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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曾有年轻人问我：“王老师，
你的语文课获奖无数，到底谁是
你的教学法老师？”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引发了
我对自己专业成长的反思。

要说老师，真的很多。其中
有一个，很值得说说，那就是

“书”。我们教书，书也在教我
们。

优质的文本自身就
是一种教学法

比如《谈生命》里就有。冰心
说生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像一
江春水一样奔向大海，一路欢歌，
一路雀跃，停滞和迂回也是一种
前行；另一种是像一棵树，长在最
初的土地里，他的远方是向上向
上再向上，迎着阳光和雨露，不移
一步，也依旧找到了归宿。

冰心谈生命，也是在谈教学
法。语文教学，各有各的路子，各
有各的门派。有人喜欢激情，有
人喜欢青春，有人喜欢本色，有人
喜欢诗意，有人喜欢简约，有人喜
欢深度——有多少完整独立的个
体，就有多少种语文样态。每个
人都成为自己就好，每个人都按
照自己喜欢的路径奔向语文的怀
抱就好。可以学习，可以模仿，但
个体不可以替代。我们每一个
人，都是语文宠爱的孩子。

成为你自己——语
文教师的终极追求

比如《走一步，再走一步》里
就有。无论哪种教学法，内核里
都是对学生的爱，都是对学生心
智的呵护与成全。“下来吧，孩子，
晚饭做好了”，没有这样的一种关
怀，“教学法”就不成其为教学
法。理解孩子的学习恐惧，并帮
助孩子消除这种恐惧，是所有教
学法的共同特点。而“一小步一小
步地走”的阶梯意识，更是田野课
堂一线教法必备的要素。任何

“法”，其本质都是“一对一”的帮助
提携。要对得上这个“一”，咱这个

“一”就得研究学生的那一个
“一”。用这种思想来建设教学法，
“法”才能真正被课堂所用，而不是
悬在空中落不了地的理论。

还比如，《社戏》里就有。《社
戏》中的那个小双喜，可是个好老
师。在他的帮助下，迅哥儿成功
看上了戏，还看得很开心。这个
过程，全是教学法。平桥村中的
孩子们都很有同理心，迅哥儿没
船看不成戏，悲哀得不得了，大家
伙儿都跟着“叹息且同情”。只有
这个双喜，除了跟着“叹息且同
情”外，还能跳出这“叹息且同

情”，琢磨船的问题。他一琢磨，
问题就出现了转机。所以，这个
孩子，是个不沉溺于问题、不被问
题淹没，而能够站在高处俯瞰问
题的小家伙。这就是我们面对文
本的态度——既要能够在文字中
出生入死，又要能够跳出文本，居
高临下俯瞰文本。这样看文本，
一定能够看出东西来。

而后来，双喜的表现，更加处
处是教学法：为了让母亲放心，他
分析“可以去看戏”的三大理由，
你看那先后顺序的安排，看那逻
辑，是不是很严谨，一环扣一环，
各种预设，各种预案，步步为营。
我们研究教法，研究如何帮助学
生，也是这样的思路。小双喜后
来和六一公公对质，那心理学原
理应用得好哇，六一这样的老家
伙根本不是小家伙的对手。教学
法也是这样，没有心理学的支撑，
是很难见“法力无边”的。双喜最
可爱的是一方面特别懂事机灵，
另一方面也还是个“孩子”，跟着
大家伙儿“破口喃喃地骂”那老
旦，骂那戏不好看。双喜要不骂，
这个形象就没有那么跳脱了。我
们做老师呢，教学法的最高之法
也不是哪一种具体的技巧，而是
到时候了，自己也能变成那个年
龄阶段的孩子，跟着他们一起闹，
一起疯。“教”“学”合一，就意味着
天人合一，“合”上了，这课堂，就

“活”了。而课堂最不好的状态，
一定是“隔”的状态，教师和学生
分离，心意无法沟通，再好的教学
内容，也都白搭了。

教学现场都是生命现场
《社戏》里不仅有教学原理，

还有教学心境的指导。我一直觉
得，教学法绝不仅仅是些具体的
方法，还应该有一部分，就是“教
学心法”，教老师如何打理自己的
教学心情——我们活，不就是活个
心情吗？教，其实也是教个心情。
心情好，什么都值，再累也是幸
福。心情不好，学生考出来的成绩
再看，也没什么意思。《社戏》里边
到处都是心理学。比如那戏好看
吗？不好看，难看！豆好吃吗？一
般般，普通得很。为什么最后一律
都成了“最好看最好吃”的呢？原
因就在文本里：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
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
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
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
又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
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
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
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你看，这就是人的心情。再
糟糕的经历，一旦离开了，一回
望，“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了，
那“戏台”，又“缥缈得像一座仙山

楼阁”了，生活又像“横笛”一样悠
扬了，主人公们呢，又想“再回去”
了。这就是生活，“一切逝去了
的，都将成为美好的怀恋”。鲁迅
写得是不是极富禅意？这是生命
的心境，也可以成为教学的心境。

教学现场其实都是生命现
场，没有都顺利、都美好的。处于
这个现场中的我们，焦虑是难免
的，甚至打退堂鼓的时候都有。
但实在难熬的时候看看《社戏》，
你就释然了。我们对未来一定要
有一种“信”，我们所经历的，好与
不好，最后都将被“红霞”罩住，都
将成为“最好看最好吃”恨不得

“再回去看看”的传奇。
所以，活在当下，教在当下，

欢天喜地地享受当下的一切，这
就是活法，这就是教法。

语文教学应追求“空
明之境”

要说最值得一提的教学法老
师，我觉得，非苏轼莫属。

人过“不惑”，但“惑”却从来
没有停止过。

比如关于“思想”的问题。有
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自己不够深刻。

又比如关于“节奏”的问题。
我这激情派上课，课堂常常如野
马脱缰。

又比如语文教学的许多“经
典纠纷”也常常将我裹挟。人文
性工具性之争，一度让我不知所
措……

结果，苏轼一篇《记承天寺夜
游》，把所有的“惑”全解了。

解惑之药就在文中的两个
字：空明。

何为空明？
空明首先就是要会“为乐”。

解衣欲睡之时，月亮来访。既然
客人来了，那就开门迎客。于是
欣欣然穿衣出行。还嫌一个人不
够热闹，再抓一个去，而且心中有
谱，哪个人是值得去“抓”的。苏
轼之可爱，首先在于他会玩儿。
管他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天
气，都能玩得很嗨。

空明就是那点儿“闲”。不太
满，不着急。月亮在头顶上照着，
天宽地阔，月色无限。深冬的夜
里，时间好像也变慢了，日子变长
了，只适合“步”了。“有什么歇不
得处”？歇了就是。

空明就是那份“欣然”。见了
月亮，“欣然”起行。朋友没有睡，
也欣然。步于中庭，欣然。觉得
月亮好看，欣然。自我表扬一番，
欣然。欣然不是大乐，是内心深
处的一份淡淡的喜悦。

空明就是“盖”的味道——原
来是这样啊！对生命的极微小之
美，也永远充满惊叹！

…… ……
这里边，全是教学法。
要“为乐”：课堂要带给孩子

们快乐，课堂上要和孩子们一起
“作乐”。

要有一点儿“闲”：课不能上

得太满太急。
要有一点儿“欣然”：课堂的

气氛应该是和谐的，师生都要有
“欣然”的冲动，而不是被压迫被
催促。

要有“盖”味儿：一定要给学
生一点儿惊喜。好的语文老师要
懂得抖包袱，卖关子。

要如“积水空明”：摒除杂
念，灵魂安宁。所以课堂上枝蔓
不要太多，目标不要太杂，返璞
归真、化繁为简是必由之路。

人空明，课才能空明。
惑就这么解了：
做小溪流，也挺好，只要不是

烂泥潭。不用羡慕人家的“厚
重”，真正的厚重不是抡起重剑骇
人，而是拈花摘叶均能为剑。有
的人能把简单表述得很复杂，有
的人能把复杂表述得很简单。我
们要努力做后一种人。

所有的纠缠都是无意义的，
不必争。语文也如一轮皓月，夜
晚的时候，安静的时间，它才有
光、有色、有形。心中空明之人才
能欣赏到它的好。摒弃复杂，回
归本源，语文人做好语文人的事，
就好。

语文的状态，最好的是苏轼
赏月的状态：空明之境，空明之
友，空明之眼，空明之心……慢慢
地稳稳地，中庭信步，深夜不倦、
不惑。

这便是苏轼教我的：课，一清
如水；人，明心见性。

我教书，书也教我
王君

名师 思录录反反

激发学生创新活力，应以课
堂教学为主。作为农村小学，我
们不盲目嫁接高大上的课改经
验，而是脚踏实地，依据校情、
师情、学情，开展以“自主学
习、自主探究、自主创新”为特
征的课堂教学改革，以学科育人
为核心的课堂激活了学生蓬勃发
展的活力。

课堂教学改革从提
升教师素质开始

学校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
引导教师制定三年成长规划，包
括个人成长目标、教育教学业绩、
课题研究、教学成果等，教师发展
中心通过不断拓宽路径，促使教
师完成规划，提升自身素质。

学校根据教师需求，统一购
置教育教学书籍，供教师学习，
成立“读书学会”，定期开展阅
读成果分享会。除此之外，还通
过网络研修、外出学习等形式提
升教师素质。在此基础上，学校
以深度理解教学理念为重点，开
展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学校以
熟练掌握教学基本功为抓手，开
展竞赛活动，选出课改领头雁，
把提升研究能力作为重点，开展

“头雁引领”行动，通过开展专题
讲座、经验交流会，定期上公开
课、展示课等形式，带领组员交流
提升，形成“雁阵效应”。同时，通
过校际交流，开展联合教研、课堂
观摩等活动，在横向互学活动中
开阔视野，提升素养。

学校基于问题开展校本教
研。每学期初面向教师、家长和
学生征集教学中的问题，并按重
大问题、一般问题分类，重大问
题招标、一般问题定向，学校给
予资金支持开展研究。同时，学
校借市内外专家之力，进行研究
指导，引领教学方向；利用检验
室视导，发现教学问题，分享改
革经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教
师的教学能力及课程改革意识大
大增强。

高效教学范式从微
环节发力

为了规范备课，学校形成了
适合学校特点的高效集体备课模
式：定备课内容、定中心发言人
→教师各自完成个体备课→中心
发言人说备课→集体议备课→形
成集体备课→进行个性修改→课
堂教学实践→集体自评、互议→

撰写教学反思。这一模式摒弃了
以前备课的条条框框，集中在学
法指导上发力，实用性更强。

学案导学是我们落实“三自
主”课堂的主抓手。我们着眼于
每一个微环节，通过自主预习交
流、自主合作学习、自主探究疑难
等环节完成教学目标，让学生学会
学习，学会思考，学会提出问题。
在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做到“三
法”，即：课前预习有法、课堂学习
得法、技能形成章法。训练六种能
力，即：会观察——多角度、多层
次；会质疑——有价值、与众不同；
会倾听——能静心、能入耳、分
主次；会表达——言之有序、言
之有理；会合作——配合默契、
结果恰当；会评价——有针对
性、有提高。课堂教学环节环环
相扣，有梯度，有高度，教师教
得有激情，学生学得有滋味，课
堂充满生命的活力。

在开展范式教学的同时，我
们鼓励教师根据学科特点和自身
优势，构建适合学生、适合自身的
个性教学法。学校定期组织个性
教学法评选活动并进行奖励。目
前，我们形成了“朗读为主、整体
训练的小学语文教学法”“教学

情境催生学习动力的小学数学教
学法”“口语训练、情景表达的小
学英语教学法”等十多种教学法。

拓宽课堂教学容量
从课程整合入手

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将国家
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搭
桥”整合是我们坚持课堂教学改
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课程整合
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激发了学
生学习兴趣，而且提高了学生思
维能力和学习能力。

主题创编是我们整合课程的
主要形式。我们在专家的引领
下，经过“内容梳理与重组、目
标分析与整合、主题选择与确
定、活动设计与实施、构建课程
评价策略”5个步骤，研究开发
出“主题阅读与写作”“生活中
的数学”“指向表达的英语学
习”“写字与艺术”“体育与文
化”“美术与审美”“音乐与情
操”“道德法治与思政”等校本
课程。同时，学校创建了“生命
教育”“名家大师”“国际特色”

“综合实践”“传统文化”“科技
创新”“人文自然”“兴趣拓展”
等选修课程。这些选修课程以微

课化、订单式、走班制为主要组
织形式，让学生的学习变得轻
松、有趣，更好地满足了不同学
生个性化需求。

评价是促使课堂教学理念落
地的重要手段。学校积极推动评
价方式改革，针对教师，要求每
位教师每学期围绕一个主题或一
种教学方法，提供一个优秀案
例、一节展示课、一篇论文，学
校进行积分管理、分类评选。学
校还通过随机抽取作业、综合测
试、学生问卷、家长问卷调查等
形式，对教与学各环节进行监
测。针对学生，分思想品德、学
习方法、学习能力等若干方面，
采用多元标准进行个性评价，这
样的评价方式让不同类型的学生
都受到激励，找到发展的动力。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教师的
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都有
了较大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日
渐多样化。课堂厚重而有内涵，
素材鲜活且容量大，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创新思维被激发，课程整
合让教学焕发出奇妙的魅力。

（作者单位分别系山东省济
宁市泗水县杨柳镇楚夏寺小学、
泗水县育才实验学校）

激发师生生命活力 展现课堂个性魅力
朱祥玉 袁豪

统编语文教科书中具有丰
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它是
学生形成国家意识的重要载
体。教师在教学中要用好语文
教科书，厚植家国情怀。培养
青少年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具
体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了解汉字，热爱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

学生从小就要识字写字，
但这仅仅是完成语文学习的第
一步，学生还必须进一步把握
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
律，加深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理
解与热爱，培养运用语言文字
的能力。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专
门设置了一个“遨游汉字王
国”的综合性学习活动，引导
学生了解汉字字体演变的历史
进程——从甲骨文、金文、小
篆，到隶书、楷书。楷书是现在
比较常用的字体，“楷”就是规
矩、楷模的意思，写出来的字方
正规整，就如同做人一样。

随着层次的提升，学生开
始接触书法作品和我国的一些
书法家。欧阳询的《九成宫醴
泉铭》、颜真卿的 《颜勤礼
碑》、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赵孟
頫的《三门记》，这些书法家
的书法作品，引导学生在汉字
学习中发现美、鉴赏美、创造
美，发扬中国的书法文化。

统编语文教科书同时注重
识字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紧密结
合。如一年级上册“识字
（二） ”第 10 课为 《升国
旗》，“向着国旗，我们立正；
望着国旗，我们敬礼。”显然
这不是单纯的识字，通过对升
国旗时庄严肃穆仪式的描绘，
能够强化小学生的国家意识和
集体观念。

文字既是文化的载体，又
是文化本身，汉字还可以书写
在扇面、牌匾以及印章等载体
上，将汉字变成表达中国文字
的成果，把中国文化带出国
门，走向世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树立文化自信

早在 2014 年 9 月 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
考察时就说过：“我很不希望
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
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
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
族的文化基因。”圣贤先哲、
诗人作家将自己的情感寓于作
品之中，作为中华儿女，我们
有责任体会这种埋藏在血脉中
的情感，激发青少年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翻开统
编语文教科书，《〈论语〉十
二章》中孔子“择其善者而从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讲的是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
尚；《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唱
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讲的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己亥
杂诗》中龚自珍坚定“落红不
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的信念是精忠报国、振兴中华
的爱国情怀；《鱼我所欲也》
中孟子“舍生取义”是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文
化从来都是有确切的物质形态
和载体的，《传统节日》这首
歌谣唱道：“春节到，人欢
笑，贴窗花，放鞭炮。元宵
节，看花灯，大街小巷人如
潮。清明节，雨纷纷，先人墓
前去祭扫。过端午，赛龙舟，
粽子艾香满堂飘。七月七，来
乞巧，牛郎织女会鹊桥。过中
秋，吃月饼，十五圆月当空
照。重阳节，要敬老，踏秋赏
菊去登高。转眼又是新春到，
全家团圆真热闹。”要让青少
年学生了解丰富多彩的传统节
日活动，从认识到认同，循序
渐进地感悟节日文化的内涵。

展现祖国山河秀美，
热爱美丽中国

《神州谣》中一句“我神
州，称中华，山川美，可入
画”，打开了中国辽阔疆土的
无限风光。单独看山川大河、
亭台楼阁或许没有什么特别
的，但是经过文学家的品味涵
咏，这些景物就被注入了灵
魂，让人产生想要亲自饱览祖
国大好河山的冲动。学习过统
编语文教科书的学生，便忘不
了《七月的天山》中的“蓝天雪
峰、山涧溪流、无边繁花”，忘不
了崔颢笔下“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的黄鹤楼，忘
不了杜甫笔下“造化钟神秀，阴
阳割昏晓”的泰山，忘不了孟浩
然笔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
城”的洞庭湖。

铭记历史，激励我辈
奋勇前行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
明史中，诞生了不少伟大作
品，描写了无数具有爱国情怀
的英雄人物。如北朝民歌《木
兰诗》描写了花木兰替父从军
的事迹，凸显了她深明大义、
果敢坚强、不慕名利的品质，
表现了她保家卫国的情怀；一
首《满江红·小住京华》写出
了秋瑾寻求救国之道、巾帼不
让须眉的志向。

在革命的征途上，多少革
命先辈不惧炮火，付出了鲜活
的生命，换来今天的盛世和
平。《七律·长征》中毛主席
率领的中央红军经历了艰难险
阻，翻越岷山之后，表达出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只等闲”的豪迈之情。《梅岭
三章》中陈毅在梅岭被国民党
军队围困，危难之际，他以献
身革命的决心推进了中国共产
党的革命进程。《狼牙山五壮
士》 中五位英勇的八路军战
士，他们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
众转移，引诱敌人走向绝路，
宁死不屈，用鲜血谱写出一首
壮丽的史诗……学习这些课
文，学生可以体会到新中国成
立之前，革命先辈们对革命必
胜的信念和精神。

《开国大典》中“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
成立了”的庄严宣告，使全场
三十万人欢呼雀跃。在建设新
中国的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
多的爱国人物,如邓稼先、钱
学森、袁隆平、屠呦呦等，在
统编语文教科书中都有专文记
叙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精神值
得每一位青少年学习。

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同
时，不能忘记我们曾经的痛。
《国行公祭，为佑世界和平》
记述了在第四个国家公祭日，
中国以隆重的公祭仪式悼念南
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这一事件。
统编语文教科书编选此文就是
为了唤醒青少年“不忘国耻，
自强不息”的意识，从而进一
步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
量。

无论是唤起民族历史的记
忆，还是关注当下热点塑造时
代先锋，统编语文教材都离不
开爱国这一核心。青少年是祖
国发展的后备军，统编语文教
科书绘制出的家国情怀画卷，
相信能使学生厚植家国情怀、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自身修养，
成为国家需要的有用之才。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
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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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 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广东清澜山学校首席语文教师、全国初中语文名师工作室发展联
盟理事长、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课堂教学分会副会长；获得首届全国中学语文“十大学术领军人
物”、2015年“全国教育改革先锋教师”等荣誉称号；20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出版专著21部；倡导的“青春语文”在语文教学界有着广泛影响。

图为王君图为王君（（右右））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