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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聚在一起，平时聊得最多
的就是嗓子问题。

知名声音教练、《好听：如何练
就好声音》（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徐
洁的学员中就有数万名教师。徐洁大
学四年经过播音主持科班训练，她在
辅导教师发声练习的实践中，深感教
师群体对此的迫切需求，所以她在书
中将自己从“乌鸦嗓”到“知名声音
训练导师”所实操过的声音训练方
法、心得、经验倾囊相授，希望能帮
助更多教师掌握科学发声方法，远离
咽喉疾病。以下关于科学用嗓的部分
训练方法就摘选自她书中的内容。

你真的“会”用嗓吗？
什么叫作嗓子？有两层解释：一

种解释是发声器官，比如我们的喉
咙、声带；另一种解释就是我们发出
的声音。许多人有好的嗓音条件却因
为使用不当而发不出悦耳的声音；或
者明明是一个结实的“大嗓”，却时
常面临过度疲劳、嘶哑疼痛、用声不
持久的尴尬。这些就是典型的嗓子好
但不会用嗓的情况。

嗓子“紧”是很多人在说话时的
感受，这种好似有不明物卡在喉咙里
的感觉不仅很糟糕，而且容易发出一
些不悦耳的音色，其中重要的原因就
是喉咙不够放松。“捏喉”和“压
喉”，都是喉咙紧张不放松的体现。

捏喉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喉咙
像被人掐住一样变得很紧，喉头的位
置偏高，这样的声音尖细、挤捏，很
容易出现高频的破音或假声。

那压喉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舌根、下巴用力僵硬，仿佛将力量都
压在喉咙上，气息不顺畅，声音踩
空、不自然。长此以往还容易导致
声带的疲劳或病变，对声带造成损
伤。

仔细回听自己的声音，是否通
畅，或者询问一下他人的感受，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但倘若“嗓子紧、
喉咙不放松”的问题已经困扰了你许
久，请认真学习下面的内容。

1. 在自己最舒适的音区内用声。
这个世界上有女高音和女中音、男高
音和男低音之分，如果你用声的音调
大大高于你的舒适区，绝大多数的情
况下你会出现捏喉；相反，如果大大
低于你的舒适区，就容易出现压喉。
因此，首先要摒弃这种错误的声音观
念，找到自己合适的音区。

试着爬爬音节，或者用不同的音
高说一句话，看看在哪里是最舒适的，
把大部分的用声放在这个音区就好。

2. 学会“虚实结合”地用声。
当我们的声带完全紧密地靠在一

起时，声门关闭发出的就是明亮的实
声；倘若我们的声带只是轻轻地靠
拢，声门略微打开，发出的就是柔和

的虚声。
说话时声音太实或者太虚都不

好，都会给我们的喉咙带来过重的负
担。要学会“虚实结合”，多半是以
实声为主，并结合一点虚声的成分。
要发出这样的音色，我们的喉咙既要
放松又要相对地稳，不要让喉头时而
高且挤形成捏喉，时而低且紧形成压
喉。

放松地张嘴吸气，你将感受到一
股凉凉的气息撑开了你的喉咙，喉咙
感觉松松的。记得用深呼吸的方式，
不要耸肩，不要憋气，保持这种喉咙
放松、张开的感觉，说一些非常美好
的语句，去感受虚实结合下声音的自
然、放松、优美。同时还要让我们的
声音尽量稳定、一致。

3.改正发声时不好的“小动作”。
说话时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也会影
响喉咙的状态，导致声音不通畅和嗓
子易疲劳。比如一些人喜欢频繁地点
头说话，让脖子一直处在较大幅度的
运动中，喉咙也跟着来回地动荡，自然
不容易维持放松和稳定。还有的人喜
欢伸着下巴、歪着脑袋、仰着脖子发
声，让脖子的肌肉长期处在僵硬紧张
的状态中，喉咙在这中间自然就会形
成压迫感，发声便难以轻松和持久。

如果有这类问题，不妨在练声说
话前转转你的脖子，活动一下肩膀，
全身放松地蹦一蹦、跳一跳，让脖子

中的喉咙、喉咙中的声带都能卸下紧
张感，甚至肩颈疲劳也会得到相应的
缓解。

通过“合作”寻求帮助
如何更高效地用声，不至于说话

一小会儿就出现沙哑、咽痛呢？
那 就 是 “ 两 头 积 极 ， 中 间 放

松”，这也是科学发声的核心要领。
“两头积极”指的就是上面的口腔、
面部和下面的呼吸肌 （腹部、横膈
肌） 应该积极。“中间放松”是指喉
咙以及我们的下巴、脖子、肩膀、胸
口这一片都应该相对放松，这样发声
才是高效科学的。口腔、面部积极起
来后，也能为喉咙分担部分的劳作
力。我们的训练就是把发声这项工作
分配给嘴 （口腔、面部）、气 （呼吸
肌） 这两个非常得力的帮手，在前两
项的基础之上做一个正确的配合。

两个日常保护喉咙的小练习：
在讲课之前或者课间休息时，推

荐使用以下两个小方法来放松和按摩
声带。作为掌握科学用嗓基础上的良
好辅助，它们可以让声带的使用更加
高效。

1.气泡音。气泡音是一个非常经
典的护嗓方式，是所有专业的声音从
业者都熟练掌握的一个秘籍，操作起
来简单且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吸气，口腔打开，准备好发单元

音“a”的状态，然后用轻微的气流
达到我们的喉部震动声带，发出一串
较低的、断续的、像气泡一样的声
音。发气泡音的时候，身体要放松，
喉部和声带的状态保持相对稳定、始
终如一，气息要平稳，气泡大小要一
致 、 均 匀 ， 颗 粒 感 越 明 显 越 好 。

这个练习可以放松和按摩声带，
在大量用声前发气泡音就好比剧烈运
动前的热身一样，让肌肉能够更好地
适应接下来高强度的工作。

初学者如果发不出气泡音，可以
尝试先轻轻发一个低音“a”，然后
逐渐减小音量、降低音调，到最低处
就会出现气泡音了。

2.哼鸣。哼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放松喉咙的练习，并且能够更好地帮
助我们找到正确的发声状态。闭上嘴
巴发出“um”的延长音，身体放松、心
情愉悦，就像含着半口水一样，气息持
续、稳定，并有延伸感，好似用气息将
声音推向很远的地方，引起了身体内
部和周边空气的震动一般。

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会感觉到鼻
梁有明显的震动，胸腔处也会有一点
儿共鸣的感觉。这个练习不但能放松
喉咙，而且能很好地检验你是否做到
了“两头积极、中间放松”，因为只
有同时做到气息深沉、口腔 （内部）
打开、喉咙放松，你才可以发出这样
有空间感的声音。

科学用嗓，让你讲课一整天都不累
徐洁

教师的专业实践至少包括了课
程、教学、评价三大领域，是课程、
教学、评价围绕学生学习不断互动构
成的整体。在这三大专业实践领域
中，教学一直是教师最重要的关注
点，甚至有些教师将教学视为其专业
工作的全部。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年
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课程逐渐为越
来越多的教师所关注，并成为他们专
业实践的一部分。评价也似乎很受教
师关注，但教师们关注的评价主要是
作为一种管理手段的评价。他们关注
外部考试，会根据“考”来决定自己的
教，甚至小学教师都会以“高考”作为
自己教学实践中某些做法的理由，尽
管他们很可能不知道高考考了什么
又是怎么考的。他们也持续对自己
的学生进行“评价”，且试图通过评
价来促进学生的学习，但经常参照
外部考试的方式来实施评价，并且
运用评价结果来对学生作判断、下
结论，甚至贴标签⋯⋯而对作为教
育 手 段 的 评 价 ， 教 师 们 的 关 注 有
限，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具体而言，与评价相关的实践在
教师日常专业实践中占据了相当大的
份额。许多教师在谈及自己的工作状
态时都会以一个“忙”字来概括，而
为何忙，答案列表中一定有“批改作
业”，而且一定会排在前几位。教师
在日常专业实践中的评价活动远不止
批改作业，还有批改试卷、考试讲评
等显性的评价活动，以及诸如理答、
观察等隐性的评价活动。事实上，如
果将教师的评价视为收集学生学习信

息的活动，那么评价就贯穿于教师日
常专业实践的始终。评价对于教师专
业实践的目标——学生发展的达成至
关重要，正如王少非教授在其新作

《促进学习的课堂评价》 中分析的那
样，它不仅直接影响学生学习，还会
通过影响课程与教学间接地影响学生
学习。正因如此，我才说“教师不仅
要学会教学，更应学会评价。从某种
程度上说，不会评价的教师一定是上
不好课的”。

遗憾的是，现实中不会评价的教
师太多。然而，这恐怕不能简单地归

咎于教师。我们的教师培养与培训中
教师评价素养目标明显缺失，我们的
教师培养与培训课程体系极少关注评
价——如果有相关课程，也是“教育
评价学”或“教育测量学”之类的课
程。这些课程能否支撑教师专业实践
所需的评价素养的发展？王少非提供
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王少非区分了“教育情境中的
评价”和“为教育目的的评价”。传
统的教育评价或教育测量只是一种

“教育情境中的评价”，是心理测量
学理论在教育中的运用。心理测量

学有个基本假定，即所测量的东西
是个体稳定的、“不受污染”的特
质，而学生学习恰恰是被教育“污
染”的结果，“变化”才是学习的本
质。由此来说，基于心理测量学的

“教育评价”从根本上有悖于教育目
的，不是“为教育的评价”。与此同
时，基于心理测量学发展出来的评价
技术指标尽管可以为课堂评价提供
一些重要的启发，但很多不适用于
课堂评价，有些完全不能在日常评
价实践中为教师所用。试图用基于心
理测量学的评价技术指标来规范教
师的课堂评价活动是不可能的——
即使可能，也是无效的，有时甚至
是有害的。

从教育评价的当代发展历史看，
肇始于桑代克的教育测验原本定位于

“成就”，也就是教育结果的测量，但
在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心理测量的较
量中逐渐式微，似乎更接近“硬科
学”的心理测量学更能迎合当时“科
学管理”的需求，逐渐占据了上风。
尽管后来泰勒确立了教育评价的基本
原理，格拉瑟区分了常模参照测验和
标准参照测验，试图建立专门的教育
评价理论，但事实上，基于心理测量
学的教育评价范式依然占据教育评价
的主流，教育中的所有评价依然被当
作相同性质的活动，用心理测量学的
评价理论加以规范。

教师在日常专业实践中对学生学
习实施的评价 （即课堂评价），关注
的是学生的学业成就，即教育的结
果，其本质上是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从属于教育的目的，指向促进
学生的学习。在教育情境中的诸多评
价之中，教师的课堂评价与其他评
价，尤其是中考高考之类的大规模评
价有本质区别，不能与之混为一谈。
将课堂评价与各种大规模外部评价混
在一起，不仅说不清楚，更可能对两
者都有害。当课堂评价相对于其他评
价的独特属性得以明确，课堂评价就
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更重
要的是，鉴于评价素养在教师专业素
养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也必须发展出
能够支撑教师专业实践所需的评价素
养的课堂评价知识基础。

王少非教授在 《促进学习的课堂
评价》 的“后记”中谈到了他的理
想，即建立课堂评价学的框架。对
此，我高度赞同，是时候建立独立的
课堂评价学了！

一个独立的学科有它独特的研究
领域，《促进学习的课堂评价》 至少
提出了课堂评价学应涉及的一些重要
研究主题，如课堂评价的独立价值、
课堂评价与学习、教学、课程的关
系，课堂评价的策略等；一个独立的
学科也需要它独特的研究方法，这本
书至少提出了课堂评价研究的方法论
取向——“教育学范式”，即将课堂
评价置于与课程、教学、学习的互动
关系之中进行考察。由此而言，王少
非教授的工作至少可以被看作创建真
正的“课堂评价学”漫长征程中的一
种有成效的努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
学研究所所长）

是时候建立课堂评价学了
崔允漷

由费希尔和弗雷两位合作撰写的
《扶放有度实施优质教学》 一书近日
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两位作者本
来是在美国中小学长期任教的语文教
师，在阅读、识字和写作教学上耕耘
多年，逐步提出和完善了由两个三角
形组成的“扶放有度”教学模式，目
前该模式已经推广到各个学科，受到
广大教师的普遍欢迎。

该书作者是美国两位著名的教学
实践专家，该书在 ASCD 网站的书
店中位列畅销书排名前五位，也是美
国视导与课程学会竭力向中小学教师
推荐的一本新书。本书提出“扶放
有度”教学模式，体现了一个重要的
观点，即教师的教学要从扶到放，
先扶后放，逐渐地培养起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全书围绕着教师精心
示证、教师适时辅导、同伴协作共
学和学生独立表现等四个阶段开展教
学，建立了“扶放有度”的新教学模
式。

大家知道，前几年曾经流行一个
教学模式，称为“先学后教”。为什
么能够做到“先学后教”呢？据说是
因为教师在上课铃声响起之后，不再

像原来的课堂那样先授课后练习，而
是请学生先在小组中开展讨论，然后
再全班分享交流，在这过程中，教师
适时开展指导讲解。这样的课堂教学
程序当然是有创新的，但不能将其概
括为“先学后教”模式。因为上课一
开始采用了小组讨论，还是体现了

“教”的功能。这反映在前一天上课
结束时，教师会布置给学生导学案或
者预习单。导学案和预习单本身就代
替教师起到了讲解指导的功能。所
以，“先学后教”模式的说法是不确
切的，甚至是不成立的。

传统的课堂教学对学生来说，主
要是“内化”课堂，教师在讲解，学
生在倾听、思考、想象、记忆等，这
些都是通过接受输入来作出内化，但
是用外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间或者
机会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课堂教学
改革的重点是“翻转课堂”“交互学习”

“更多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
总结的“扶放有度”教学模式，最大限
度地实现了学生的交互协作与参与投
入。教师的责任逐渐有序地转移到学
生身上，既不是撒手不管，也不是揪紧
不放。

“扶放有度”模式循环圈突出了
该框架的循环结构——明确教学目的
联系了教师示证、教师辅导阶段，为
其开展指明了方向。形成性评估调整
了独立表现、同伴协作阶段，以及教
师对于这四个教学阶段的最佳调整以
期达成最优化教学。然而，现实课堂
中的扶放教学往往不尽如人意。

要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教师示
证、教师辅导、同伴协作以及独立表
现这四个过程缺一不可。不过有一点
需要注意，这四个阶段虽然是按顺序
出台的，但在实际课堂上并不会强制
要求教师严格按照线性顺序予以展
开。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重新排
列这四个阶段，只要在课堂上不遗漏
四个阶段就可以了。

第一种情况是“同伴协作”缺
位。此时，教师提供了示证，也和小
组进行了交流。但是却未安排学生间
协作，从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阶段：
同伴协作阶段。实际上，这一阶段却
是学生巩固思考不可缺少的。同伴之
间的交流探讨，往往更能迸发出思维
的火花。

第二种情况是在课堂上遗漏了

“教师辅导”阶段，即教师提供示证
后就直接让学生来完成独立任务，即
教师示证、独立表现两阶段教学模
式。这种情况在教学中其实是很常见
的，比如，教师在演示了如何求解几
何图形的面积后，就让学生对教材后
面的梯形面积进行求解；或是朗读课
文后，就让学生把文章内容的表格填
写完整。在这两个例子中，教师都未
能通过辅导以及同伴协作进行有目的
的互动，从而有效促进学生对于内容
的理解。

第三种情况是教师撒手不管，让
学生自学所有的知识，即只有“独立
表现”单一阶段模式。这是一种极端
的教学形态，对于学生的发展无疑是
不利的。学生完成前期所发的预习表
格，或是阅读所安排的篇章，然后回
答教材后面的问题——如此一天天循
环反复。课堂中几乎是少教不教，有
的只是做不完的作业和无尽的探究。
如果学生接受的是这种教育，那与在
家自学有何区别呢？学生在校学习
中，的确有必要安排足够的时间让其
去独立完成作业——完成项目、撰写
文章等。但如果只是让自学模式一统

天下，那肯定是不妥当的。
本书两位作者提出的“扶放有

度”教学模式，具有“支架式”或者
“脚手架”的特征。这就是“先扶后
放”“有扶有放”“扶了要放”，只有
做到这样，才算是“扶放有度”了。
当然，两位作者主要是从教学过程的
四个阶段来论述的，实际上，我们还
可以从教学目标、教学任务、教学方
法、教学策略、教学媒体和教学评估
等各个方面来贯彻“扶放有度”。中
国古代的 《学记》 中就有“学不躐
等”的观念，这就要求学习者在学习
中遵循一定的顺序和阶段，从易到
难、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
从近到远⋯⋯我们认为：“学不躐
等”的观念在今天可以进一步延伸为

“扶放有度”的原理。如果说，面向
新世纪的教学有什么重要原理的话，
那么，“扶放有度”毫无疑问会是一
条重要的教学原理。像“理解为先教
学”“首要教学原理”“综合学习设
计”和“新教学艺术与科学”等教学
设计模式，无一例外地贯彻了“扶放
有度”教学原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扶放有度：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主张
盛群力

书里书外

教师荐书

灯下漫笔

《促进学习的课堂评价》
王少非 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书为余秋雨散文新作，篇幅短小，意
境至美。上辑“万里入心”不仅是苦旅足迹
遍布四海的余秋雨在空间上的抓取和思
索，更是一位年逾七旬的长者在回望人生
旅途时的感悟与警醒。下辑“文史寻魂”则
是余秋雨的一个大胆实验。他在用一篇篇

“支点很小”的短文撬起半部文学史。从
《诗经》《庄子》《史记》到唐诗、宋词、元曲、
戏剧、小说一一道来，话虽不多，却提领了
最精要的核心内涵与最关键的人文精神。

文末附有余秋雨特选青年必诵唐诗、
宋词、宋诗共计 97 首，以及余秋雨大事
年表。

《语文教师如何做科研》
李海林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雨夜短文》
余秋雨 著
天地出版社

中小学教师，为什么要做科研呢？是为
了完成工作任务或评职称吗？显然不是。
科研对中小学教师的意义远不止这么简
单。它关乎我们的职业，关乎我们的生存状
况，更关乎我们个人的幸福与人生意义。

本书从选择论题的实用策略、基本的
科研方式、常用的科研方法、写作的思维
方法、写作的规范等方面，梳理了教科研
的整个流程，是一本翔实、全面的语文教
师教科研指导手册。研读本书，我们不仅
能掌握做教科研所需的科学认识和理性思
考，还能点燃工作与生活的激情和希望。

中国造字之初是“依类象形”的，当
古人运用抽象线条开始造字的那一刻，书
法便孕育其中了。书法是多种文化元素的
集合体，具有多种社会化功能。它使抽象
的线条符号有了人文的灵性，同时也使冰
冷的文字有了飞扬的神采。

随着社会的进步、民族文化的不断繁
荣与发展，人们在进一步宏扬发展书法的
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同时，也逐步开始认识
和注重书法文化的研究。弘扬书法文化，
对进一步促进民族的、进步的、大众的、
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
的发展与繁荣，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书法文化，从宏观上讲，它贯穿于整个
文字与书体的演进过程之中：殷商王朝的
鬼神文化催生了占卜用的甲骨文；周王朝的
天人合一思想与农耕文化，创造了宣传封建
伦理道德的长方形钟鼎文；秦代小篆的整饬
匀净与整齐划一，突出反映了秦始皇的大一
统思想与法家的治国理念；汉代隶书浑厚质
朴的线条、结构，与夸张的蚕头燕尾相结
合，典型地再现了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汉代
古拙浪漫的民风⋯⋯因此说，各种书体无
一不是社会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产物。

如果换个角度，用微观的目光去审视
书法文化，各种书法风格与个性特征，都
统统烙有社会文化的印记。人的道德、价
值观、学识修养、哲学信仰、审美情调等文
化因素，毫无例外都会显现在书法之中。
正如清代书论家刘熙载所言：“书，如也，如
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
已。”各种文化影响造就了书家的艺术风格
与审美追求，同样，任何一种书法风格也
都是书家综合文化素养的集中再现。

所以说，要真正理解书法了解书家，应
该从学习书法文化开始。张建忠的《书法
文化与文化书法》，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和
介绍了书法、书家与多种文化的关系，对书
法文化研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探索。

《书法文化与文化书法》 一书，运用
了大量的历史典故与史料，深入浅出地解
释了书法这一现象，有较强的故事性、知
识性、趣味性、可读性，是一部普及性与
专业性相结合的书法知识读本。无论是广
大的书法爱好者，还是专业的书法工作
者，在闲暇之时，读一读这本书，对提高
自身的修养和深入了解书法，都会有一些
裨益和启发的。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
席、书法家）

书法源于文化
赵长青

书摘精选

新书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