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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

⦾我见

研学旅行重在
“研”
不在
“旅”

什么样的课堂让学生难忘
张晓华

李昆
当前，中小学研学旅行是大家
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去年年底，
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
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文件，明确提出将研学旅行纳入中
小学教学计划。但在具体落实过程
中，往往出现重旅游、轻研学的倾
向。根据我校以往组织学生暑期研
学旅行的经验，本人试图对研学旅
行中研究性学习难以良好进行的原
因进行一些剖析，并提出一系列解
决策略。

研究性学习和旅游相结合的体验式
课程，理想中的模式应该是学生在
旅行过程中自主发现问题，在教师
指导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
培养自身综合运用知识与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这也意味着，学生研
究性学习的难题，不是某一单一学
科知识就能够解决的，需要拥有跨
学科知识和视野的教师引导，这就
对教师的基本素质和学术水平提出
了非常高的要求。

启发。通过学校层面的统一管理和
协调，一方面帮助学生充分认识到
研学旅行的真正目的，另一方面也
给教师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充分
保证了研究性学习的落实。
深入研究设计研学内容。研学
旅行的核心是研究性学习的开展，
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如何能
够在几天旅行的过程中，实实在在
地开展这项活动，考验的不是孩
子，而是整个课程的设计者和实施
措施到位，研学质量 者，具体来讲就是学校中指导研究
性学习的教师。为了能够充分满足
研学旅行为何难以达 才有保障
学生在研学旅行中研究问题的方
到预期效果
从 2012 年起，我校开始组织 向，我们学校从各个学科都抽调了
在研学旅行中，最容易出现效 部分学生进行暑期的研学旅行活 有经验的指导教师，这些教师都有
率低下的原因就是把研学旅行当作 动，至今已有 6 个年头。面对研学 多年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金鹏
了单纯的旅游，忽视了研究性学习 旅行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我们试图 科技论坛、明天小小科学家、翱翔
的开展。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通过如下方式进行破解。
计划等活动中指导学生研究的经
方面：首先，由于学生还是未成年
专项管理，明确定位。我校专 验，同时这些教师本身都具有硕士
人，长时间处在校园内相对封闭的 门建立了“研学旅行课程部”，将 及以上学历，受过良好的学术训
学习与生活环境中，一旦有机会走 研学旅行定位在：“以研究性学习 练，可以说这支指导教师队伍是研
出校园，大家都感到异常兴奋，但 为主体，以旅游为课堂教学的延 学落实的最好保证。
同时学生往往会对研学旅行的目的 伸，培养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运用
指导教师队伍建立以后，下一
与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在研 多学科解决问题能力的社会实践课 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引导还没
学旅行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重游轻 程。”学校组织各学科教师，集体研 有研究经验的学生在活动过程中能
学的情况。其次，学校对于研学旅 磨了《研究性学习旅行课程教师指 够迅速进入状态，具有发现问题和
行的重要性理解不到位，对研学旅 导手册》和《研学旅行学生手册》。 解决问题的意识。于是，经过多次
行的时效性要求不够。目前，各级 《研究性学习旅行课程教师指导手 集体研讨，指导教师通过集思广
教育教学管理部门尚未给出明确的 册》主要向教师说明：
学生研学旅行 益，确定每一次研学旅行的主题、
研学旅行评价机制，所以有些学校 的目的及意义；研学旅行的流程及 路线，并且在每一次研学旅行前，
往往和旅行社或者文化交流公司合 具体安排；指导学生研究性学习的 都为学生开设研究性学习选题和研
作，让后者拿出一整套课程方案， 基本方法及注意事项等。
《研学旅行 究方法的专题讲座。同时，为了帮
学校直接购买服务。此种情况下， 学生手册》主要向学生介绍：
研学旅 助学生进一步选好题，做好研究，
学校减轻了负担，但相应的研学旅 行的目的和意义；研学旅行前期的 在每次研学旅行出发前，指导教师
行的质量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 知识、身体、思想相关准备工作；研 团队都会给学生提供 《教师建议选
再其次，能够高水平策划并有效组 学旅游过程中的具体安排和研究性 题集》，作为范例，帮助学生理解
织研学旅行的教师欠缺。研学旅行 学习开展的流程等；此外向学生提 选题的方向与方法。例如，在去河
对教师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而真正 供前几届研学学生的心得体会和研 南红旗渠进行研学活动前，我们请
能够胜任的教师不多。研学旅行是 究性学习成果，为学生提供范例和 各学科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些选题建

议。例如：政治课教师提出了“红 心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组织下，模
旗渠精神的内涵”
“红旗渠精神的当 拟科学研究的一般性过程，进行的
代价值分析”等选题。地理课教师 课题研究。而研学旅行中，不仅仅
提出了“探究红旗渠沿线易发生哪 有研学的活动，还有学生在日常生
种地质灾害”
“红旗渠红色旅游发展 活中的表现，所以，本着充分尊重
现状调查研究”等选题。历史课教 和保护每一个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师提出了“红旗渠精神产生的历史 我们运用多元的评价方式来对研学
条件分析”
“红旗渠总设计师杨贵的 的成果进行考核。
传奇人生”等选题。语文教师提出
所谓的多元评价，首先是评价
了
“红旗渠红色歌谣研究”
等选题。 主体的多元，由学生自评、同学互
聘请当地专家，指导学习过 评和教师评价三部分组成，每个评
程。我们在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时， 价主体都具有相同的权重，这样的
都聘请了当地的知名学者专家，一 设计将研学旅行中的每一个参与者
方面介绍本地的风土人情，另一方 都变成了评价者，因此能提升学生
面介绍本区域中乡土研究的情况， 的积极性。其次，多元评价体现在
更重要的是请这些专家为学生的研 评价内容的多元，我们设计的评价
究性学习选题把关，并提出进一步 内容既囊括了研究性学习各个阶段
研究的建议。比如，我们到长春进 （研 究 选 题 、 研 究 过 程 、 研 究 报
行研学活动时，聘请了吉林大学中 告），又包含了学生在整个研学旅
国语言文学系沈文凡教授，为学生 行过程中的言行举止、集体观念等
进行了 《东北三省文学研究历史与 内容。再其次，多元评价还体现在
现状》 的专题讲座，从文学的角度 评价形式的多元。除了进行纸面上
为学生展示了东北地区学术研究的 的打分评比，回到学校以后，我们
源流，并且在讲座后，就学生的选 还会举办研学旅行征文、摄影比赛
题进行个别指导。经过当地专家的 等后续活动，使学生的研学旅行变
介绍和具体指导，学生的研究性学 得更加丰满，帮助更多的学生利用
习选题与开展就有了质量上的保 自己擅长的方式与他人分享研学旅
障。在当地专家指导的基础上，我 行的感受与收获。
校的各学科指导教师，在研学旅行
研学旅行的设计与实施是一个
过程中，会根据学生选题的方向， 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保证安全
有针对性地每天对学生的研究进度 的基础上，从学校的层面进行引
进行检查和指导。在学生的研究遇 领，帮助学生认识研学旅行的目
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会和当地聘 的；需要有一支过硬的指导教师队
请的专家进行联系，请专家给予专 伍，设计出完善的课程内容；需要
业性的指导。
有当地专家的指导，帮助学生开展
多元评价，促进研学 研学活动；需要利用多元评价，帮
助每一个学生将研学旅行的成果展
深化
示出来。
研学旅行的核心活动是学生开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七一
展研究性学习，而研究性学习的核 中学）

在苏教版五年级的语文
课文里，有一篇作家刘绍棠的
文章 《师恩难忘》，写的是他
对一位小学教师的回忆。最让
刘绍棠难忘的是，田老师每讲
一篇课文，都要编一个引人入
胜的故事。刘绍棠说：“我在
田老师那里学习了四年，听了
上千个故事，这些故事有如春
雨点点，滋润着我。”也正是
田老师的一则则故事，在刘绍
棠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文
学的种子，让他长大后成为一
名作家。在这篇回忆性的文章
里，刘绍棠还举了田老师讲古
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
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
花”时所讲的一则故事：一个
小孩子，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
姥姥家，一口气走了二三里
地。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
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里
冒炊烟……可以说，是田老师
的故事课堂，让作家一生难以
忘怀。
在苏教版六年级的教材
中，还有另一位作家苏叔阳所
写的怀念老师的文章 《理想的
风筝》。苏叔阳难忘的刘老师
是一名残疾人，“他有一条强
壮的右腿，而左腿，膝以下被
全部截去了，靠一根已经用得
油亮的圆木拐杖支撑”。苏叔
阳难忘的课堂，是刘老师对自
己的调侃：有一次，他在讲到
女娲补天造人的传说时，笑着
对我们说：“女娲氏用手捏泥
人捏得累了，便用树枝沾起
泥巴向地上甩。甩到地上的
泥巴变成了人，只是有的
人，由于女娲甩的力量太大，
被甩丢了腿和胳膊。我就是那
时候被她甩掉一条腿的。”老
师的讲话，让教室里响起一
片笑声。接下来描写刘老师带
着学生放风筝后，苏叔阳写
道：“他将永远在我的记忆里
行走、微笑……”
两位作家的回忆，有课
堂上让人难忘的故事，有老

师的轻松幽默。这不禁也引
起我的思考：身为一名教
师，我们的课堂又凭什么让
学生难忘呢？
为提高教学效益，我们尝
试着改进教学设计，优化教学
手段，注重信息整合。课堂上
不再只是一支粉笔、一本书，
有了多媒体，有了声光电，课
堂教学越来越现代化，也越来
越“时尚”，可是，这样的课
堂，会让学生终生难忘吗？
在两位作家的回忆文字
中，我们发现，让学生难忘的
课堂，首先没有统一模式。其
次，难忘的内容不同，其中却
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教师鲜
明的个性与风格，将每一堂课
都打上教师个体的独特烙印。
同时，让学生难忘的课堂，一
定源自教师对教学的用心和发
自内心对学生的爱。在两位作
家的文章中，不论是对学生娓
娓而谈的田老师，还是用自己
的残疾来善意调侃的刘老师，
他们面对学生时，真正做到了
眼中有人，心中有爱，将学生
当作课堂上与自己平等的生命
个体，所以，毫无保留地与学
生真诚交流，用心引领学生走
进美好的知识世界。
回到上面的问题，我们不
难明白，课堂上让学生难忘
的，其实就是在课上带给他们
的某种真切感受，这种感受在
不断累积之中，让他们铭记一
生。所以，身为一名教师，要
时时记得，我们的课堂将带给
学生怎样的感受呢？
或许可以说，让学生难忘
的课堂，同时也应当是让教师
感到幸福的课堂。因为，这样
的课铭记在学生的心中，也会
陪伴他们走向各自人生的远
方。行走于课堂之间，在一双
双闪亮的眼睛之间，我们应当
不断反问自己：你的课堂，凭
什么让学生难忘？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
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分享

新学期小学生
开始上科学课

数学课堂：
拓展探索的空间
卢海霞

根据教育部最新修订的 《义务教
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从 2017 年 9
月开始，小学一年级将增设科学课，
并将其作为基础性课程。
近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先盛里小学，教师指导一年级学生在
科学课上体验“废纸变新”趣味实
验。
新华社发 （曹建雄 摄）

⦾品味

多方发掘古诗词之美
宋志强

新学期，教育部对中小学语 代流行音乐的元素。比如，我们可
文教材内容进行了调整，大幅度 以借用影片 《笑傲江湖》 的主题曲
增加了古诗文的比例，一些学生对 《沧海一声笑》 的旋律吟唱唐代诗
古文学习不免有畏难情绪。作为小 人刘禹锡的 《陋室铭》，甚至还可
学语文教师，能否找到一种方式， 以 在 教 学 苏 轼 的 《明 月 几 时 有》
引领学生快乐地徜徉于诗词之林、 时，先播放当下风靡一时的流行歌
领略古诗词之美，从而增加文化 后 王 菲 版 流 行 歌 曲 《明 月 几 时
修养、陶冶性情呢？依据个人的 有》。在这样巧妙合理的“嫁接”
教学经验，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 中，我们的古诗词教学更有时代气
方面入手。
息和普适意义，可以让音乐之美在
学生心田上肆意流淌。

吟诵吟唱，感受音乐美

联想想象，赏析画面美

我国古典诗词讲究音韵，很多
古诗词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本身
古希腊诗人西蒙奈底斯说过：
就是一首动听的歌曲，从先秦到明 “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
”一首
清，我国的古诗词大多是可以用来 诗就是一个或众多意象组合而成的
歌唱的。因此，教学时可以通过反 画。在教学时我们要善于引导学生
复吟诵或试着给诗词谱曲的方式感 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来重现、欣
受和再现其内在的音乐之美和情感 赏、品析诗中那一幅幅精美的画
之美。如：李煜的 《虞美人》、岳 面。如：张继的 《枫桥夜泊》 这首
飞的 《满江红》 等唱起来，音韵婉 诗，就由“月落”“乌啼”“霜满
转，余音绕梁。学生在这样的吟诵 天”
“江枫”
“渔火”几个意象构成
和吟唱中身体得到一种解放，心灵 了一幅孤寂、萧瑟、悲凉、愁苦的
得到一种释放。
秋江夜泊图，映衬出诗人的羁旅愁
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融入现 怀。又如：马致远的 《天净沙·秋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思》 中开篇枯藤、老树、昏鸦三个
名词作为整篇诗词“舒枝展叶”似
的支撑性框架，架构起冷落暗淡而
又清新幽静的意向。纵观全篇，
枯、老、昏、古、西、瘦六个字，
将诗人的无限愁思自然地寓于图景
中。这样一种通过联想和想象教学
古诗词的方式，会有纲举目张、提
纲挈领的教学功效。在诗和画的循
环往复中，学生也会深度感受文字
所建构起来的唯美画面。

字斟句酌，体会语言美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准确、
生动、凝练、精辟、优美、形象，
往往一字千钧、言简意赅。尤其是
古诗词，最讲究“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所以教学时，可以从关键字
句入手，发挥学生的想象和联想，
通过对各种物象的关系，体悟诗中
的情感和哲理。如：苏轼的 《惠崇
春江晓景》 中“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个“知”字
赋予鸭子以人的情感，展现出春回
大地、桃红竹绿、冰清雪融、群鸭
邮政编码：100082

戏水的欢快画面，折射出诗人愉悦 味 诗 歌 的 意 境 之 美 。 如 ： 张 继
的心情。王昌龄 《从军行》 中“黄 《枫桥夜泊》 全诗二十八个字，四
沙 百 战 穿 金 甲 ， 不 破 楼 兰 终 不 句，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句句有
还”。一个“终”字蕴含着太多的 景，萧瑟、悲凉、愁苦的画面与诗
内容，“作豪语看亦可，然作归期 人羁旅愁怀紧密连接，营造出一种
无日看，倍有意味”。“用一‘终’ 孤寂、飘零的意境，从而达到了情
字使人读之凄然，盖终不还者，终 景交融、融情入景、意境清远等既
不得还也，连上句金甲着穿观之， 可意会也可言传的和谐统一的抒
久戍之苦益明。”诗歌语言内在的 情效果，让诗歌的感染力和影响
情感之美一览无余、跃然纸上。
力直抵学生的心灵。
总而言之，古诗词的教学要抛
玩味品味，感悟意境美
却功利和浮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
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 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享受
千个哈姆雷特”。古诗词教学的最 韵律美、感悟语言美、想象画面
高境界就是对其意境的感知和把 美、品味意境美，让孩子在古诗词
握。因为诗歌往往不是对客观现实 教学中提升语文核心素养，在古代
进行全面、具体、细致的描绘，而 诗歌吟诵吟唱中完善精神人格，在
是选取现实生活中最富有特征性的 穿越历史岁月中积淀文化自信。最
片段，描绘出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生 终让诗歌真正融入学生的生活之
活画面，烘托出与这种画面相吻合 中、生命之中，真正让古诗词的教
的情调氛围。所以我们在教学中， 学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发挥其
应该让学生在了解诗歌创作背景和 润泽心灵、陶冶情操、激扬精神的
动机的基础上，引领学生通过多种 价值和功能。
方式去感悟诗歌的语言美、思想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北
美、韵律美、图画美，从而充分品 京师范大学蚌埠附属学校）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小学生抽象思维能力较
差，大部分人觉得数学枯燥难
学。如果教师多为学生创设和
提供一些自主活动的空间，
让每
个学生都有机会积极动脑，
快乐
参与，
教学面貌会大为改观。
以苏教版数学四年级(下
册) 《解 决 问 题 的 策 略》 为
例，教材中的例 2：“订阅下
面的杂志，最少订阅 1 本，最
多订阅 3 本。有多少种不同的
订阅方法？”教学中我将之改
编成“羊市场有山羊、绵羊、
湖羊三种羊，王大叔最少选养
1 种，最多可选养 3 种，请问
最多可以有多少种不同的组合
选 养 法 ？” 同 时 请 学 生 参 与
“帮王大叔先围羊圈，再选羊
种”的现实问题。改造过的题
表面看虽然与教科书上题型相
近，但不同的情境，使旧课复
习与新知探究部分成为一个整
体，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欲望。
上课伊始，我引导学生回
忆已学过的解决问题的策略，
比如画图、列表等方法。探究
“围羊圈”问题时，先让学生
猜测，羊圈的长和宽可能有哪
几种情况，再让学生拿出课前
准备好的小木棒、表格数据等
材料进行验证推算，这样的探
究方向明确，学生课前有准
备，做起来不会漫无边际。当
学生探究出“围羊圈”的几种
情况后，启发学生思考：“如
果你是王大叔，你会选哪一种
围 法 ？” 当 大 部 分 学 生 发 现
“选择面积最大的”比较有利
时，教师再次引导学生比较长
方形的长、宽、面积，并设问：
“从这当中能发现什么规律
呢？”鼓励学生积极比较探索，
在探索中创新。最后，学生通
过自己动手，发现了如何让长
方形面积增大的规律。他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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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图形让同学观察、验证，
一起
感受探究的成功与喜悦。
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说
过：“学生的错误都是有价值
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不断
试错的过程，学生正是在不断
地发生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
中获得学习能力的。在学生探
寻“围羊圈”有多少种情况
时，老师要放手让学生探究，
事先不必提醒学生先怎么做，
再怎么做。学生的探究结果并
不相同：有 8 种围法的，有 3
种围法的，有 4 种围法的。抓
住这一宝贵资源，让学生自己
评价分析。
而有的老师没有让学生经
历这样犯错的过程，学生在老
师铺好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有
序地列举出了所有的围法。老
师还追问：“这样有序的列举
有什么好处？”试问学生不曾
体会到“从无序到有序地思
考”，如何体会“列举出的情
况既不会重复，又不会遗漏的
好处”？经验是不能手把手地
教的，最好是在学生主动学、
犯错后再点醒，学生才会彻底
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才不会再
犯错。有些错误总是要犯的，
犯得越早，损失就越小。
实践证明，老师的欣赏和
同伴的评价、激励，会给学生
带来莫大的快乐体验。当“围
羊圈”问题出现了 3 种不同的
结果时，要慷慨地把时空让给
学生，把评价的权利还给学
生，为学生的相互评价创设机
会。因此，课堂评价不应局限
于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应鼓励
学生之间的互评。在互评中，
学生的意见互相启发、互相补
充，可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
市安丰镇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