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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者、研究专家与一线教师认为：
吃透教材、认清目标就不难
本报记者 汪瑞林

近期，网上关于“小学一年级上册
语文统编教材比较难”的观点引发了大
众的关注 和讨论 。为何 会有这 样 的看
法，小学语文一年级统编教材到底难不
难？针对这一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儿
童阅读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李虹教
授，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执行主编陈先云
以及内蒙古林西县王秀梅和河北省平山
县秦韶华两名农村学校一线语文教师，
听听他们怎么说。

关于识字和写字：

识字量同比减少 100 个，
只要求会写 100 个字
针对网上有关识字难度加大的观
点，陈先云介绍说：
“与人教版课标实验
一年级上册教材相比，统编语文教材一
年级上册的识字量要求已经从 400 个字
减少到 300 个字，从识字量来看，不仅
没有增加，反而是大大减少了。
”
作为研究儿童阅读的教育心理学工
作者，李虹教授曾经对小学语文教材进
行过系统研究。她分析过原人教版等多
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和现行的统编语
文教材，统计了每个版本教材中每一册
识字表和写字表的生字数量。根据统计
数据显示，现行统编语文教材小学一年
级上册的识字量比其他版本的都要低，
写字量基本持平。那为什么还有人觉得
一年级学生识字难呢？李虹告诉记者，
因为小学一年级是先学生活中常用的高
频字，再学低频字，先学笔画少、结构
简单的独体字，然后合体字才慢慢多起
来。而汉字中很多高频字的历史演变十
分复杂 ，导致其构字规 律不 明显 ，比
如，有的高频形声字中声旁表音和形旁
表意的特点不突出，再加上初学汉字的
学生对汉字的笔画、结构相对陌生，也
没有足够的正字法意识和独体字知识作
为基础，所以学起来有一定难度。
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繁荣寄宿制小
学的王秀梅老师认为，一年级上册会认
300 个字、会写 100 个字，教材的要求
对于他们这样的农村寄宿制小学来说难

度是适中的。因为这些字基本上都是生
活 中常用 常见的字 ，呈 现 形式也很生
动。比如，“日月水火”这一课，学生通
过看图的方式来认读本课的 8 个生字，
一点儿都不难。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两河胡村小
学的秦韶华老师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如
果 遇到某 一课要写的字 比较集中 怎 么
办？比如，写字最多的一课有 5 个字，
可以把它们分开，第一节课随堂解决 2
个字，下一节课再解决后 3 个字，这样
学生学起来就不难了。
”

养阅读习惯，为学生今后的独立阅读打
出现在课文中，有的出现在语文园地‘日
下基础。因此，教材中不同文本的教学
积月累’栏目中。从教材的编排意图来
要求是不一样的，这是教师和家长需要
看，
我觉得古诗只要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
注意的。
达到记住的目的就可以了。”王秀梅说。
陈先云认为，小学语文统编教材设
在学 《古朗月行》 这首古诗时，王秀梅
置的一些栏目有其不同的教学目标。比
先示范诵读 ，然后让学 生闭 上眼睛想
如说“日积月累”
，主要是让学生初步感
象，学生在想象画面的过程中，她再描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师的帮助下
述这首诗的意境，在此基础上，学生跟
通过朗读、记忆来积累。一年级上册第
着王老师一起朗读。在这样互动交流的
4 单元的“日积月累”：“一年之计在于
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就把 《古朗月行》
春， 一日 之计在于晨 。 一 寸光阴一寸
这首诗背下来了。
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简短的 4 句话，
教学建议：
就让 学生 从小知道要珍 惜光阴 。再如
关于阅读：
“和大人一起读”栏目，主要是考虑到一
了解教材编排意图、因材
年级幼小衔接的特点，通过和大人一起
要认清不同文本的目标要求
施教很重要
读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不要求学生
独立阅读。因为一年级学生识字量还很
“如果不计算相关栏目中的选文，一
“教材难或不难这个问题，是非常主
少，很难做到独立阅读。所以 《猴子捞
年级上册的课文数是 24 篇，而原来人教
观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者说会
月亮》 这篇文章，学生能在大人的帮助
版课标实验一年级上册教材课文数是 28
者不难，难者不会。
”李虹说。她从研究
下阅读，借助插图大致了解故事的意思
篇。
”陈先云介绍说。
者角度分析，认为网上一些人觉得语文
即可，教师或家长在指导学生学习时不
课文从 28 篇减少到了 24 篇，为什
教材难，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是汉语
要拔高要求。只要在大人的帮助下，学
么还会有人觉得阅读难度大呢？李虹教
的特殊性，因为汉字是方块文字，不表
生借助拼音能把课文读下去就可以，即
授及其研究团队收集了 4 个版本小学语
音，基本的书写符号不是字母，学生需
使有一些词语、有一些句子读不懂也没
文教材里的每一篇文章，建立了一个约
要掌握常用的 2500 个汉字，每个汉字都
有关系。随着学生识字量的增加、阅读
80 万字的语料库，通过分析每一篇课文
要学习它怎么读、怎么写，所以汉语的
能力 的提 高 ， 他们能慢 慢地由 不懂到
的字数、字种、字频、词数、词种、词
阅读学习是相对较难的，这就决定了在
频、虚词比例、句长等多个数据，创建
懂、由不会到会。
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学生什么时候能学
了一个可以计算汉语文本难易程度的可
李虹认为，学习课文的目的主要是
会阅读的时间点也是不一样的。第二点
读性公式。他们用公式计算了统编语文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而增加阅读量是
是教材的不同栏目有不同的目标设计和
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大量阅读，才能
教材一年级上册每一篇文章 （含课文和
教学要求 ，教师要把握 学 生的个体差
帮助 学生 提高词汇量 ， 积 累背景知识
拼音、“语文园地”中的选文等） 的难
异，充分利用教材的梯度设计，让学起
等。就字词而言，同一个词语往往有多
度，结果发现，大部分文章的难度和之
来较轻松的学生“吃得饱”
，觉得学习有
个义项，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含义和作
前的人教版课标实验教材很接近，只有
挑战性；让学起来需要一定时间的学生
用也不相同。只有通过大量阅读，学生 “学得稳”，觉得学习有成就感。这样才
少 数几篇 文章 ，数据统 计 显示难度稍
才会有机会接触到足够多样、足够丰富
高 ，但这 几篇文章有其 特定的编 排 目
能够帮助他们成为积极的学习者，这些
的词语使用的具体情境。
的。如 《项链》 一课的难度主要体现在
对教师来说是一个挑战。
王秀梅、秦韶华两位老师对于统编
句长，但选用这篇带有长句子的文章，
陈先云告诉记者，
对于网上反映的小
语文教材的栏目设置给予了肯定，特别
是为了配合课文 《雨点儿》，继续培养学
学语文一年级教材的一些问题，
已经通过
是“和大人一起读”栏目。她们认为，
生“读好句子的停顿”的能力。《小蜗
不同形式的教材培训向教研员和一线教
牛》 是一年级上册最后一课，大家看到
学生在幼儿园时期最喜欢听故事，最爱
师们做了一些说明，
比如说教材编写理念
文章长了，但课文以季节变化为线索，
听大人给他们讲故事。而“和大人一起
是什么、各个栏目承载着什么样的功能。
读”这个栏目的设立，正体现了“幼小
部分内容反复出现，段落形式一致，学
同时在教师教学用书中，
对教材的编排意
生只要理解了一个段落，就能举一反三
衔接”理念。通过共同阅读，学生和大
图、教学目标要求与教学建议也都有详细
人之 间不 仅能进行语言 交流和情感 沟
理解全文，实际理解难度并不大。《猴子
的说明。对于一线教师而言，
首要的工作
捞月亮》 和 《拔萝卜》 等文章偏长，但
通，更能体会到语文的学习和生活中的
就是吃透教材，借助教师教学用书等材
快乐时光是融合在一起的，体会到语文
编排在“和大人一起读”栏目中，并不
料，深入了解教材的编排意图，从学情出
要求学生自己阅读，而是希望教师或家
学习的趣味性和重要性。
发，
认清教学目标，
明确
“教什么”
和
“怎么
“一年级上册总共有 6 首古诗，有的
长读给学生听，以此激发阅读兴趣、培
教”
，
这样才能用好统编教材。

科普基地受教育
识鸟爱鸟护生态

日前，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蔡各庄小学学生
在北戴河区青少年鸟类科普实践教育基地鸟类
知识长廊参观。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青少年鸟类科普
实践教育基地，是一家与北戴河区青少年校外
教育中心联合设立的鸟类保护体验式公益教学
基地。基地以开展鸟类生态科普知识宣传和爱
鸟、护鸟教育，保护生态为宗旨，让孩子们在
实践中学习课外知识，培养他们养成良好的生
态观念。截至目前，该基地已接待中小学生
10 万余名，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进行科普
知识教育，提高青少年识鸟、爱鸟、护鸟的意
识。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苏州市草桥中学：
“三力课堂”探索“教为不教”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教改天地
“辛亥革命那年，我十八岁，对于革命
一下子成功，感到莫名其妙的高兴，看看
事实，似乎跟理想中的革命不大对头，又
感到莫名其妙的忧虑。
”上课伊始，苏州市
草桥中学校长范太峰读了叶圣陶的一段话。
“你是否认同叶圣陶的观点？
”范太峰问。
“不同意。
”学生答。
“为什么？”范太峰问，“判断革命成
败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
不久前，在苏州市草桥中学举办的
“看见你的影响力·纪念叶圣陶诞辰 125
周年”暨苏州市教科研融合建设推进活
动上，范太峰为学生和苏州十余所中学
的历史教师上了一堂“北洋政府的统治
与军阀割据”公开课。

随堂发放的还有一张
“草桥中学历史教
节课的历史时空距离。”范太峰说，此
团队”的引领作用，同时以“最具影响
研组课堂评价表”
，
对标
“吸引力、
生长力、
影响
外，还增加了毛泽东、孙中山等人的史
力的教师”评选为抓手，推进教师认同
力”
标准，
对教师、
学生及教学效果打分。
料，通过角色扮演，创设了宋教仁国会
并践行“三力课堂”理念。
“ 课 堂 是 课 程 的 试 验 田 。” 范 太 峰
演讲的情景，
“黏住”了学生的注意力。
“‘一组一品’即每个教研组都要
说，对于课堂教学，叶圣陶明确概括出
在此基础上，呈现辛亥革命前、中、
有自己的‘杀手锏’
，如语文着力推进情
“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的著名
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引导学生思考辛亥
境教学，数学开展小组合作教学，英语
论点，并进一步解释：假如学生进入这
革命后中国社会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进
以听读为先等。
”范太峰说，各学科根据
一 境界 ，能够自己去探 索 ，自己去辨
而回到课堂伊始提出的问题“判断革命成
自己的特色 ，形成了较 成熟 的教学主
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
败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让学生在阅读史
张、教学路径、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型。
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吗？
料、记住史实的同时学会看历史的视角、
教师是课堂的第一责任人。2013 年
对此，草桥中学着力开发出了“三
评价历史的维度，培养深度思考能力。
荣获“叶圣陶教师团队”后，学校按照
力课堂”
，即：让教学情境有吸引力，化
在范太峰看来，每个教师都在进行
教师发展需求梯级打造青蓝工作室、精
解苦学；让教学过程有生长力，转化死 “一个人的课改”，而“三力课堂”建设
进工作坊、名师共同体、叶圣陶教育思
学；教学结果重影响力，解决浅学。
的关键在于引导教师以“三力课堂”为
想研发室等，聘请校外专家分类指导，
范太峰以当天的这堂历史课为例，
价值取向，探索、改进教育教学手段，
带动全校教师成长。
解释“三力”是如何贯彻课堂的。
培养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
此外，学校每年还会评选出 20 名
“首先以叶圣陶的思考引发学生的思
自己去历练”的“自励自学自得”境界。 “最具影响力的教师”，以“师生关系
考，创设了身边的情境，因为叶圣陶是
“三力课堂”如何落地？草桥中学以
好、教学质量高”为核心标准，引导教
草桥中学的首届学生，拉近了学生和这 “一组一品”为导向，发挥“叶圣陶教师
师建设“三力课堂”
。

如何对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进行
校本化表达，如何将核心素养培养理念
落实到课程和教学中去？浙江省衢州市
外国语学校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新湖校区） 在传承教育集团百年教育精
髓——“好学尚美”的基础上，梳理、
淬炼出“文质兼修”作为学校的办学特
色。学校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及其发
展规律，拟定了“好学尚美 文质兼
修”的六大核心素养——身心强健、气
质高雅、个性独立、思维创新、品性卓
越、外语见长，建立“玩·美”课程体
系，作为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
和强大支撑。
玩，弄也 （选自 《说文解字》），
有研讨、反复体会之意。“玩”是符合
基础教育规律和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教
育尝试，“美”即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
观，发展学生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玩”与“美”之间天然相通，即用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用无为的心态达成高
雅目标。学校的“玩·美”课程包括
“二联”“四进”“新六艺”课程群 （简
称“二四六”课程）。其中“二联”
“四
进”课程主要以校外主题实践活动的形
式开展，“新六艺”课程主要以校内拓
展课、社团课等形式开展。

“二 四”课程拓展校外育
人空间

05
⦾

特色课程

小学一年级语文统编教材难不难
⦾热点回应

星期五

﹃玩 美﹄课程让学生文质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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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课程即校际联动、国际联
动课程。学校大力开发国内外区域交流
课程，把校际、国际交流互动活动打造
成拓宽学生视野、锻炼学生能力的课
程。如“衢乌行”课程，在衢州市政府
帮扶新疆乌什的大背景下，开展“衢州
有礼，衢乌连心”师生互访系列活动，
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欢迎你到
我家来”课程是以长三角“周邗衢江”
联盟学校为活动阵地，四校学生开展共
学互学交流活动，在“家庭互换”的活
动中体验不同的家庭文化，提高自理能
力；“同屏互学课程”以“互联网+义
务教育”帮扶结队工作为依托，让学生
在同步课堂中与受援方学校的学生同屏
互联、互学共赢；借国家“一带一路”
大形势开展“中—斯”（中国和斯里兰
卡）、“中—俄”（中国和俄罗斯） 等国
际互访游学活动，跨越千里的相约，不
仅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学生
国际化交流合作能力，更增强了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
“四进课程”即进家庭 （家校共育课程）、进社区 （社区大讲
堂）、进基地 （超级模拟实践课程）、进自然 （天地共享课程）。学校
融合各方资源，以开放的课堂带给学生真实的体验。如学校开展的
“家校共育”劳动课程，以学校为劳技知识主讲堂，以家庭为劳动实
践主阵地，将劳动教育落实到生活的时时处处；“社区大讲堂”与社
区合作，将社区场地与人才力量引入教育范畴，定期开展亲子文体艺
活动；进基地是学校依据地理优势，选择周边合适的机关及企事业单
位作为学生项目化实践基地，带领学生进行模拟体验，以“玩研”的
方式学习课本外的知识与技能，如进法院的模拟开庭活动、进银行的
模拟储蓄活动、进消防支队的模拟演练活动等；进自然是让学生走进
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用身体丈量世界，用感官体验天地精华。

“新六艺”课程贯通校内主题活动
“六艺”源于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早在 2500 多年前，周王
官学就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即礼制规范、音乐、射箭技术、
驾驶马车的技术、书法、数术。而今，学校立足传统、关注未来，在
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基础上形成了通儒达理、独具特色的新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 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课程选择。
“礼”课程——晓“礼”美德。礼，古代指礼制规范。学校充分
挖掘衢州的文化底蕴，以衢文化精髓和文化风貌为基础，开设国学礼
仪课程，包括“南孔古训”
“日行一善”
“新湖九礼”等德育课程。基
中“新湖九礼”将学生一天的行为礼仪拍成微电影，编成“新三字
经”让学生观看、传唱、玩吟，通过各种形式知礼、晓礼，让学生在
耳濡目染中熏陶、仿习，养成彬彬有礼的习惯。
“乐”课程——玩“乐”赏心。乐，古代指音乐。学校的“乐”
课程即艺术课程，包括音乐、美术两大子课程群，音乐方面有“新湖
音乐”之“民乐悦心”“舞蹈悦心”
“ 合唱悦心”，美术方面有“新湖美
术”
之
“陶土悦心”
“扎染”
等课程。学校一年一度的
“玩赏童年”
艺术节，
以艺促智、以艺载德、以艺激情，开展具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学
生特点的文化活动，是“乐”课程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 射 ” 课 程 —— 习 “ 射 ” 健 体 。 射 ， 在 古 代 指 射 箭 ， 学 校 的
“射”课程是指运动、心理类课程。花式跳绳等运动类课程使学生体
味到静与动的珠联璧合、力与美的完美绽放；足球、篮球、排球课程
更是异彩纷呈。学校除了每年的传统体育节之外，每月有为各年级量
身定制的“玩乐”运动会，天天都有“玩享”活动课，晴天有户外的
跑操，雨天有室内的玩乐操。学校在关注学生健康体魄的同时，还开
设了心理辅导课程，让学生身心健康全面成长。
“御”课程——驾“御”提能。御，在古代指驾车的技术，学校
的“御”课程是指科研、社会实践类课程。此类课程旨在提高学生驾
驭知识、拓展学识的能力。其子课程有“创客中心”
“高铁时代”
“茶
文化”“衢时代”等小课题的研究。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成为课程的设
计者、参与者、实践者、受益者，师生在研究中长智慧、增本领、共
成长。
“书”课程——研“书”修身。书，在古代指书法。学校“书”
课程指书写、阅读。书写、阅读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是
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书”课程分两大课程群，其中书写课
程的子课程有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阅读课程群分三个学段，把阅读
与绘画、影视欣赏和表演、写作等结合起来，循序渐进。“玩味古诗
词”
“玩赏经典文”
“玩嗨趣配音”等读书节活动，有效融合各学科边
界，让学生在玩中习得知识、提升能力。
“数”课程——思“数”增智。数，在古代指数术，即推测自
然、社会、人事“吉凶”的技能。学校的“数”课程是指促进学生思
维发展的综合益智类课程，包括智慧游戏、棋类课程、乐高课程、左
手书绘、思维导图、航模课程、数独游戏等，让学生在充满娱乐性、
趣味性、创造性的学习中开发大脑，探索世界，掌握技能，提升科学
素养。
“玩·美”课程的探索，是学校面向儿童的未来、激发儿童内在
潜质、关注儿童生命成长的课程形态，完美是“玩·美”课程的目
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永远在路上。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外国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