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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反思之路的课例文学

我小时候从收音机上听单田芳的评
书上瘾，就买了单田芳的书，结果找不
到听评书的那种感觉。口语是流动的瞬
时艺术，而文字原著是凝固的、耐人回
味的文字艺术。那时我就明白：好听，
不等于好看。

好教师在教学生涯中都会留下让人
回味的、代表自己风格的“代表课”，但
所有的课堂教学都存在着想得到却未必
做得到的缺陷。一堂好课，从构思到教
学，无论多么认真，教师仍常觉意犹未
尽。我试图通过撰写教学反思来促使自
己的课堂艺术日臻圆融。

我将自己的教学反思叫作课例文
学。我用课例文学来升华自己曾经的课
堂，再融入下一次课堂。课例文学就是
以教材文本为引，把师生所思、所做、
所探究，甚至备课、成课的过程，用典
型化、文学化的语言记录下来，加之以
少许理想化成分，就成了课例文学。课
例文学是经过典型化、艺术化处理的课
堂，当然比现实好课更好，能够深度盘
整思维和语言。当教师笔下有了形形色
色的美好，自然就会生成课堂解决方
案。教师把提升思维、升华审美、沉淀
文化的过程凝固成文字，进而生成新课
堂之“场”。

好的课堂教学、反思与课例文学是
良性循环、相得益彰的。先进行课堂实
践，再提炼成课例文学，相互滋养，形成文
学化的、与课堂圆融互摄的教学反思。我
追求四心合一：得经典初心，合时代新心，
与青春学生以心印心，与生活和鸣会心。
有初心才有信念，有新心才能致用，能印
心才入佳境，有会心才有快乐。

我教中学语文已 31 年。教材就是那
么几本，读者年年改变。语文之韵，是
教材、教师、学生、时代、生活一起奏
出的和音。能入其境者，韵味百变。无
论是续灯传承、人文复兴，还是反思置
疑、批判创新，那些经典文本，体验到
多少，就收获多少。在人文经典面前，
既要有磨转心不转的坚守，又要有因时
而化的胸襟。既要精磨教材，以不敌之
心，上溯思想文化的厚重；又要深耕课
堂，入和鸣之境，琢磨语言审美的个性。

重捋思路，破解课堂难点

《庖丁解牛》 一文内涵深遂，难以言
表。我在课堂上意外地发现，借助舞蹈
可以发掘师生对庄子大道的体验。

基本字词讲解之后，我问全班学
生：“根据文章内容，文惠君从解牛的庖
丁那里悟到、学到了什么养生之道？”一个
女生稍思片刻起身回答：“养生在于运
动。”我又问：“说说你的依据？”

该女生回答说：“‘手之所触，肩之所
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
騞然，莫不中音。’文惠君被庖丁丰富且有
韵律的肢体语言所感动，听了庖丁的解
说，所以在文章最后决定一定要学会庖丁
这套头手膝足并用、优美有味的动作。”

这个答案不在我的预设之中，我讶异
地望着她，继续问：“你觉得庖丁解牛，是
一种优美有效的全身运动，文惠君从中揣
摩学会了一套‘庖丁解牛体操’，并下决心
坚持每天早晚各做两遍？”全班大笑，这名

女生有点儿不好意思。
接下来我对她的答案给予了肯定：

“言之有据。假如文惠君真的坚持每天做
这套体操，也肯定会有助于养生。”学生
从第一段传神描写中，先发现的是庖丁
优美的形体语言。我灵机一动，既然学
生对肢体语言感觉敏锐，何不因势利
导，先带他们品味肢体节奏之美呢？我
随即用电脑搜索出 《大河之舞》 播放了
一分钟：屏幕上一群穿紧身皮裤、线条
优美的青年男子，跳着节奏简单、音韵
铿锵的踢踏舞，节奏整齐，震撼人心，
顿时迷住了全班少男少女，尽管不少学
生以前看过，但真正的艺术是历久弥新
的。教室中响起几声轻轻的尖叫，我站
在教室后面重温青春激情，渐渐地我的
脚也不由自主地微微颤动，并觉得庖丁
解牛时或许也是这样动的。一分钟很快
过去，我模仿着踢踏舞步再次走上讲
台，学生们都笑了。

这节课让我深刻体会到，好课应当
因势利导，好课可以不拘一格。

课堂上的言外之意与课后反思

在 《归去来兮辞》 的课堂反思中，
我把所说、所思、效果一起描述：

我一身浅黄唐装走上讲台，浅笑着
环视，开讲。“我是陶渊明”，面对像企
鹅一样厚拙的老师的自我介绍，学生先
愕然，继而大笑，教室里响起轻微的振
动，像春天雏鸟在蹬枝学飞。我补充
说：“我真的是陶渊明，但不是东晋那
个。任何时代都有寻找陶渊明式幸福的
人，绝大部分人心底都或多或少地有与
陶渊明相类似的回归田园的精神因子。
否则，世界早已不成样子了。有些人想
做陶渊明，做不成；有些人没有选择做
了一生耕田翁；有些人舍不得放下，口
念而实不至；有些人间歇性地做陶渊
明。你们看，那些带有草地、花园的田
园式房子，房价涨得最快，就是那些想

偶尔学学陶渊明的人买贵的，陶渊明对
今天的高房价也是有责任的。

教室里又发出笑声，教室后面一排
听课的老师也笑了，对房价大家的感受
太深切了。

缘于小时候对评书的酷爱，有时候
我会将借鉴而来的说书艺术，带入到语
文课堂。比如，我用说书人的语言描述
荆轲临死时的场景：

荆轲感觉自己的血正在快速流淌，
几近于尽，眼前幻影晃动，黑影重重，
阶下那些诸侯卿大夫统统变成了黔首，
天下的血流成了河，逆黄河而上，汇入
咸阳，秦王被血色环绕，膨胀欲裂。荆
轲突然感到自己全身每一滴血都在跳跃
欢唱，他知道自己即将在涅槃中解脱。
如果灵光不昧，自己愿来世仍往来于华
夏某处，与高渐离一起击筑吹箫舞剑踏
雪。他依稀感觉到又不太可能。那幅摊
放在秦王几案上的督亢地图，边界线在
一点点消失，图中黄河之堤不断长高，
督亢一点点放大成整个华夏，而后又快
速缩小，飞入秦王的长袖中。荆轲知道
这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背靠柱子箕踞
而坐，支撑起残躯，靠在金丝楠巨柱
上，大骂一声，如京剧的拖腔，绕梁不
绝。他的额头亮晶晶的，回光返照，浑
身不停冒着如珠如油的汗滴。荆轲觉得
自己刺秦之行已尽兴，他下意识地飞出
了匕首，无憾地完成了人生最后一个自
选动作。黑黢黢的匕首在巨柱上停止了
颤动，荆轲笑了。他依稀看见前朝的春
秋五霸、屠夫白起，后世的腐儒董仲
舒、掉光了胡子的司马迁，一个接一个
从另一个世界轻飘飘地降临下来，共同
凝成了一块无字碑。黑色、红色一点点
沉淀下去，刹那间荆轲眼前清亮如晨
曦。黄河九曲，大地百川，变得清晰如
掌纹。百川投一海，海不藏一滴而自
用。天不藏私，河清海晏。

这类表述其实是试图穿越时代，揭示
内涵。

寻找文字与生命的契合点

在《逍遥游》课堂的尾声，我向学生传
达自己从校园旁边真实生活场景中获得
的美好体验，寻求古典与时代会心，试图
用时代的特写镜头浸润感染学生的心灵：

下了晚修课，我出校门沿学校围墙外
的大道漫步，市政花园草坪上飘来歌声，
我隔着路定睛一看，是两对年青人。一男
子在弹吉他演唱，另一男子和两女子在倾
听，歌声轻缓抒情。20年前刀郎想来在新
疆也是这么玩的，只是南方无雪，没有秋
冬来得早与晚的感觉。几米远处停着两
辆单车，看颜色知道是共享单车。共享是
个好创意，有限资源供大家共同逍遥游。

所有的教材文本，都可以看作一次情
感或思想的体验。我赞赏梭罗对自然身
体力行的审美实践，他独居瓦尔登湖，觅
自然之乐，用体验寻求与生命生活的契
合。对教材、对课堂的解读亦应如此。好
的语文教师会一生不断从事这件“其大无
外，其小无内”的事业，与学生一道深究文
本初心、自然本心，把文本还原成世界、时
代和生活，以婴儿的目光审视教材中的每
一篇人文经典，不依于旧说，不附于时俗。

具有深刻体验的人或许大多拙于言
辞，但语文学科要求教师要尽可能地达
于言辞，起码也要引领学生登堂入室。
根据不同的文本内涵，我总是力图寻找
不一样的思维、情感或审美体验——在
教学参考资料中翻不到的那种体验，并
与学生共同体验经典、生活、历史，我
来引导，师生各言其志。课堂必须是

“我们的”课堂，课堂上，我和学生都是
舞者：舞蹈是我的、你的、个性的，叫
课堂。我的课堂，就是我和学生共同的
瓦尔登湖，三年一周期，微波白浪，四
时不同；铁钉土豆，风车簸箕，那个能
够体验、甘之如饴的守望者，叫梭罗；
能够把此种精神迁之于课堂、不断求索
的，是一生挽着汉字跳舞的语文教师。

寻求个性化的语文教学智慧
龚志民

我刚担任班主任时，与几个调皮学
生的“交手”让我受益匪浅。那是开学
后不久的一天，班级的英语教师李老师
找到我说，她的电动摩托车被班上的学
生推进池塘了。原来，李老师上午在课
堂上批评了几名上课不听讲却与邻座同
学闲聊的学生，下晚自习时，她的摩托
车就不见了。到学校保卫处查看监控摄
像头的录像，才发现是以小胡为首的几
名学生晚自习时溜出来，偷偷将她的摩
托车推入了学校的池塘。

我很早就听说小胡比较讲哥们儿义
气，这次李老师没有批评他，可是他为
什么带头将老师的摩托车推入池塘呢？
我想或许还是所谓侠义思想在作怪。

我将小胡叫到办公室，轻声说：“你
先坐下，老师有些事想和你交流一下。”
他的表情有点儿惊讶，但很快就自然地
坐了下来。

我接着对他说：“听说你很喜欢读
《三国演义》？”

他脸上一下子露出了笑容，说：“老
师，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上次课上作文 《我最喜欢的
一本书》，你写的 《三国演义》，其实我
也特别喜欢 《三国演义》。”

小胡说：“我最喜欢书里面的桃园三
结义。”

我问：“为什么呢？”
小胡说：“因为他们三兄弟讲义气。”
小胡主动谈到这个话题，我想应当

好好抓住这次机会。我不动声色地说：
“刘备三兄弟都是英雄，他们依靠哥们儿
式的义气可以成就伟业吗？”

小胡说：“老师，我知道，建立蜀国
肯定不只靠哥们儿义气，靠的是大家共
同的志向和浴血奋战，桃园三结义是为
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理想，为了实现人
生的价值。”

我说：“可不可以说，不分青红皂白
的哥们儿义气不好？”

小胡低下头说：“我知道，哥们儿义
气有时也会让人头脑发热做坏事。”

我趁热打铁，接着说：“桃园三结义

是一种抱团的力量，刘关张三个人有共
同的志向。你想想书中的情节，他们一
起奋战可是为了家国大业。不问是非对
错就为兄弟两肋插刀，是不是太盲目
了？这种江湖义气只会害人又害己。”

这时小胡说：“老师，我们错了，不
应该把李老师的摩托车推入池塘，我马
上给她道歉，写检讨书。”第二天，李老
师收到了小胡的检讨书，接下来他还主
动在课堂上向老师道歉，承认了自己的
错误。

这次问题的解决让我深刻体会到，尊
重胜过说教，走心的教育方法往往胜过教
师单凭权威的空洞说教。班主任在做学
生思想工作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平时要学会与学生谈心。看
似不经意的聊天，能够拉近与学生的心
理距离，能从谈话中把握学生的动态与
思想走向。班主任需要走近学生，才能
了解学生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把握学
生的思想动态。其实，早在我接班的时
候，我就了解到小胡特别讲江湖义气。
他的某个哥们儿如果在课堂上被老师批

评，他会立即挺身而出，对老师唇枪舌
剑，一些老师也拿他无可奈何。我接班
之后，与小胡谈过几次心，他慢慢开始
尊重我，信任我。这也是他能听进我的
话的重要前提。

其二，平时要多做让学生暖心的小
事。班主任要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温暖学生的心。有时
候，哪怕是细微的小事，都会对学生产
生很大触动。比如，在小胡进办公室的
时候，我请他坐下来，表现出对他的充
分尊重，从而防止了他产生抵触情绪，
进而拉近了师生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

第三，要让学生感到舒心。教师不
能凡事总是抱着“我都是为你好”的心
态，主观武断地向学生发号施令，关键
是要学生理解你，接受你对他的好，让
他们明白教师对他们的一片苦心。要摒
弃“灌输式”的说教，有时候，和风细
雨式的话语更能让学生领会到关爱的力
量，从而更乐于接受教师的规劝。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班主任研
究中心）

“走心”才能赢得学生信服
许胜利

寻找养成教育的他
山之石

小学生养成教育一直是一
个教育难题。心理学上的“代
币疗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代币法就是运用代币并编制一
套相应的激励系统来对符合要
求的行为表现进行奖励。我在
教学中摸索改进了“小鱼钓小
猫”的教学与班级管理模式，
逐步规范了学生的行为，提高
了课堂效率。从此，教师教得
轻松，学生学得快乐。那么

“小鱼钓小猫”具体如何实施
呢？

“小鱼钓小猫”是以精神
奖励为基础的“代币疗法”的
一种变体与深化，我把学生比
喻为可爱的小猫，小猫最爱的
自然是小鱼了！充分把握“小
猫”这一特点，“小鱼”就能
发挥更大作用。此法所需费用
低，一学年只会花掉几元班费
去购买彩纸。我用海绵纸描
画剪制大、中、小三种鱼，再
根据奖惩制度，用“以鱼换
鱼”的方式奖励学生的良好行
为，督促学生把平时良好的行
为坚持下去，从而逐渐形成良
好习惯，以达到教育目的。

“小鱼钓小猫”这种方法
没有枯燥的说教，也没有严肃
的训斥。它是在一个环环相
扣、逐层升级的游戏规则下，
以一种活泼的方式，用一个有
趣的媒介来完成奖惩，最终帮
助孩子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

精心设计有趣的规
则和过程

在这个奖惩活动中，有三
个关键环节需要细心安排：

首先，鱼的设计要符合小
学生的心理特点，要有趣味性
和特异性。我设计的小鱼为尖
头宽尾大致呈三角形的热带
鱼，中号鱼为椭圆形的宽腹小
尾沙丁鱼，大鱼为鼓眼大尾的
金鱼。大、中、小三种鱼用不
同颜色的海绵纸剪成。海绵纸
的特点是不易破损、可折可
揉。因为小学生得到奖品后都
喜欢拿在手上炫耀或摆弄，必
须是不易破损、可多次使用的
才行。

其次，要制定奖惩制度与
兑换规则。奖惩制度分两大方
面，即课堂和课外。对于一些
看似很小的行为，如：礼貌待
人、团结同学、上课坐姿、握
笔姿势、举手发言、书桌摆
放、书包整理、个人卫生、教
室内外卫生、作业完成及书
写，等等，都进行细致的评估
后，再给予小鱼作为奖惩 。
大、中、小三种鱼的兑换规则
是：10 条小热带鱼兑换一条
中号沙丁鱼，5 条沙丁鱼兑换
一条大金鱼，3 条金鱼兑换一
张表扬信。表扬信是我自己用
A4 纸绘制的，上面有漂亮的
图案，还会配上鼓励或夸奖的
话语，并且有我的亲手签名和
日期。这些奖惩制度要尽可能
地具体明晰，让每一个学生都
了如指掌，才能有效规范学生
的行为。

再其次，奖惩要有及时
性。因奖惩制度涵盖内容多且
细，为了符合小学生注意力的
短暂性和兴趣的易转移性等心
理特点，奖惩要有及时性，需
当日、当周兑现或兑换。平时
做到一天一评比、一周一评
比。如：在一堂课里，老师表
扬了 3 次的学生，可获得一条
小鱼；一天被批评 3 次以上的
学生要上交一条小鱼。每周五
下午班队会对本周的十星进行
评比，具体包括守纪之星、礼
仪之星、助人之星、卫生之
星、学习之星、进步之心、才
艺之星、阅读之星等十种。

难忘一个学生的巨
大变化

记得我刚接手的班,有这
样一名学生：他跟年迈的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平时很少
见到爸爸、妈妈，见到爸爸或
妈妈时，从他们那里也得不到
关爱，而只有训斥或责备所以
他的性格有点儿孤僻冷漠。平
日里，个头小小的他，眉头紧
锁，一副愁苦的样子。脸颊和
双手总是沾满墨水，脏脏的。
但他上学从来不迟到，可见他

是喜欢上学的。但是这名学生
经常不完成作业，书写习惯也
差。在课堂上我观察到，同学
们兴致勃勃地跟着老师读课文
时，他却自顾自地做小动作，
完全置身事外的样子。放学
后，我找来他爸爸了解情况。
还没等我开口，这个爸爸就冲
上去扇了孩子两巴掌，用力很
猛，不到 10 岁的孩子一下子
被打倒在地，好一会儿都没有
哭出声⋯⋯我当时被这个爸爸
的冲天怒气吓坏了，接下来他
咬牙切齿地吼道：“我告诉过
你的，作业再完不成，我就打
死你⋯⋯”见状，我赶紧拦住
了学生爸爸。交谈后得知，这
名学生父母离异了，父亲性格
比较暴躁，母亲远走他乡，孩
子很少得到关爱。得知这些情
况，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责怪自己平时跟孩子交流太少
了，没有及时了解他的境遇，
多给他一些关怀。此后教学中
我尽量给这名学生展示的机
会，进而肯定他，鼓励他。比
如上课坐姿，明明他没有坐端
正，我偏说：“同学们今天表
现真好，个个坐得很端正。”
言毕，我看他坐得正正的，眼
睛专注，我就朝他微微点点
头。从此，上课铃声一响，他
就坐得端端正正的，期待着我
赞许的目光，于是我用代表

“进步之星”的小鱼奖励他。
好几次，我注意到他把领到的
小鱼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接
下来装进了一个小盒子里。时
过一年有余，这个学生个子长
高了不少，爱说爱笑，跟同学
一起快乐学习、快乐玩耍。

多年来，我用“以鱼换
鱼”的方式激励、督促学生，
逐步规范了学生的行为，收到
良好的效果。尤其在周五班队
会时，集中全班学生当面发放
小鱼的时刻，对于学生来说，
就像是享受盛宴！每一个孩子
都在期待自己被提名表扬，因
此表扬的覆盖率几乎百分之
百！每发放一次小鱼，班级里
总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孩子们也对这种表扬方式乐此
不疲、热情高涨。

（作者单位：湖北省郧西
县第二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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