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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信息快递

教师的成长发展之道
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
题，这里面，需要有理论
上的建构、分析和指导，
更需要实践上的分享，需
要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和样板。

回 顾 自 己 的 从 教 之
路，您有何感触？在您成
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了
哪些关键的节点？对您成
长影响最大的人和事是什
么，从中您得到什么收
获？如果您是一位老教
师，您想对青年教师说些
什么？如果您是一位青年
教师，您相对同龄人或老
教师说些什么？每个年龄
阶段的教师，都会有自己
的体会和想说的话，欢迎
来稿与大家分享您的成长
感悟。

来稿2500字以内，要求
讲述事例有典型性，经验总
结有提炼，切忌流水账式讲
述个人成长经历。来稿请发
至 jybjiaoshi@vip.163.com,
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我的
成长之路”字样。

“我的成长
之路”征稿

本报讯 （记者 杜悦） 近
日，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
国家级示范区示范校建设工作启
动会在北京召开。20 个国家级
示范区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
和教研部门负责同志、示范区普
通高中学校校长以及 60 所国家
级示范校校长、教学管理人员通
过视频方式参加了会议。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和 《教育部
关于做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
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有关要
求，教育部组织在全国遴选了一
批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
家级示范区和示范校。目前，
2020 年启动建设的 20 个国家级
示范区和 60 所国家级示范校已
完成建设工作三年规划和第一年
建设工作方案的研制。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同志
强调，要立足我国基础教育改革
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教育内涵发
展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等核心工
作，认真组织实施好普通高中新
课程新教材；要准确把握国家级
示范区示范校建设的总体要求和
重点任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大胆
改革创新，体现目标成果导向和
发挥帮扶示范作用，从加强课程
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完善教学
管理、健全评价办法和强化教研
指导等 9 个方面完成示范建设重
点任务。

教育部课程教材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课程教材中心关于推
进国家级示范区示范校建设工作
的整体考虑和工作安排，强调要
注重顶层设计，强化研究指导，
鼓励首创精神，做好总结交流，
加强评估改进。同时总结已经开
展的相关工作，包括指导国家级
示范区示范校研制建设工作三年
规划，谋划国家级示范区示范校
全员研修工作，组织研究各学科
教学指南，实施常态化主题教研
等。

杭州市教育局、潍坊市教育
局、重庆市渝中区教委等国家级
示范区及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
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上海中
学、福建省三明市第九中学等国
家级示范校的负责同志就三年建
设规划作了交流发言。

2020年普通高中新
课程新教材实施

国家级示范区示范校
建设工作启动会召开听觉障碍给学生学习和运用语言

文字、了解人类文化和参与社会生活
带来了严重影响。在多年的教学生涯
中，我一直努力探寻有效的教学方
式，帮助听障学生克服心理与生理障
碍，从而帮助他们打开心灵之门，获
得生活之能，减少融入社会过程中的
阻碍。

微笑：打开听障学生心灵
之门

教师怎样消弭听障学生天生的自
卑感和畏惧感，从而毫无障碍地走进
他们的心灵深处呢？我在教学中发
现，微笑是打开学生心门的神奇的钥
匙。

曾经有一段时间小东显得特别消
沉，经常孤零零地坐在教室的角落
里。我问其他学生小东怎么了，学生
们都说，小东脑子很笨，什么都不
会。我抽空找小东谈心，手语加口语
的谈话方式本来就节奏比较慢，加上
他扭着脸沉默不语，谈话一度冷场，
我只好耐心等待。过了好长时间他满
不在乎地说：“我很笨，学习不好。”
我惊讶地问：“谁说你很笨？”他说同
学们都这样说。我说，先不要下结
论，接下来细细地为他分析起来：“第
一老师坚信，你不笨；第二你上课没
有认真听，思想开小差；第三因为同
学的评价，你有点儿自暴自弃；第四
你缺少朋友，很难过。”小东露出惊讶
的表情，奇怪老师居然能明白他的心
思。我接着又问了他一句：“想不想进
步？”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想。”这之
后我和其他任课教师共同为小东制定
了“个别化教育方案”，在心理、学
习、活动等方面适当地对他进行个别
辅导，时不时给他一个鼓励的微笑。
在教学实践中我和同事们越来越感受
到微笑的神奇力量——课堂提问时，
一个鼓励的微笑能启迪学生的思维；
学生有了进步，一个赏识的微笑能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做了错事，
严厉批评后不忘给予一个宽容的微
笑，能让学生重获信心。现在的小
东，眼中有了光彩，有了好朋友，不
再畏惧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

存在自卑心理的听障学生在学校
占到了绝大多数，有很多学生还存在
比较严重的心理疾患。几年前我开始
进行“聋生心理健康状况及教育对策
研究”的省级课题研究，在课堂上实
施了一系列“心育”策略。2019 年我
结合大量的教育案例出版了 《走进心
灵》 一书，为特殊教育教师对学生进
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
多方面的参考。

情境课堂：加强与现实生
活的联系

在特殊教育学校常常出现这样的
尴尬场面：教师手舞足蹈、口干舌燥
地讲完一篇课文，问学生写了什么内
容，一半的学生不知所云，这就是听
力障碍学生的原生态。叶圣陶先生说
过，语文教学的根在听说读写。听力
障碍导致学生“听”“说”缺失，直接
语言能力弱化了，主要表现在：听觉
障碍带来对汉字音形义理解的脱节，
导致思维“断路”；语言障碍带来表达
的颠三倒四，出现表达“短路”。特殊
教育学校教师要做的就是联系生活情
境，发展学生的整体语言能力 （包括
口语、手语、书面语），构建紧密联系
生活的生态化课堂。

“音形义”植入生活情境，让汉字
具有鲜活的生命。汉字是音形义的结
合体，健全儿童看到汉字“马”，会立
刻读出其读音，脑海中会出现马在奔
驰的场景。而听障学生在生活中可能
看到过马，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漂亮
的动物读什么音，不知道汉字的形音
义是融为一体的。在教学汉字时，音
形义必须同时出现，教师首先要给每
个听障学生“正音”，达到让每个孩子
都能“说”的目标，再配以精美图
片、动感视频，通过读马、认马、画
马、写马、用马字组词等方式形成完

整的“马”的概念。
“看说读写演”相结合，扬长避

短，构建语言情境。李吉林老师指
出，情境教学是充分利用形象，创设
典型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把
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结合起来的一种
教学。与普通学生相比，听障生更乐
于也更倾向于在具象性的情境中建构
知识。

听障学生因为“以目代耳”的代
偿功能，观察力和模仿力比较强。我
在教学中注重发挥他们的特长，多让
学生用神态和形体语言来表演，注重
学生的参与、体验、内化和生成。普
通学校语文课有“听说读写”四大训
练，面对听障学生的教学要把“听”
变为“看”——看口型、看手语，我
又增加“演”的训练，逐渐形成了

“看、说、读、写、演”的语文课堂模
式，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和学生的参
与度。在学习 《景阳冈》 武松醉酒打
虎一段，学生把武松醉酒的神态、打
虎的动作和老虎一扑、一掀、一剪的
绝技表演得惟妙惟肖，武松的性格特
点在表演中也得到了凸显。学习 《高
贵的施舍》 一课之后，师生共同进行
课本剧创作，教师和学生一起揣摩残
疾乞丐的心理变化，在一次次单臂

“搬砖”的过程中，在母亲有隐情的
“施舍”中⋯⋯这些情节都深深触动了
同样身有残疾的学生，体会到了由

“被施舍”最终变为“自强自立”的心

路历程，也获得了成为生活强者的信
念。这个精彩的无声课本剧表演，后
来获得了淄博市“百灵艺术节”的一
等奖。

体验式教学历久弥香。去年9月我
在讲 《桂花雨》 一课时，发现很多学
生居然不认识桂花，部分学生的认知
也仅仅局限在网络图片上。正巧学校
综合楼大厅天井有两棵桂花树，一棵
金桂一棵丹桂，还没到大厅我们已闻
到了桂花的香味。我带领学生细细观
察桂花的花瓣、颜色，想象“摇桂
花”的场景。学生对课文中的桂花糕
垂涎三尺，我就拿出早已事先准备的
香喷喷的桂花糕，学生们一人一块，
吃得津津有味！多感官参与观花、闻
香、品味的体验式学习，记忆深刻而
持久。多年以后课文内容学生也许会
忘记，但是桂花糕的香甜或许会永远
留在学生的记忆中。

注重生活中“随手拈来”的教学
素材。我们学校教师与听障学生一起
研学旅行时，提倡师生每人准备一个
简易塑料夹、一沓白纸、几支彩笔。
要求教师抓住契机带领学生与随处可
见的生活知识来一次亲密接触和美好
邂逅。春游花山，看到一丛绿色植
物 ， 学 生 不 认 识 ， 打 开 手 机 点 击
APP， 对 着 植 物 一 扫 ， 答 案 一 目 了
然，是“野蒜”，图文结合有详细的介
绍。教师随手用彩笔把“野蒜”的拼
音和汉字写在塑料夹的白纸上，大声

用手语诵读“野蒜、野蒜、野蒜”。这
样的教学场景美好得让人心动，这样
的学习学生乐此不疲，这样的美好生
活让学生心怀感恩。

我们一直注重利用多种情境构建
有助学生生命成长的语文课堂，关注
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关注学生知识
与生活的链接，更关注课文背后的道
德体验和价值观。

手语研究：架设有爱无碍
教学之路

在一次听障教育课堂展示会上，
一位外校教师借用我们的学生上公开
课，在小教室试讲时效果非常好，学
生配合度好，课堂气氛活跃。但是在
正式进行课堂展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
状况发生了——无论这位教师怎么启
发，学生都是“一脸蒙”，该教师非常
着急。我一直在观察讲课教师和本校
的学生，这位教师全程都用口语，没
用一个手语，本来很活跃的学生一个
个正襟危坐，不敢回答或答不上来。
我在想，现在大部分学生做了电子耳
蜗，听力都不错，在教室里近距离用
口语没有问题，但是在这样一个空间
很大、人数众多又有些嘈杂的大会
场，学生的听力肯定会受到很大干
扰。下课后那位教师有些沮丧。我问
学生：“为什么不举手回答问题？”学
生说：“看不清，也听不到老师在说什
么。”任课教师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
症结所在，那就是没有给学生架设好
语言的通路——没有适当使用手语。
学生听不到声音，又看不到手语，等
于接收不到信号，自然无法及时反
馈，课堂上的互动就无从谈起。

在以听障学生为主的特殊教育学
校，如何促进口语、手语、书面语在
课堂中的合理使用，是一个大问题。
听障学生作为特殊群体，有着独特的
语言表达方式——手语。我对手语的
研究开始于 2005 年，为了适应电视台

“新闻综述”栏目的即时翻译，对于手
语的规范性、方位、速度、美观等进
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其后正式确定
手语研究项目是 2013 年。在教学与研
究过程中我发现，书法校本教材在内
容、编排方面都具科学性，如果配上
形象的手语，将成为国内第一本用手
语讲解书法的书籍。因为 《中国手
语》 中关于书法的词汇比较少，远远
不能满足书法教学的需求，于是我开
始和书法教师一起研究如何在基本笔
画、笔顺、偏旁部首、间架结构的教
学中使用手语，帮助学生尽快掌握书
法的基本规律。我们以标准手语为依
据，辅以动作演示，历时两年完成了
36 万字的 《手语说书法》 一书。后来
又相继出版了 《手语诵国学》《手语唱
中华》 等著作，这些书籍都收到了较
好反响。

开启听障学生心灵之锁
贾益芹

名师 思录录反反

贾益芹 山东省语文特级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现任淄博市特殊教育中心听障部主任。曾
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等荣誉称号。多年来潜心致力于听障学生心理健康和手语教育研究，主要著作有 《无声心语》《手语说书
法》《手语诵国学》《走进心灵》等。

2018 年 9 月，作为国家“万名教
师援疆计划”的一员，我奔赴新疆阿
勒泰地区援助当地“六县一市”小学
语文教学。匆匆的时光里，有震撼也
有思考，有付出也有收获。

从“糟糕透了”到“精彩极了”

刚到阿勒泰不久，我和当地教研
中心丁老师去离边境很近的吉木乃县
的乡小听语文课。当时授课的是本校
的民族教师，她组织学生通过使用北
京援助的教学设备听县里学校语文教
师的直播课，同时现场补充讲解直播
课的内容，并配以板书。由于传输信
号不好，直播课音质和画面不够清
晰，加上这位教师的讲解与直播课不
能很好地同步融合，学生几乎静坐 40
分钟。怎么能让这群哈萨克族孩子爱
上汉语呢？为了不影响当地学校教师
的教学信心，课后，我单独与她进行
了沟通，当时她的表情非常愧疚，我
劝慰她思想负担不要太重，只要自己
用心学习教学就会有所改进。本以为
到此结束，可她却诚恳地说：“我再上
一节课，您听听。”话音一落，我的泪
水禁不住往上涌，她的勇敢和担当深
深地感动了我。

第二堂语文课是作文辅导，内容
是让学生写一种动物。她引导学生们
写自己熟悉的动物，因为学生的父母
多半是牧民。平时的生活体验让他们
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课堂气氛非
常 活 跃 ：“ 我 写 家 里 刚 出 生 的 小 马
驹！”“我写鹰！”“我写骆驼！”教师不
时插话细问：“驼峰是什么样的？摸上
去什么感觉？”学生争先恐后地描绘
着，生动而又快乐⋯⋯这节课的课堂
结构虽谈不上多么精致，但走进自
然、贴近生活的话题让课堂有了温
度，学生敞开心扉，畅快表达，其乐
融融。这位教师主动勇敢的教学选
择，让课堂由“糟糕透了”变得“精
彩极了”，说明在所有的教学手段和因
素中，当教师这个发动机启动了，学
生的激情与活力才会被点燃从而迸发
出来。这个启动的力量不仅源于外在
压力，更源于教师内心对语文的热爱
和使命的认知，带着这样的使命上
路，教学才能扎根落地，也才能真正
促进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繁荣与发展。

“唱响古诗词”的学习共同体

为全力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阿勒泰地区的许多机关干部和教师轮

岗下乡住户，与少数民族兄弟共生活
共学习。学校里的各民族师生也通过
各种形式学习普通话，但对古诗词却
都有些胆怯和回避。去年，部编教材
中古诗文已经由 70 多篇增加到 126
篇，学习古诗文无疑成为一场“攻坚
战”。我和民族教师组成“共同体”，
通过集中讲座、分散培训、信息沟
通、案例教学等形式，探索推进民族
地区古诗词教学的方法。

在与民族教师共同进行教学研究
时，当地人自豪地说李白就出生在他
们那里。我查询后发现，学术界的确
曾有这种说法：李白出生在西域的碎
叶城，5 岁才迁居绵州昌隆。这种说
法是否属实，历史学家尚无定论，我
自己也无暇考究，但是李白与天山确
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写的 《关山
月》 便是最好佐证。王维也奉使出塞
留下了千古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送元二使安西》 中的“元
二”就是从陕西过敦煌来到现在新疆
库车县的。众多文化名人在这条古老
的丝绸之路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迹⋯⋯
于是我们和当地教师组成了“中国古
典诗词学习共同体”，旨在全面提升他
们的古典诗词教学能力。

我们的“学习共同体”还建立了

微信群，有朗读与跟读，有答疑解
难，有微培训。在古诗词教学中，“案
例教学”是最富有成效的方法。第一
步是民族教师上课，我们分析课堂提
出建议，然后是“师对师”演示，我
登台示范，直到当地教师完全理解，
露出满意的微笑。最后环节是欣赏名
优教师古诗词教学经验并交流。“案例
教学”，让大家体会到古诗词教学要在
关键处触动学生的灵魂，如“孤帆远
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孟浩然
比李白大 12 岁，两人是良师益友，分
别何等不忍，古时候的再见又何等之
难，充分理解诗人依依不舍的孤寂之
情，之后方可谈及带感情的朗读和延
伸理解。通过古诗词的“案例教学”，
我最后总结出教学要点，比如要教学
生理解诗词的“意美、音美、形美”，
应注意了解时代背景和诗人个人经历
等。

巧遇公益课堂的兄弟姐妹

在支教的日子里，听说我们住处
附近的一所中学有不少年长的民族教
师急需培训普通话后，我便和两位支
教教师前往，去参加夜校公益课堂。
记得刚上课时，面对哈萨克族、维吾

尔族等民族的老教师，我们有点儿尴
尬，不知怎么教学。可后来却相处得
如同兄弟姐妹。

我告诉教师们，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从仓颉造字到今天已经有五千多
年历史，汉字目前是世界上唯一的方
块字，里面有故事，有文化。比如

“采”表示动物用爪子上树去采东西
吃。智慧的祖先按其意思造字，我们
懂其中的故事记字就不难，这样还能
记住一串儿字。如理睬、彩虹、蔬菜
等。书写时注意左小右大，上短下
长，如人的体型特点，我用心地按规
律深入浅出地讲解，循循善诱⋯⋯

等我讲完了汉字的故事，民族教
师们为奖励我，献上了舞蹈。一位年
近五旬的男教师表演 《黑走马》，几
分钟后，其他人就都情不自禁地跟着
跳起来。我模仿他们，前倾着腰，抖
动着双肩。一些女教师教我挤牛奶的
动作，我就又加上了手的动作。记得
分别前的最后一节课，当地民族教师
吐字清晰准确地完成了朗读作业之
后，让我唱歌，于是我就唱出了来新
疆 后 一 直 想 唱 的 《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

（作者单位：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教师进修学校）

在“学习共同体”中一起成长
——赴新疆小学支教的实践感悟

崔晶

⦾教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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