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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名师课堂观察

专
栏

一堂熟悉又陌生的语文课
——听管建刚上“家常课”

谈永康

管建刚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与意志，成长为
小语界的一个现象级人物。2007年他首创“作
文教学革命”，2015年他倡导“指向写作的阅读
课”，都在小语界引发了巨大反响。我有时外出
开会、学习、培训、讲学⋯⋯会场之内说起管建
刚，无人不知。更让人高兴的是，说起管老师最
起劲的多是一线教师，这些教师，往往不分地
域、无论西东，即使是较为偏僻的山区，也有管
建刚的拥趸，他们一路追随，只因为“管老师的
东西好学、有效”。

近十年来，管老师陆续上过很多精彩的作文
课和阅读课，既有新理念的冲击，又有新方法的
启迪，带给语文教师们耳目一新之感，但对我来
说，这依然还是我所熟悉的管建刚。但是，听他
新近给四年级学生上的一堂“家常课”，我却看
到了一个有点儿陌生的管建刚和一种从未看到过
的语文课。

这是怎样的一堂语文课呢？

学习活动一：准确地读

读书。
上课了。没想到学生一上来就

读了那么多。
先是读题目和作者，然后是 3

分钟自由读课文，管老师的要求很
简单：“注音的字词反复读，不会读
的问老师。”时间到，学生停下，管老
师开始表扬：“刘青扬自由读的声音
响亮、流利。熊美琳一开始读的声
音很轻，后来越来越响！张祖睿遇
到不会读的马上问，点赞。”

接下来读词语，管老师出示词
语，让学生自由读1分钟。读完词语，
读长句子。管老师用PPT展示课文
中的两个长句子。管老师示范读，学
生跟读，学生读好后管老师又提了新
要求：“再快百分之十，听我先读。”他
示范后，学生再读，学生进步了。

读了这么多，总该结束了吧？
出乎意料，管老师又让学生读课
文，他说：“这次读课文，要求多
字、漏字、疙瘩的地方，多读几
遍 ！” 这 一 次 ， 学 生 又 读 了 2 分
钟。教室里一片琅琅读书声。闹钟
响了，学生似乎很不舍。

语文课上，朗读并不少见，但
是，上课 10 分钟让每个学生都读
了8分多钟，确实很少见。

学习活动二：抄写听写

写字与听写。
学生居然抄写了9分钟。

管 老 师 有 个 简 单 的 “ 武
器”——闹钟。前面自由读用闹
钟，现在写字也用闹钟。每个学习
任务都会出现倒计时，时间到，读
书要停下，写字要停下，作业没做
完也要停下。管老师一按鼠标，屏
幕出现 9 分钟倒计时，秒钟“嗒嗒
嗒”地响动起来。学生们开始安安
静静地写字。

我在一线教书 13 年，在教研室
从事教研工作 16 年，不要说中高年
级了，就是低年级，语文教师在课堂
上拿出几分钟给学生写字的，也实在
不多见。

这个教学环节用了 12 分钟。
另外 3 分钟，管老师选了“幼”“嗅”
两个字进行教学，管老师带着学生
做读写字口诀，再进行示范。

乍一看，这里的教学并不出
新，其实管老师抓住这两个生字的
共性，提炼并“穿插”了书写知
识，可谓精准指导。

学生写字，管老师则忙着巡
视，观察学生任务单书写情况，随
时点评学生，引导学生又快又好地
完成。同时提醒已经完成任务单的
学生出声背诵奖励题。做题期间，
学生书写认真有序，背诵奖励题的
声音此起彼伏。其间，陈芝彤、陶
思睿等 9 个学生被老师点名表扬，
理由各不相同，有的是“又快又
好”，有的是“卷面干净”，有的是

“已经抄完两行了”⋯⋯
学生写了 9 分钟后，管老师要

落实“一边抄，一边记”，方法就
是当堂听写，共听写 4 个词“身

躯、掩护、庞大、愣住”，每次报
两个。

当堂抄写、听写，这一教学方
法 （环节） 的道理、价值不用我赘
述。熟悉的是写字，感到陌生的是
时间如此充足。这是我从教以来从
未听过的语文课。

学习活动三：熟读课文

读课文。
听写词语后，管老师又安排了

朗读课文，又是 12 分钟。这一次
读与前面学习活动一的读略有不
同：一是读的内容除了课文，增加
了 4 个关键句；二是读的要求提高
了，比如同样的 2 分钟读课文，在
前面的基础上提升为“正确、流
利、不拖调”。在学生自由读、齐
读后，强调对 4 个关键句的朗读。
同一个时间每一个学生都在读，老
师随时叫停、随时范读。

听课到此，我耳边回响的除了
读书声，还有“家常课”课堂管理
口号。请听——

师：任务单放旁边。说停笔！
生：就停笔！
师：说坐正！
生：就坐正！
师：这次读课文，要求：正

确、流利、不拖调。时间2分钟，
时间—不到！

生：读书—不停！
师：2分钟，开始！（屏幕出示

2 分钟倒计时，学生自由朗读，教
师巡视观察）

（2分钟时间到，闹钟响起）
师：时间到，说坐正！
生：就坐正！
师：检测大家的时候到了，说

拿书！
生：就拿书！
师：我们齐读第一、二、三自

然段。
这些口号很简单。课堂上，管

老师领读，学生跟读，看似一板一
眼，读的过程、方法却各有巧妙
——

有时，一边读一边做动作。比
如，管老师说“说拿书”，学生一
齐说“就拿书”，同时需要拿起桌
上的讲义，学生一开始有点儿手忙
脚乱，练了几次就熟练了。

有时，变着花样读，很好玩。
比如，管老师说“时间不到”，学
生齐说“读书不停”；管老师变化
节奏，说“时间—不到”，学生很
聪明，大声接道“读书—不停”；管
老师继续换花样，说“时—间—不—
到”，学生心领神会，仍大声接“读—
书—不—停”。

课堂管理口号贯穿于整节课，
学生像训练有素的学习部队。很奇
怪，四年级的学生竟然兴奋于课堂
管理口号，他们越对越响亮，越对
越熟练，越对越兴趣盎然。熟悉的
是读书声，陌生的是嘹亮、好玩、
有效的管理口号。

学习活动四：当堂做题

当堂做题。

学生用时 5 分钟，要求不看
书。两个题目指向的都是整体感
知：一个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呈现课
文主要内容，另一个要求学生完成
填空，概括全文。尽管学生读了好
多遍课文，但要独立完成题目，还
是有一定难度的。他们在紧张地思
考着。

管老师在巡视中表扬“严守煜
都做对了”“我要看看邹宇阳，不
错”⋯⋯先完成的学生出声背诵奖
励题，这已是一些学生第二次背诵
奖励题了 （第一次是在学习活动
二）。“家常课”是课上的每一分钟
都被有效利用起来的课堂。

时间到，闹钟响起。
师：说—放—好！
生：就—放—好！
师：刚才周子灿说自己会背了，高

光时刻来了。说看周子灿——
生：就看周子灿！
周子灿背出了奖励题，全班学

生掌声四起。
课马上要结束了，管老师夸了

两个孩子。一个是熊美琳，这节课
上这名学生的朗读进步大，从不通
顺到很流利。另一个是张祖睿，

“张祖睿主动问了我两个问题！”学
生们又鼓掌。管老师提出更高要
求：“张祖睿的写字速度也是数一
数二的，期待张祖睿的字再漂亮
些！”

不陌生的是做题，陌生的是当
堂完成了那么多的学习任务，陌生
的是管老师一句又一句、具体到学
生名字和行为的表扬。

数十年来，我们习惯了关注教
师教的方法、教的艺术、教的效果，
习惯了关注教师语言的精彩、设计
的精巧、应变的精妙，习惯了关注少
数学生读得好、说得好、写得好。

管老师的“家常课”，学生的学
习活动还是朗读、识字、写字、背诵、
做题等，但是变化的是时间——朗
读的时间、识字的时间、写字的时
间、背诵的时间、做题的时间⋯⋯都
大大增加了！粗略估计，这堂40分
钟的课，每一个学生都参与的读课
文、读段落、读句子、读字词、抄写、
默写、答题的时间竟然长达 32 分
钟，占了课堂时间的80%！

学生拥有了时间，才能成为自
己的主人，成为学习的主人，成为课
堂的主人。

这么多的时间来自哪里？用管
老师的话来说，就是“管住嘴”，教师
少讲精讲，把时间留给学生读、背、
写，从而形成了简洁的课堂结构：
读+写+读+写。

“家常课”的课堂结构极简，教
学思路极简，教师行为极简，课堂上
的学生、教师又极忙。学生忙了学

生该忙的，教师忙了教师该忙的！
每一堂课目标明确，学生忙碌而充
实：忙着读，读词语、读句子、读课
文、读奖励题；忙着写，写生字、写词
语、写重点笔记；忙着想，梳理课文
内容、完成思维导图和相关习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个任务
都有时间规定。老师呢，从前排到
后排，从左边到右边，在学生间来往
穿梭，忙着发出各种学习指令，忙着
答疑，忙着示范，忙着激励。

这是多少人的共识：中小学语
文课，本质是学习运用母语的实践活
动，需要学生大量读、识、写⋯⋯当这
关于学的道理、规律，突然落地在管
老师的“家常课”里，听惯了“怎么教”
的我们怎能不感到“陌生”！

然而，“陌生”的“家常课”不过
是返璞归真，是遵循语文学习规律
之举，是符合学生身心特点之行，一
句话，让语文学习“回家”，让课堂

“回家”，回到学生的怀抱！

管老师的起点在村小，从作文
教学革命起，他就关注当下，着眼
每一个学生，现在他的“家常课”，
100%的学生“刚需作业不出课堂”，
用课堂改革的方式实现了“双减”
政策的要求。

“一堂课感觉过得特别快！”这
是所有学生面对管老师的共同感
受，因为课堂上他们人人有事做，而
且时时有事做。下课了，一个个学
生跑着去喝水，我拦住一个男生询
问，答曰：“这节课，我读得口渴了！”

（作者系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学院
教研员、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第
四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主持人）

极简与极忙：让语文学习“回家”
谈永康

济南市营市东街小学以“双减”为
契机，从改进作业设计入手，建立作业
布置整体协调、总量控制机制，让作业
成为提高学习质量的重要环节。

优化设计，提高作业质量

“1+1+1”教研保障设计的精准
性。这三个“1”包括：每学期的第 1
次大教研，教师在通读整本教材的
基础上，研判学情，细化作业进度，
进行整体作业备课，实现一科一案；
每1周的学科及学情分析，将作业设
计由周细化到日，具体落实每日作
业设计，及时总结上一周的作业情
况，进一步完善作业设计与实施；每

1 日的微教研，通过教研的链条管
理，不断调整，真正设计出适合班情
的有效的学科作业。

如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语文
要素是“阅读时，关注有新鲜感的词
语和句子”，教师们通过交流研讨，
将这一要素拆分为三个知识能力
点，对应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和知识
能力点设计作业。作业设计从初步
学习、体会好处到有意识地关注、自
觉积累，形成梯度。这样的作业设
计，由教材解读而来，基于教材的语
文要素、单元目标，避免了作业布置
的随意性，让作业设计有标可依，切
实提高语文作业的有效性。

“1+N”整合促进作业设计的多
样性。首先是围绕 1 个核心，N 个学
科融合，设计探究性、实践性的项目
作业，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如学校的秋千特色

作业，要求学生融合科学、工程知识
制作秋千，与诗歌融合寻找关于秋千
的诗歌，朗读并制作成卡片悬挂在秋
千旁。其次是围绕 1 个核心，采取 N
种作业形式。如设计学科思维导
图，语文用思维导图制作“阅读宝
典”，数学用思维导图将课堂所学到
的知识进行归纳总结，英语学科不
仅可以用思维导图梳理，还可以开
展“英语演讲—趣说中国”“我和外教
逛泉城”等活动，锻炼提高学生口语
表达能力。再其次是围绕1个核心，
从 N 个维度进行设计。作业的设计
者，有本班的执教教师、本教研组的
教师，还有本校名师工作室的教师。
同一内容的不同版本、不同名师的多
样化作业设计拓宽了视野。学生们
也经常成为小小作业设计者，时常呈
现出令人惊喜的作业。实践类作业
多来自学校热心家长们的奇思妙想，

学生乐在其中。走出学校，走进科技
馆、博物馆等场馆式学习场域，场馆
的专业人士也会给孩子们布置专业
的项目式作业，集综合与专业于一
体，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开拓了学生
的视野。

量身定做，提高作业设计的针对性

营市东街小学教师把握学情，
因材施教，探索设置“基础+拓展”

“基础+弹性”“基础+特色”等多种模
式的分层作业。

基础+拓展：语文学科根据教学
内容，适时拓展名著的阅读，如读完

《西游记》后，鼓励学生绘制取经路
线图、制作阅读分享卡、编排武器排
行榜、撰写阅读感悟，以不同形式加
深对书籍的理解和感悟。

基础+弹性：建立错题集是营市
东街小学教师坚持20余年的好做法，

学生对错题进行整理，找准错因，进行
针对性分析，然后举一反三，总结出同
一系列题目的解决思路，这样做避免
了机械重复，增强了针对性，实现了作
业选择的弹性。

整体协调，对作业布置进行总量控制

对于作业的总量控制，学校同样
采取了链条管理。学校建立起以教导
处为总协调部门，级部组长、教研组长
协助，学科教师、班主任为具体负责人
的学科作业“123”管理协调机制。

“1”是指一个学校作业平台，借
助网络平台，实现了作业公示、作业
协调、作业监督三合一。“2”是指双
轮把关，每天的作业由任课教师上报
平台，由班主任老师进行总量协调控
制，教研组长进行质量审核，级部组
长进行时长审核，合理调整各学科作
业比例结构，最后上报教导处审核通
过。“3”是指截至每天下午3点前，完
成全部审核，倡导教师尽早将作业布
置给学生。为减轻学生及家长课后
作业负担，学校鼓励学生尽量在校完
成家庭作业。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营
市东街小学）

济南市营市东街小学：

优化设计助作业控量提质
董庆峰 丁莉

学生在学习与成长
的过程中，难免会“犯
错”，这是一种正常的
教育现象，正是这些问
题或者错误，让学生扩
大已知面，使学生在纠
正错误的过程中明白道
理、学到知识，不断成
长和进步。对教师来
说，如何正确对待学生
的错误非常重要，这能
充分体现一个教师的经
验与智慧。

从教育层面，对待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或者
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错
误，我觉得首先要分清

“错误”的性质，或者
换句话说，要分析出现
某种问题和冲突，是不
是 真 的 是 学 生 的

“错”。学生违反纪律规
定通常有两种情形：一
种是学生的日常行为习
惯与学校的规定不符导
致的，特别是在幼升
小、小升初、初升高的
衔接转换期，学生对新
的环境、新的学习阶
段、新的制度与规则有
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
程，对于自制力有限的
学生而言，难免会出现
违反学校纪律规定的情
况。严格来说，这不是
真正的错误。因为学校
的某些规定，未必充分
考虑到了青少年身心发
展的特点和规律，可能
方便了管理却压抑了学
生的天性。对学生的这
类 “ 错 ”， 教 师 要 宽
容、理解，采取过于严
厉的惩戒措施可能会对
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伤
害。另一种情形，确实
有少数学生道德品质有
问题，“三观”不正，
行为存在主观故意或恶
意，如欺凌同学、破坏
公物、打架斗殴，甚至
做出一些违法犯罪的事
情，对此绝不能放任纵
容，必须依规实施必要的惩戒，要让他们明白，
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不管是哪种性质的错误，教师都有责任对学
生进行教育。我们常讲教师要践行学科德育、学
科育人理念，这不只是要求通过学科的内容来进
行价值观教育，在课堂上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
惯、学习习惯和规则意识，本身就是学科德育的
应有之义。教师在教育时应晓之以理，讲清楚为
什么，不要强令学生服从，要让学生发自内心地

“不想”犯错而不是“不敢”犯错。
从教学层面，如何对待学生在课堂或课后学

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更体现了一个教师的经
验，甚至可以说，是判断一个教师是否优秀的重
要指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出现各种错误是很
正常的，学生出错并不代表教师没有教好，相
反，如果没有一个学生出错或存在疑惑，反而说
明教学有问题——可能教学目标或难度设置过
低，难以区分学生的水平和层次。

课堂是预设与生成的结合，不一定会按照教
师预设的轨道进行，达到教师预想的效果。学生
回答问题或做题时出现错误特别是一些典型性的
错误，正暴露了学生理解的误区或教师教学上的
盲区，有经验的教师往往会抓住契机，顺藤摸
瓜，找到出错的根源，引导学生走出思维误区，
同时调整改进自己的教学。即使有些学生学习成
绩比较差，回答问题老踩不到点上，教师也不要
急躁，应以鼓励为主，此时应该“就事论事”，
切忌由具体一个问题上升到对学生的总体评价，
比如说“你总是⋯⋯”更不能挖苦讽刺，伤害学
生自尊，因为这样一次被打击、羞辱的经历，可
能会让学生从此对某一学科的学习失去信心或兴
趣。这样的例子我们见过很多。

在目前的考评方式中，为了便于阅卷评分、
把握评分尺度，高考、中考试题都有标准答案，
这种考试评价方式不太科学，但却是当前现实条
件下相对合理的选择。有些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也
处处以“标准答案”为中心，凡是和“标准答
案”不同的，均视为错误或“异类”，这对于培
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创新能力是非常不利的。中
小学日常教学应增强开放性，打破唯一答案、

“标准答案”的禁锢，鼓励学生与众不同，鼓励
学生多角度思考、大胆试错。教师即使明知学生
某种思路是错的，也不要粗暴打断，不妨先让学
生说说自己的理由，然后再去分析错在哪里，这
样才能真正拉直学生心中的问号。

清华附中建有“高研实验室”，对某些科技
课题有兴趣的学生均可报名参加，在教师的指导
下尽情“折腾”。我们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可能
某个学生折腾一年的结果只是发现“此路不
通”，但不要认为他一无所获，因为在研究过程
中会遇到许多挫折，他需要向别人请教、向书本
学习，在探索过程中学会了如何思考和研究问
题，学会了一次次面对失败而不放弃。培根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总之，教师要分清各种“错误”的性质，认

识到“错误”对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积极
意义和重要作用，从而把学生的错误当成教育的
契机、教学的资源。有了正确的认识，自然就会
有正确的方法，教师可以因人因时而异，发挥个
人的创造性。

（作者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清华大学
数学科学系教授）

如
何
对
待
学
生
的
﹃
错
误
﹄

王殿军

回 味

“双减”政策
聚焦高效课堂③

落实落实落实

管老师的东西好学、
有效。 ——听课教师

一堂课感觉过得特别
快！ ——学生

“

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首届国家首届国家““万人计划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管建刚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全国优秀教师管建刚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