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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欣赏陶行知先生说过的一句
话：“先生的责任不在于教，也不在于教
学，而在于教学生学。”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教学的目
的不仅是教会学生知识，更要教会学生
学习。教师如果只“教”或只“教学”，
把学生当作容器灌输，学生被动地接受
知识，自主能动性难以激发，学习能力
很难提升；教师只有“教学生学”，将学
习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钥匙交给学生，
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启发学生的
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
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成
为真正的实践者和创造者。

让自主学习成为习惯

在我的教室内有一条横幅，上面写
着“让自主学习成为习惯”。

自主学习需要学生根据学习目标，
自主制订学习规划，优化学习路径，不
断自我反思，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学习目
标，解决问题。显然这个过程对学生来说
是不容易的，比起坐在教室里，一味地听
老师讲，记录老师的板书要困难得多，也
要辛苦得多。特别是当学生还没有掌握
自主学习的方法时，自主学习是很有挑战
性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效率都会受到影
响。我曾经在课堂上发现，学生自主阅读
时，抓不住章节的重点，找不出段落间彼
此的联系，更提不出自己的问题；小组讨
论时也常常跑题，或争得面红耳赤，或不
欢而散，学习效率不高。

实际上，课堂上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这个过程对老师来说，也是很艰难
的。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老师准备好
教案，按部就班地讲课是最简单的教学
方式。帮助学生学习，教会学生“学”
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课堂上不开始自
主学习，不帮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学
生可能永远不会自主学习，或者自主学
习的效率始终不高，遇到新的学习内
容，碰到新问题，就会永远等着老师，
需要自主解决问题时就会产生畏难情
绪。所以“让自主学习成为习惯”，既是
写给学生的，也是写给老师的，通过这
样的氛围营造，鼓励师生双方都要改变
各自熟悉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走出
自己的舒适区，不断挑战自我，在自主
学习的过程中共同成长。

营造自主学习的氛围，还需要在课
堂上营造自由、民主、和谐的学习氛
围。例如，每个单元我都将学习目标分
级，供学生自主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学习基础和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
己的学习目标，既可以选择达标级，也
可以挑战更高的学习目标；学习方式也
可以自己选择，可以选择自己学习，也
可选择小组合作学习；桌椅可以根据不
同的学习内容、不同的学习方式采取不
同的摆放形式。当我们充分尊重学生
时，尊重他们不同的学习基础、不同的
学习路径、不同的学习方式、不同的学
习能力，学生会感受到身心的自由，感
觉按照自己的方式学习很安全，他们的
思维会变得异常灵活，灵感更容易被激
发，学习潜力容易被发现，创造力会得
到更好的发展。课堂上大量的时间交给
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学生有了更多思考
的时间，师生间、生生间平等的交流，
能让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发散，他们
不再迷信老师和书本。在师生交流课
上，在关于生物内容的学习中，有的学
生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提出新的看
法，有的学生会用化学知识提出疑问，

有的学生用数学知识推理，有的学生用
物理知识与我“讲理”，还有的学生用网
络上的多种观点提出反驳⋯⋯课堂表面
看似混乱，但是师生都紧紧围绕问题，
似乎都有话可说，常常争论不休，思维
的火花不时迸发，在这过程中，收获着
宝贵的教学相长。

讲给别人听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我自己有多年的教学经历，一年一
年地讲，为了让学生爱听，爱学，自己
也钻研了很多东西，花了很多心血，可
以说是越来越会讲课了。在帮助学生自
主学习的过程中，我放弃了自己讲的教
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有的学生开
始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学习方式，更喜欢听
老师讲，喜欢老师面面俱到地讲，愿意让
老师细致周到地讲，喜欢老师将重点、难
点、考点都一一呈现，然后记在笔记上回
去再复习。在推进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
中，有的学生不愿意与他人分享，不愿意
参加小组讨论，特别是一些学习成绩比较
好的学生，他们认为自己会了，不愿意与
人分享，不愿意帮助其他同学。

如何帮助学生转变观念，如何帮助
学生理解合作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呢？我
与学生分享了自己教学和学习的经历。
老师讲课学生之所以喜欢，那是多年

“讲”出来的，在一遍遍的讲解中，不断
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不断优化素
材，完善教学方案，是通过一次次的
讲，让教师获得进步和成长，所以“讲
给别人听”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我
进一步引导学生：很多内容，你看一
遍，不一定能够记住；听一遍，不一定
能理解；而给别人讲一次，效果就不一
样了，自己一知半解，是无法讲给别人
的；别人一追问，说不出来所以然了，
说明自己还没有真正掌握。如果还要让
别人喜欢听，让别人能够听明白，还可
以回答别人的问题和质疑，这个过程是
对自己是否真正理解所学内容或是否会
应用知识的一个检验。给别人讲的过
程，会不断加深对所讲内容的理解，别

人的质疑和问题不断促进你的反思，拓
展你对内容的思考。讲给别人听，表面
看帮助了其他同学，实际上自己更收益。

在这样的课堂文化中，小组合作学
习的氛围开始改变，自认为学得不错的
学生在讲的过程中，确实有讲不下去的
时候，发现自己理解不够准确；学习基
础稍弱的学生也会在一次次追问中将主
讲的同学问得哑口无言；有的学生在课
上讲得头头是道，当时没有受到质疑，
回去自我反思却发现自己讲得有问题，第
二天上课时，主动要求重新分享所讲内
容。正是在这种你问我讲、你讲我问的过
程中，大家的思维都被打开了，对所学内
容的理解不断深入，看问题的视角不断拓
宽，学习由书本引申到现实生活，由课上
延伸到课下，而且学生的理解力、表达力、
反思力都在潜移默化地提升。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自主学习不是让学生自己学习。特
别是对中学生来说，很多学生还没有形
成自主学习的方法，自主学习能力还不
够，此时方法的指导不可缺少。

以阅读为例，生物教材有很多图示
和图表，可读性很强。可是我发现很多
学生不习惯阅读教材，有的学生告诉我
读不出什么内容，更喜欢听老师讲课，
还有一些学生喜欢做题，不愿意读教科
书，在做题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才拿出
教材，寻找答案。也有的学生阅读时候
比较机械，死记硬背，将所有的名词术
语都背下来，但是对于问题还是不能迎
刃而解。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明，学生不
会阅读，他们没有 理 解 编 写 者 意 图 ，
不知道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能深
入理解蕴藏在其中的学科思想，无法整
体形成知识体系，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
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教会学生自主阅
读，仅仅提供阅读时间还不够，还要给
出具体的阅读方法，提供阅读的工具，
使学生逐渐学会自主阅读。我结合生物
教材的特点，根据文本、图表和实验等

不同的内容，向学生推荐了不同的阅读
方法。在文本阅读中，我向学生推荐了

“隐含内容，引导阅读”“同类内容，归
类阅读”“易混内容，对比阅读”等十种
阅读方法。例如，有的内容教材高度概
括，叙述得比较简洁，需要深入挖掘；有的
内容只配了图，对应的文字不多，针对这
些隐含的内容，我建议学生通过设计问
题，来引导阅读，突破这些隐含内容。例
如，教材中配有“细胞周期图”，阅读中可
以通过以下问题来挖掘图中信息：①细胞
周期包括几个时期？②哪个时期最长？
有什么意义？③如何描述一个细胞周
期？④所有细胞都有细胞周期吗？

另外有的内容，相关性比较强，分
散在不同章节或者模块中，针对这些同
类内容，需要总结一下，归类专题阅
读，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呈现。例如，染
色体内容，分散在不同模块、不同的章
节中，通过归类专题阅读，学生绘制了
以“染色体”为核心词的概念图，彻底
澄清了染色体与染色质、姐妹染色单
体 、 同 源 染 色 体 的 关 系 ， 染 色 体 与
DNA、基因的关系，染色体与单倍体、
多倍体的关系。通过专题阅读，可使学
生对相关知识掌握得更全面、更系统、
更深人，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培
养学生综合分析的思维能力、综合运用
的解决问题能力。

针对生物学科教材中图表比较多，
如何阅读图和表，如何深入理解背后的
信息呢？我向学生推荐了“感知—理解
—迁移”三步阅读法。即见到图表后首
先要感知，通过阅读图的名称，观察图
的走势，捕捉关键节点、建立初步联
系；然后与对应的文字内容相结合，加
深理解图的含义，也可以通过图与图之
间的比较来加深理解，建立知识图谱；
最后经历自我反思、自我优化的过程，
通过模仿、改良、自我创造多种方式迁
移应用，构建出符合自己认知的图表。

总之，在帮助学生学会学习的过程
中，我始终从学生实际出发，通过观察
学生学习中的现象，发现问题，归类，
找到症结，然后因地制宜地解决。

课堂重建：帮助学生成为学习主人
王春易

2015 年 4 月 13 日，市教研员通知我
准备上一节省级公开课，内容是五年级
下册 《分数的意义》。接到任务，自己思
考后，又对自己近 30 年积累的此课资料
仔细研究，圆满完成了课堂教学任务。
任务之所以完成得顺利、省时、省力，
源于刚走上工作岗位看到的一个现象：
每当举行公开课或者各级优质课比赛，
经常见到执教的教师，到处寻找小学数
学杂志，多的甚至抱着几十本，以期从
中找到要执教内容的解读、教学实录，
借鉴到自己的教学当中，真是书到用时
方恨少。如果平时做个有心人，注意积
累教学资料，分类保存，建立起自己的
教学资源大数据库，就不至于临时抱佛
脚，用时手忙脚乱地到处找资料了。鉴

于此，我平时积累了大量关于数学教学
方面的资料，以下是建立自己的教学资
源大数据库的做法，仅供参考。

自 1989 年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注
意对教学资料的积累，除单位征订的小
学数学专业杂志外，个人又订阅两种。
这些杂志上自 1990 年以来刊登的对同一
课时内容的专家解读、名师教学设计、
全国和省优质课实录、教后反思、听课
感悟等内容，我都进行了摘抄、复印、
剪切。按课时分类整理为卷首语、课标
解读、教学模式、如何评说课、名师成
长、整数、小数、分数百分数、比与比
例、运算定律、量与计量、图形、方
程、解决问题、策略与方法、数学广
角、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练习复
习与测试等类别。在电脑中分类建立 32
个文档，随时录入有关内容。如今智能
手机的普及，手机中文字扫描等很多

APP 软件，更便于教师随手记下看到的
资料。经过分类整理，积累的所有教学
资源一目了然，方便学习借鉴，成为自
己的一笔宝贵财富。接下来我再把这些
资料依据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版本”：

教学资源 1.0 版。2001 年前即课改
前的资料。此时 《教学大纲》 关心“教
什么”“怎样教”，考核关注“是否教
了”“教得是否到位”。此时教育的关键
词是传授知识。

教学资源 2.0 版。2001 年至 2011 年
间即课改后的资料。1999 年开始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此时课程标准实验稿注重

“双基”“两能”“三维目标”“六个核心
词”。此时教育的关键词是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教学资源 3.0 版。2011 年至 2016 年
间的资料。此时课程标准（2011 年版）提
出“四基”“四能”“十个核心词”。

教学资源 4.0 版。2016 年至今的资
料。此时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和
学科核心素养提出。此时教育的关键词
是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以
培养学科核心素养为目的。

经过长期积累，教师完全可以建成
自己的教学资源数据库，使教学资源大
数据会“说话”，实现自我与不同时期执
教者对同一教学内容跨越时空的交流，
启迪催生自己的教学智慧，更好地优化
实施自己的个性化教学。这样可以避免
想用到某个资料，感觉这个资料似乎在
哪里见过，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以至
于后悔当初没有随时记录的遗憾。我自
己多次执教省、市、区级的公开课，发
表了多篇论文，都是受益于教学资源数
据库的启发。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教
育局教研室）

做个善于积累资源的有心人
宋堂军

歌声助我收服“众猢狲”

回望 32 年教师路，工作
之初的 14 年，我是在乡村学
校度过的。2001 年，我终于
调进资中一中。进城的喜悦还
没消退，迎面而来的却是一场
不见硝烟的战斗！

我接手了初三年级 5 班的
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那个
9 月的上午，当我第一次踏入
我的班级，我犹如来到了“花
果山”，学生有追逐打闹的，
有舞刀弄棍的，也有发呆发愣
的⋯⋯我是“孙悟空”吗？我
有降服众猢狲的“金箍棒 ”
吗？

上课了，学生还在说话打
闹，课堂乱七八糟。课间，我
班学生乱窜，骚扰其他班级的
学生，老师们纷纷上门告状！
道理说尽，无用！罚扫地、罚
抄作业，无用！怎么办？

准备朱自清散文 《背影》
的教案时，备课中间，我灵机
一动，在导入环节中，我做了
一个大胆的设计。这一天，我
故意迟到了一分钟，当我背着
吉他走进教室，喧闹的教室突
然安静下来，我乘此机会，拨
动了琴弦⋯⋯

“喝一壶老酒，让我回回
头。回头啊望见，妈妈的泪在
流。每一次我离家走，妈妈送
儿出家门。每一回我离家走，
你一步三回头⋯⋯”

随着音乐的展开，随着吉
他的律动，我看见一双双充满
好奇的眼睛⋯⋯这堂课，效果
出奇地好，“猴儿们”静下来
听课了，规矩了。下课了，好
多学生聚集在我的周围，谈音
乐，弹吉他，师生之间的隔阂
逐渐消融了，紧张对峙的师生
关系缓和了。

我抓住时机，重新组建班
委和各种互助小组，我知道从
学习上要迅速扭转局面是不可
能的，我决定从清洁卫生入
手。我选拔了一名跟我学习吉
他的学生小曾做劳动委员，他
年龄略大一点儿，在班上有一
定的影响力，有组织领导能
力，在劳动中常常以身作则，
最苦最累的活争着干。在他的
带领下，我班卫生工作多次受
到年级、政教处的表扬，渐渐
地我们班在校园广播里有声
了，表扬增强了孩子们的信
心，表扬凝聚了班级的精气
神，表扬改变了学科教师的看
法。

一个月，班级面貌迅速改
变，其他班的班主任都说，花
果山上的“猴儿们”被我收服
了。在随后的工作反思中，我
写道：班主任的综合素质，特
别是一些特殊技能如唱歌、书
法、朗诵、舞蹈、体育等，会
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歌声助我支教出彩

2004 年，受县教育局和
学校的安排，我到阿坝州汶川
县桑坪中学和水磨中学支教。

那时，都汶高速还没有修
好，我们乘的车子只能在盘旋
于岷江河畔的老路上颠簸前
行。一路颠簸 7 小时之后，晚
上 9 点才到达汶川县城，当地
老师以热情的晚宴来迎接我。
饭后，我得到了第二天上课的
主题，没想到是一篇说明文《漫
话小行星》。我绞尽脑汁，各种
设计在头脑中出现，否定，再设
计，再否定，次日凌晨 1 点，教
学设计才基本成形。

第二天，课前 5 分钟，当
我走进上课的教室，只见教室
里黑压压一片，有学生，有听
课教师，有教研员，有摄像
机，有照相机，现场学生们都
很紧张，我感觉到气氛的压抑
沉重，不禁心慌起来。

这时我灵机一动，突然
想到昨晚晚餐时汶川老师的
羌族祝酒歌 《咂酒歌》，我
开口就唱 ：“清亮亮的咂酒
呃⋯⋯”随着我的歌声，藏
族、羌族孩子热爱歌唱的天性
被激活了，他们跟着我唱起
来，甚至后面的听课教师也唱
起来。当羌族语言的吉祥如意

“纳吉阿路”出现时，现场气
氛达到了顶点，藏羌孩子们的
热情被彻底点燃了，上课铃声
也响起来了。

随着课堂气氛的活跃，我
的现场教学也精彩频出，一堂
原本单调枯燥的说明文课上，

有辩论，有质疑，有思考。两
名羌族学生围绕该不该用某个
词去形容行星时，发生了激烈
的争论，而没有发言的学生也
积极参与，教学现场争论之声
此起彼伏，最后达成共识，较
好地完成了对“说明文语言要
准确”的教学难点的突破。当
下课铃声响起，我看见校长悄
悄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课后，我反思，在陌生教
学环境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如何调动学生与任课教
师互动的意愿？在教学中发挥
教学智慧、教育灵感，展示教
师的特殊技能如吉他演奏、演
唱当地民歌、朗诵当地名篇
等，定会起到助燃剂的作用。

歌声助我教学提升

调入一中，带过 4 年初中
班之后，我就带高中班了。初
中班管理任务重，但在升学方
面压力不大。而高中班就不同
了，高中孩子懂事了，明事理
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以乡
村学生为主的普通高中，孩子
们大都是勤奋努力的，甚至拼
命的。

还记得一届高三学生，经
过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复习后，
他们的精神状态日渐疲惫，学
习动力日渐不足，特别是复习
到后期，班级死气沉沉，复习
效率很低，很多学生都在苦苦
挣扎！怎么办？我的思路是，
暂时停下来，休整！

我把吉他带进教室，开展
“每日一歌”活动。《我的未来
不是梦》《夜空中最亮的星》

《飞 得 更 高》《不 装 饰 你 的
梦》 ⋯⋯或优美或励志的歌
曲，滋润着学生的心田，他们
紧绷的神经之弦松了，沉重的
压力减轻了，班级气氛活跃
了，音乐让学生变负重前行为
轻松上阵，复习效率提高了。

在教学反思中，我写道：
如何缓解学生的压力？如何激
发学生的斗志？音乐是一剂良
药，音乐能缓解压力，能放松
心情，能鼓舞斗志，能凝聚人
心！从教 32 年来，歌声常常
回响在我的课堂，多年的坚持
也让我收获了不少教学佳绩。

（作者单位：四川省资中
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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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 思录录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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