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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场景触动我之后，久久挥之不
去。冬季一天晚上放学的时候，一个男生
穿着厚厚的棉服，单肩背着书包，手里捧
着围巾、帽子还有水杯，走着走着，围巾
的一角被踩在脚下，他急忙弯腰拉围巾，
这时杯子又滑落到地上，一副手忙脚乱的
模样。很多学生走过他的身旁，竟然没有
一个人帮忙搭把手。感慨之余，我不禁想
到，或许这也不能怪学生冷漠，现在的小
学生在家里都是“小皇帝”，都是大人帮
助他们，他们心中根本没有帮助别人的意
识，所以在学校里也不会主动去帮助同
学。

在执教“请帮我一下吧”一课时，我

特别申请从学校的监控录像里调取了这一
段视频，播放给学生看，让学生谈谈他们
的感想。随后，又设置了“蚂蚁搬家”的
体验活动：在学生面前摆放了书、本、衣
服、水杯、排球等东西，每次让一个学生
在规定的时间内一次性搬到指定地方，如
果有东西掉落的话活动就算失败。学生尝
试了一次又一次，总有东西掉落，几乎没
有人成功。然后，我问学生，在搬东西的
时候，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学生异口同
声地说：“最想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次体
验活动之后，我观察到班级学生之间互相
帮助的行为大大增加了。

时下，一些学校的德育以说教为主，
更像是在“黑板上讲道德”“书本上学道
德”。偶尔再配上检查和评比的方式，对
学生进行强制性的监督，实际上却忽视了
对学生“育”的过程，只是试图对学生进
行简单的“驯服”，教育效果当然不理
想。在体验式活动中教育者依据德育目标
和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征以及未成年
人的生活实际，创设相关的情境，让未成
年人在活动中体验和感悟，通过反思体验
形成个人的道德意识，从而促进学生道德
感的内化。

执教一年级“道德与法治”课程以
来，我充分利用体验式活动这一催化剂的
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认为，在小

学一年级开展体验式活动要遵循“一二
三”法则：“一”即一宗旨，是指体验式
活 动 离 不 开 学 生 生 活 实 际 这 一 宗 旨 ；

“二”即二原则，是指体验活动的创设要
把握激发学生兴趣和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
原则；“三”即三步骤，是指体验式活动
的过程分为参与体验、分享交流感悟、得
出结论来指导实践这三步。

道德是离不开生活的，离开了生活的
道德是干瘪的、没有意义的，离开了生活
的道德也是不可能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的。体验活动的主题设定，必须来源于学
生的生活实际。比如，在执教“大家一起
来合作”这一课时，我根据一年级小学生
相对比较自我、对合作概念理解不透彻这
一现状，设置了两个体验活动。

活动一：合作搬桌子。我请两名学生
合力把一张桌子搬到指定地方，学生很容
易完成。然后我又让学生体验把这张桌子
搬回去，但是规则是：一名学生要往前使
劲，另一名学生要往后使劲。学生尝试了
几遍之后变成了力量对抗赛，根本完不成
这个任务。然后我启发学生：同样的两名
学生、同样的一张桌子，为什么两次的结
果却不一样呢？学生纷纷发表看法，从而
感悟到合作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目标一
致、劲儿往一处使。

活动二：“同舟共济”。在这个活动

中，每个小组的面前各有一张形状不规则
且面积有限的纸，我们假设它是汪洋中的
一艘救生艇，现在海面上掀起了大风浪，
只有全组学生都登上救生艇，救生艇才能
往岸边行驶，大家才能得救，否则就会全
军覆没。规则是：可以尝试各种办法，但
是必须小组中每一名学生都把脚放在纸里
边，完成最快的小组获胜。

活动结束后，学生踊跃地分享了自己
的感悟。第一名学生说，我们害怕自己被
落下，就争着上，互不相让，结果你推我
搡谁都站不稳，耽误了时间；第二名学生
说，我们这组成功了，我们一个一个上，
不争抢，如果有谁站不稳，我们就扶住
他，最后我们几个人紧紧抱在一起；还有
一名学生说，我们组的小丁最瘦小，小豪
最强壮，为了省地方，小豪背着小丁，所
以我们也成功了。通过这样的分享，学生
感悟到了合作成功的条件之二就是互帮互
助。

这样的活动，小学生特别感兴趣，都
能积极参与，并在参与后有感悟和提升。
更重要的是学生经历过体验和感悟之后，
心中会形成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这种正
确的价值取向会指导学生的生活实践，最
终达到教育的目的，促进学生的成长。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庄河市兰店
乡中心小学）

⦾⦾现身说教

美德不能只停留在黑板上
张淑梅

名师 思录录反反

经过 30 余年的教学实践，我感悟
到，真正的教育变革发生在课堂之中。

“知识、能力、素养”三者兼顾是时下我
国教育的发展诉求，学生核心素养培育被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达成这个教学
目标，我一直在摸索动静结合、坚守传承
与开拓创新并举的新型课堂。

物理教学应当有“五味”

自觉将物理教学与科学技术、社会生
活相结合，回归常识、回归本真，是我倡
导的物理课堂教学的新常态。为了加强学
生核心素养的培育，近年来，我一直在探
索基于对话式教学的“五味·三能力”课
堂。“五味”即物理教育应有“物理的本
味、德育的韵味、哲学的品味、对话的意
味和探究的趣味”；“三能力”即力求发展
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严密的逻辑能力
和流畅的表达能力”。在基于问题的自主
学习、基于分享的合作学习和基于对话的
探究学习状态下，逐步形成了“润物释
理、实验为本、激扬民主、导航探究”的
教学特色。

下面以“自由落体运动”相关内容为
例，说明一下我的教学具体是如何进行
的。一般教师上这节课时，只需从物理学
科知识角度，为学生讲解清楚初速度为零
的匀加速直线运动的运动规律。我觉得仅
仅让学生学到知识还不够，同时还想让学
生明白，即便是自由落体运动，也并不自
由，是始终在重力的约束下的运动。进而
让学生体悟其背后深刻的哲学意味：人们
追求自由，同时也必须自觉遵循自然规
律，应主动遵守各种规范的约束。接下来
我通过对相关物理学家观点的讲解，引导
学生更深入地思考问题。比如，我引导学
生聆听亚里士多德与伽利略“跨越时空的
对话”，体验思想碰撞的快乐。同时带领
学生体验探究的趣味，在课堂后半部分的
一些教学环节中，教师少讲解，学生多探
究，鼓励学生在自主实验探究过程中“做
中学、说中学、悟中学、学中学”，养成
合作学习的习惯，激发他们科学探究的乐
趣。

再如，在牛顿第三定律的教学过程
中，我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基于问题的自主
学习。此时教师应关注认知主体的心理状
态，鼓励学生基于问题与自己对话，关注
学生自主学习的经历与体验。引导学生在
合作学习及与同伴对话的过程中，对相互
作用力关系进行猜测并自行设计、完善实
验探究的方案。科学教育的途径之一是科
学思维，牛顿曾指出反证法是科学家最有
力的武器之一，由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参
照反证法进行猜想及论证。在猜想及论证
基础上，组织学生进行分组实验探究，让
学生自己得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方
向的关系。接下来在演示、阐述火箭推进
原理基础上，进行加装风挡实验，带领学
生观察、记录、剖析实验现象，此时教师
实际上是在铺设阶梯，教学的过程就是带
领学生逐步拾级而上，最终启发学生自己
设计航空发动机的反推力装置和反推力制
动装置。引入当代科学技术的实例，有助

于加深学生对相互作用力的理解。

探索“对话式教学”的新形态

我赞同“对话式教学”，但它并非我
本人独创。“对话式教学”最早由20世纪
批判教育理论家保罗·佛来雷在 《被压迫
者教育学》一书中提出。在我看来，大数据
时代“对话式教学”又有了一些新的特征：

“对话式教学”应在师生民主平等、互相尊
重信任的氛围中，基于双方思想碰撞、信息
交流、心灵交汇，形成差异认知、互动生成、
批判融合的状态，在经验共享中创生知识
和教学意义，从而促进师生共同成长与发
展。

在“基于对话式教学的课堂是为了每
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的价值理念引领
下，我一直在研究思考，并试图解决以下
问题：如何厘定对话式教学的课堂形态？
对话式教学策略中哪种方式最有效？如何
以课题的形式探究各种对话式教学的内
涵？如何有效实施理论指导下基于对话的
高中物理课堂教学实践？最后我廓清了对
话式教学应以“读、说、问、讲、议、
探”为基本形态。读即是：读好教材、读
好学生、读好老师，读得心懂。说即是：
说清观点、说明见解、说清疑惑，说得心
清。问即是：问学疑难、问学思路、问学
方法，问得心明。讲即是：讲解概念、讲
解规律、讲解学法。议即是：议论深度、
议论广度、议论瓶颈。探即是：探究现
象、探究原理、探究过程。对话式教学的
基本策略包括：民主共融，平等开放的策
略；创设情境，激趣质疑的策略；欣赏差
异，研讨论辩的策略；倾听问题，机智疏
导的策略；学生主体，话题共鸣的策略；
理性生成，深度理解的策略；润物释理，
悟物探理的策略。对话式教学的话题源泉
可以源于学生的“胡思乱想”、学生的困
惑、教师的预设、课堂的生成和学生的质
疑等。

“对话式教学”中，学生提升的是信
息的获取、加工、表达的能力，养成的是
主动、自信、踏实的学习习惯，发展的是
辩证、理性、变通的思维品质。“对话式
教学”不仅是教学的形式，也是教学理念
与过程。

在“对话式教学”的课堂中，在学生
的心中，教师应是可以倾诉心里话的朋
友，是懂得欣赏自己的家人，是愿意与自
己分享快乐的伙伴。师生在平等与和谐的
对话中，在心灵与心灵的交融中，在教师
将学生支支吾吾的懵懂的话语转化为学术
语言的过程中，提升着彼此的生命质量。

强化“对话式教学”的育人功能

我一直反对“题海”战术，在我看
来，它会把学生的脑子“烧”坏，会把学
生的兴趣淹没；而基于对话的课堂教学具
有反思、批判、融合与互动特征，能引导
学生学习，促进学生能力发展，对于学生
的认知能力、社会能力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都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有利于学生学科
素养的提升。

例如，在关于浮力的单元教学中，开
始时我会这样启发学生：牛顿看到苹果落
地，想到了引力；我们看到木块漂浮在水
面，想到了什么？之后我让学生用手向下
压一下木块，通过物理的“漂浮”现象让

学生真切地感知浮力的存在。接下来我深
入分析讲解浸入液体中的物体的受力情
况，启发学生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我再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探究浮力的存在
和计算浮力的大小，从而能辩证地理解

“示差法”——“阿基米德原理”中的
“浮沉条件”只是计算浮力的大小，弹簧
秤 （力传感器） 显示的是读数的差值；

“压差法”——浸入液体中的物体受到液
体对其上下表面的压力差，才是浮力产生
的真正原因。通过实践分析，学生最后明
白“压差法”是因，“示差法”“阿基米德
原理法”“浮沉条件法”是果。课堂后半
部分，我要求学生用完整的陈述句表达分
享自己设计的实验方案、观察的实验现象
或者得出的实验结果，再归纳出“浮力计
算方法”的四种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的科学思维能力、逻辑严密能力、流畅
表达能力均有所提高。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导航，学生探
究。与生活现象对话“看浮沉”，可以观

察浮力现象；在同伴合作与实验过程中的
相关“测量实验”，能体验浮力存在；师
生合作，探究问题本源能提升锻炼思辨能
力；跨越时空与阿基米德对话“阿基米德
原理”，则有助于深入探究浮力的内部机
理；回归与生活现象对话“浮沉条件”，
则能培养学生流畅表达、灵活应用的能
力。这样就建构了具有一般认知规律性的

“基于现象、回归解释、理性认知”的物
理教育图景。

基于对话的课堂教学特别重现知识的
发现历程，创设情境让学生体会创造知识
的过程、激情和乐趣。在课程的实施过程
中力求做到：基础型课程，少讲多探，与
学生一起“玩”中学，而不是“做”习题，演绎
物理概念、规律的生成过程；拓展型课程，
激趣质疑，激励学生内涵认知，提升物理学
科的核心素养；研究型课程，引导学生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探索创新。

亲其师，信其道，见其行，现在学生
们都亲切地称我为“龙哥”。

润物释理，“对话”改变课堂
张韶龙

近期听了一些公开课，发
现大部分任教教师的教学设计
都十分精心，但美中不足的通
病是，一些教师的课堂语言缺
乏严谨规范，或主观随意性
大，或用俗语代替术语，或过
于武断缺乏辩证性。因此，我
们深切感到，在注重教学内容
严谨性的同时，提升课堂用语
的 严 谨 性 ， 避 免 “ 错 从 口
出”，已成为时下教师必须注
意的问题。

避免片面化的解释。有位
教师讲授七年级历史上册“动
荡的春秋时期”，在讲述教材
中相关知识内容后，设计了这
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战争问
题？你喜欢战争吗？学生纷纷
表示不喜欢战争。有的说战争
会带来建筑、桥梁等国家财产
破坏，有的说战争使人家破人
亡等。执教教师最后引导学生
得出一个结论：战争会给人们
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要维护
和平就必须反对战争。其实这
个貌似合理的结论并不正确。
战争从性质上讲分为两大类：
正义性的和非正义性的战争。
1931 年至 1945 年，中国人民
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进
行的抗日战争就是正义战争。
所以，对战争要进行具体的分
析，区别其性质，不能一概地
反对战争。对正义的战争，必

须给予支持；对非正义战争，
必须坚决反对。这位执教教师
对战争问题所给出的简单化、
片面化解读，没能用辩证的观
点看问题，不利于培养学生正
确的历史观。

避免以偏概全的语言表
述。有位教师在讲授八年级语
文上册“人无信不立”时，在
活动一“引经据典话诚信”中
设计了“诚信故事我来说”环
节，请一名学生讲“曾子杀
猪”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
曾子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要
言而有信、诚实待人，同时这
个故事也启示家长，自己的言
行对孩子影响很大，不能欺骗
孩子。本来故事内容十分贴近
教学设计的要求，可是这位教
师在点评说：“所以说，父母
不能和孩子开玩笑。”这个说
法显然有违故事的主旨。故事
讲的是父母不能欺骗孩子，而
不是父母不能和孩子开玩笑。
事实上，父母不是不能和孩子
开玩笑，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区别事件、时间、场
合，宜开则开，不宜开则不
开。

课堂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面对着众多的未成年学生，教
师必须谨言慎行，来不得半点
儿马虎，稍有闪失，就会错从
口出，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省微山
县韩庄镇第一中学）

教师课堂用语
要严谨

刘跃 陈冬梅

⦾⦾听课

近期，因工作和科研关
系，笔者与课题组成员一起走
访了部分乡村学校，与乡村教
师们就能力提升、专业发展等
话题促膝交谈，让我们真切感
受到乡村教师在专业发展等方
面的艰辛。具体说来，新时代
的乡村教师在专业发展方面有

“三盼”。
一是期盼名师下乡。国家

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等政策，确是高
瞻远瞩、务实有效之举。乡村
教师的专业发展中有关职业道
德和专业素养方面，既需要教
师自身的探索和修炼，也需要

“名师”的指点和“大家”的
引领。调研中乡村教师一致认
为，盼望“大家”“名师”能
成为他们教学改革、专业发
展、职业成长、素质提升的

“专业导师”“精神导师”“心
灵导师”，帮助他们做好人生
规划、职业策划、教改计划。

二是期盼精准培训。乡村
教师渴望“雪中送炭”的培
训，涉及新的教学理念、新的

教学设计、新的教材培训、新
的教法改革、新媒体手段应
用、新学科能力提升等方方面
面，他们也期盼科学系统的
理论学习和技能强化。希望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相关执
行 者 充 分 了 解 当 地 教 师 需
求，把脉会诊，因需施策，精
准制定培训项目和学习计划，
科学施培。

三是期盼专业阅读指导。
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持
续而又高质量的专业阅读。调
研中真切感受到，乡村教师期
盼专家能够提供有助于专业发
展和教学需要的优秀“专业书
目”，帮助他们按图索骥，在
有限的时间里及时读到优秀的
专业书籍。教育家朱永新教授
说过，没有专业阅读，就无法
造就真正的教师。乡村教师的
成长和发展，必须重视专业阅
读，善读书、会读书、读好
书。通过专业阅读，学习专业
理论，夯实专业素养，提升专
业能力，也是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的必经之路。

（作者单位：山西省运城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乡村教师
专业发展有三盼

王卫国

⦾⦾师说心语

张韶龙 现任教于上海南汇中学，上海市物理特级教师，上海市
浦东新区精品课程“悟物探理，润物释理”主持人。38 年来潜心钻研教
学问题，倡导基于对话式教学的“五味·三能力”课堂，注重培育学生的
科学思维能力、逻辑严密能力和流畅表达能力。曾荣获全国教学大赛一等
奖、上海市教育教学论文一等奖等奖项，已出版《笃行润物释理 对话导
航探究》《教育的物证理治》等专著。

张韶龙张韶龙 （（中中）） 老师与学生在一起老师与学生在一起。。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前不久，山东省青州市城区的益都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二年级
王清渠、王艺瑾、王艺璇三名同学放学时遇到一只眼部受伤而无
法飞行的灰喜鹊，并立即对其进行了救助。学校联系当地观鸟会
的工作人员，在对灰喜鹊进行一个阶段的疗伤后，组织全校学生
一起参加了“爱鸟护鸟”专题教育暨获救鸟儿放飞仪式，让灰喜
鹊重新飞翔。同时号召广大师生向身边的人主动宣讲环保知识，
热爱大自然，做鸟类的好朋友。 王庆和 摄

爱鸟护鸟绿色教育进校园

目前一些学校的德育以说教
为主，更像是在“黑板上讲道德”，
忽视了对学生“育”的过程。

各种依据德育目标设计的生
动有趣的体验式活动，贴近未成
年人的心理、生理特征以及未成
年人的生活实际，让学生在创设
的相关情境中，参与、体验与感
悟，进而通过反思形成个人的道
德意识，有效促进个人道德感的
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