网”，就是教者设计四个“主问题”
所涉及到的有关知识内容。教者提纲
挈领，纲举目张，利用四个问题切切
实实地把课文从整体上各有重点地挖
掘了四遍，不仅文体教学的特征分
明，而且教学容量之大，令人惊叹。

从教者所设计的四个“主问题”
看，这节课呈现一种“板块式”的课
堂教学结构。每一问题，都引发一次
研究、一次讨论、一次点拨。四个主
问题形成四个教学的“板块”，结构清
晰且逻辑层次分明；每个教学块板集
中一个方面的教学内容，既丰富、全
面，又显得比较深刻⋯⋯

从此以后，“板块式”和“主问
题”这 6 个字就开始出现在中学语文
教学研究的视野中，这方面的教学设
计研究成为我倾力、倾心的研究目标。

所谓“板块式思路”，就是在一节

课或一篇课文的教学中，从不同的角
度有序地安排几次呈“块”状分布的
教学内容或教学活动，即教学的内
容、教学的过程都呈板块状分布排列。

它与一般的阅读教学思路的区别
在于：一般的阅读教学思路是“线
性”的，基本上是开讲，一段一段地
分析，然后小结课文特点。而“板块
式”思路是呈“块状”的。这种块状
设计，主要着眼于学生的活动，着眼
于能力的训练，以“板块”来整合学
习内容，来形成教学流程，来结构课
堂教学。

“板块式思路”不是一种教学方
法，而是一种设计、安排课堂上学生
实践活动的理念与要求。“板块式思
路”的研究与运用，其意义在于让课
堂教学过程清晰而又简明，让教学重
点突出而又内容丰厚，让学生的实践
活动充分而又深入。

1997 年以来，我通过我的教学实
例来表现“板块式思路”的魅力，我
的 200 多堂课的设计与教学，几乎都
与“板块式思路”有关，它们绝大多
数都运用了“板块式思路”的设计手
法。目前，我从教学科研中提炼出来
的全新的教学设计理念“板块式、主
问题、诗意手法”已经在大面积地影
响着中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

实践：
提炼高效课堂的真正规律

实践，就是“上课”，就是进入课
堂教学，在课堂教学的实践中提升教
学理念，发现教学规律，获得教学经
验，增长教学才干。

说“实践”是“硬招”，同样是因
为需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需
要面对有用、有效、简明、创新等一
系列的技术难题。

我长期从事教研员工作，50 岁后
才开始学讲中学语文的课，60 岁过了
才学讲小学语文的课。我登上讲台讲

课，一是为了从“板块式主问题诗意
手法”的角度获得亲身实践过的案例
资料，二是为了从自身教学实践中提
炼出“高效课堂教学”的真正规律，
三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与愿望——让
科学的大众化的教学设计艺术进入千
万个普通语文教师的课堂。

为了教学实践，我连续多年放弃
了无数休息的时间。

从 1997 年 11 月登上讲台，我用
了近 20 年的时间，讲了 240 多“篇”
课文的公开课 （含作文指导课、读报
课、复习备考课等），覆盖了小学、初
中、高中三个学段的教学，是具有

“海量”特点的课堂教学实践。2015
年，语文出版社“国家宣传文化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要为一批中小学名师
出版教学专著，很有意思的是，我这
个中学语文教研员出身的人，出版的
竟是 《余映潮教语文(小学卷)》，原因
很简单，课例多得用不完。

我用 10 年的时间，结合我的教学
实践，写出了 《这样教语文——余映
潮创新设计 40 篇》 和 《余映潮语文教
学设计技法80讲》。

我的教学实践，对自己有高标准
的入“关”训练：

第一关：练研读教材的本领。第
二关：利用教学资源设计学生的课堂
训练活动。第三关：精于语言学用、
技能训练和知识渗透的教学。第四
关：消灭教学中的一切碎问与碎读。
第五关：回避平俗手法，让课堂教学
纯净高雅起来。

我的教学实践，有切实的教学重
点，那就是“六关注”：

关注学生的语言学用，关注学生
的技能训练，关注学生的知识渗透，
关注学生的集体活动，关注学生的气
质养成，关注教学的时间效益。

我的教学实践，表现出“无提问
式教学”的鲜明特点。我明确地指出：

课文不是让语文教师用来“提
问”的，也不是让语文教师用来“就

课文教课文”的。语文教师课堂教学
理念的站位高度应该是：“利用课文”
进行教学，“利用课文”的高层境界是
建立“课文教学资源”的意识。语文
教师的第一教学功夫，是提取课文中
的教育教学资源。建立“教学资源”
的理念，是语文教师从低端能力向高
端能力发展的关键。在善于提炼教学
资源的教师的眼中与手中，任何一篇
课文都有使用不完的教学资源。

我的教学实践，不仅追求让学生
有丰厚的课堂学习收获，也会让语文
教师觉得这样的教学路径易操作、有
效果。

近几年，我着力实践的项目是
“好课”的设计，提炼出了“好课”设
计的基本的着眼点：充分有效利用课
文，充分设计学生有效活动；关注语
言教学，关注技能训练；着力于思路
清晰，着力于提问简洁；内容集中深
入，学生集体训练；注重细化角度，
注重优化方法；让学生真有收获，让
学生大有收获；得体地教学，得法地
教学；讲求教师素养，讲求教师教学
艺术。

目前不少省市建立了“余映潮语
文工作室”，我很高兴能用我丰富的课
例与年轻的语文教师们切磋、交流。
70 岁的我，近几年每年在各地工作室
中所讲的课，总量都在160—180节左
右。

这同样是一个“海量”，表现着我
对语文教育事业的诗意体会：

“发展”是我们每个人真正的大
事。

不同深度的磨练产生不同高度的
水平。

坚持燃烧自己创造的激情，这就
是“智慧”。有了这种“智慧”，就能
保持追求人生目标的持久性和忍耐
性，让自己具备走向成功的坚定意
志，让自己赢得创造成果的宝贵时间。

沉浸在自己事业的世界里，就是
修炼。

什么是课堂教学研究的“硬招”
余映潮

金秋游学，我有幸来到广东几所
学校，感受那里的优质课堂。其中，
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刘小岚老师的一
节绘本英语课带给我们惊叹，同时也
带给我们思考——原来英语课也可以
这样上。

刘 晓 岚 老 师 执 教 “ 短 元 音
‘a’”。本节课是一年级英语，与众不
同的是绘本英语，教师利用绘本组织
教学，学生使用绘本进行第二语言的
学习。

走进教室，我们新奇而又惊叹。
这是怎样的一间教室?没有桌子凳子，
没有讲台。抬头看看房顶上的灯，让
我们情不自禁地惊叫，呵呵，灯全是
由英语字母组成，抬头的瞬间就会不

由自主地吟诵这英语字母。孩子们能
不喜欢吗？这独具匠心的设计，道出
了学校为打造富有特色课堂的的良苦
用心。孩子们呢？席地而坐。地上放
着英语教材，这是学校老师们自己创
编的校本绘本教材，依据一年级孩子
们的性格、爱好、兴趣等特点编制而
成。看着孩子们拿在手上爱不释手的
样子就能猜出孩子们有多喜欢。老师
呢？更是令人惊讶，打着赤脚和孩子
们一起上课。在色彩缤纷的英语特色
教室里，老师一会儿和孩子们席地而
坐，一会儿跪着在孩子们的面前，一
会儿蹲下来，通过认读高频词、拼读
单词、找字母等环节，孩子们认识了
短元音“a”的读音规则。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拼读能力
以及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刘老师
还在课程中融入了 《The Top Cat》

《Rag the Rat》 两个绘本故事，和孩
子们一起朗读、表演、游戏。美妙的
音乐，可爱的表演，纯真的童心，仿
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英语童话世界、
快乐的知识殿堂。

课堂教学中，老师似乎不是老师，
是妈妈，是姐姐，和孩子们一起读着，
一起唱着、跳着，一起表演着⋯⋯孩
子们开心、自信、阳光的展示，张张
笑脸折射出学校开发的绘本校本课程
的魅力。

在这个英语特色教室，一节全英
语教学课，老师娴熟的课堂驾驭能

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所有的知
识点都巧妙地融入其中。看着一年级
孩子自信、标准的英语表达，观摩听
课者赞叹不已。我们着实品尝了一回
英语教学的特色盛宴。课堂教学就应
该这样重心下移，以学生为主体。

反思我们的英语课堂教学，值得
改进的地方很多。试想，我们的教室
不可能全都打造成特色英语教室，但
是否能在教室文化墙的一角有英语的
影子？是否也能如此的温情、温暖？
在我们的英语课堂教学中，是否也能
这样蹲下身子和孩子做朋友，在课堂
教学中扮演者姐姐、妈妈的角色，而
不是一本正经地维护着老师的师道尊
严？是否也能在英语课上和孩子们一

起无所顾忌地唱、跳，而不是一直由
老师在那里主宰着课堂,孩子们懵懂着
双眼听得昏昏欲睡？如何能让我们的
孩子们都能特别喜欢上英语课而不是
一看是英语课就愁眉苦脸？如何做到
在课堂教学中真的把话语权还给学
生，给孩子们自信？是否也能这样重
心下移，以孩子们为中心？是否也能
设计切合学生实际又内容丰富的课堂
教学而不是枯燥读一读，背一背，写
一写⋯⋯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
题，不仅仅是思考，应该是行动。让
我们的英语课堂也来一次蝶变，在实
践中创新，充满灵动，充满智慧！

（作者单位：湖北省保康县后坪镇
小学）

一堂没有讲台课桌的英语课
汪厚旬

“教育”的拉丁文出处是“edu-
cate”， 本 义 就 是 “ 引 出 ” 或 “ 导
出”的意思。正如教育家陶行知所
说：“‘学’字的意义，是要自己去
学，不是坐而受教。”由此可见，教
师的课堂角色不是“教学者”，而应
该是“助学者”“导学者”，课堂的真
正主人是学生。

可在现实的课堂教学中，却屡屡
发生教师“干扰学习”的事情。比
如，在自主学习阶段，学生还没有学
习几分钟，教材内容还没有读一遍，
教师就开始进行课堂提问；在合作探
究阶段，学生还没有讨论多长时间，
没有得出结论，教师就让学生停下，
进行交流；在成果展示阶段，各个小
组还没有将探究结果呈现出来，甚至
学生还在发言中，教师就匆忙打断学
生，展示预设好的答案，如此等等，
可以概括为教师“等不及”，结果只
能是学习如蜻蜓点水，很难内化于
心，更别提能力的提升了。再比如，
在学生自学时，教师总是不断插话，
一会儿要求大声读，一会要求动笔
写，让学生手忙脚乱；在学生讨论
时，教师来回巡视，不停地扫视课
堂，不时地将自己的看法倾吐出来，
试图将学生的探究引导到自己预设的
轨道上来；在学生质疑时，教师内心
恼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将学生的
不同意见扼杀在萌芽之中，如此等
等，可以概括为教师“放不下”，结
果让学生变得被动，不自信，很难真
正融入课堂教学中，学习的效果可想
而知。

“教师扰学”现象频发，最根本
的原因还是以师为本、以教为本的教
育教学观念在作怪。他们对学生不放
心，不信任，总想把知识嚼烂喂给学
生。时代发展到今天，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已经成为潮流，在课
堂教学上，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创设良
好的学习环境，制定鼓励学生充分发
表观点的机制，创造有利于学生相互
切磋的氛围，为学生的课堂学习保驾
护航。在具体的教学策略上，教师要
以“助学者”的身份“导学”，让学
生明白指向学习目标的学习任务，在
收集学习信息 （学情） 并科学处理
后，以正确的方式推进学习。

陶行知有句经典的话：“好的先
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
生学。”教师只有勇于放权，敢于放
手，科学引导，让学习在学生身上真
正发生，才能让学生的思维更加自由
地绽放，才能真正成就学生。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第一
中学）

教师为何会
“扰学”

马玉顺

⦾听课

⦾我见

名师 思录录反反

余映潮：特级教师，原湖北省荆州市教科院中学语文教研员，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语
会名师教研中心主任。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培训专家之一，被誉为“中青年语文教师课堂教学艺术研究
的领军人物”。著述丰富，已发表各类教学文章 1500 余篇，出版了 《余映潮阅读教学艺术 50 讲》 等 14 本专
著。创建了全新的“板块式、主问题、诗意手法”阅读教学艺术体系。

人物介绍：

课堂教学是核心素养理念落
地的主要依托，是课程改革由蓝
图到现实的必由之路。课堂教
学，有时候因为理念、方式的一
点改变，或是某种工具、技术的
介入而一下子变得更加生动，更
加深刻，更加贴近素养的要求。
我们需要探寻这些让课堂教学变
得生动和深刻的因子。

课程周刊拟开设“课堂新风
向”系列主题版面，每月聚焦一
到两个主题，围绕课堂教学改革
中的新趋向、新探索、新的问题
和现象，展开分析与讨论。

首批推出的两个主题，关键
词为“思维导图”和“绘本教
学”，很多学校在这些方面积极
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来稿
可以围绕思维导图 （或绘本教
学） 的价值和意义，在课堂中如
何运用，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等进行探讨，也可以与读者分
享你的课堂教学案例和经验。
稿件依据情况，2000-3000 字
为宜。“思维导图”主题稿件请
发 至 wangrl@edumail.com.
cn，“绘本教学”主题稿件请发
至：duyue295@163.com

约你写稿啦
主题：思维导图 绘本教学

因为“语文教研员”的职业身
份，我非常关注日常课堂教学研
究。我用自己的方法观察着中小学
语文教学的世界，同时进行着自己
的课堂教学思考与实践。

我认为课堂教学研究有招术、
需要讲招术，我称自己教学研究的
招术为“硬招”，是因为非常辛
苦，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很
多硬招，其实也是实招、巧招，有
时甚至可以说是绝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