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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智慧型的语文教师

访谈的力量
宁宗一

刘珊珊
做怎样的语文教师？做一名智
慧型的语文教师，是我从 《余 映 潮
给 语 文 教 师 的 80 条 建 议》 这本书
中找到的答案。“智慧”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尤其对于一名语文教
师来讲，既要有深厚的底蕴，还
要有足够的机智，谈何容易。余
映潮老师给的建议带着我们回到
了 问 题 的 起 点 —— 什 么 是 语 文 教
学？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如果不
思考什么是语文教学，我想他一
定是不称职的。
现在请我们扪心自问，作为一
名语文教师，我们应该教给学生什
么？是不是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抱着
手中的课本，恨不得把它揉碎了、
嚼烂了、分析透了讲给学生？是否
很多时候我们带领学生反复地品味
课文的中心思想、人物的性格特
点、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否我们将
手中的课本奉为圭臬、不愿意拓展
一点儿？是否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个
一个琐碎的问题，零敲碎问一路引
领学生说出我们想要的标准答案，
却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很多和我一样毕业于中文系的
学生都会知道，我们上的第一堂
课，老师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语文，
什么是语文教学。课本中清楚地写
着“语文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
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
养”，老师也告诉我们，
“ 人文性与工
具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的基本特点。
只是有时候我们过于依赖课本，忘记
了要教给学生什么罢了。
余映潮老师认为，语文课要传
授给学生的便是语用的能力，就是
教会学生如何运用语言文字。我非
常同意余老师的观点，我认为语文
教学就是锻炼学生的听、说、读、
写能力，那么课本的作用、课文的
作用是什么呢？是从这些优秀的经
典文章中体会作家是如何运用文字
表情达意的，学会了这些方法，学
生才能够去深切地体会和表达，从
而实现对语言文字的运用。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我们要
做怎样的语文教师？

累，上课时有了点滴感受可以积
累，教研时网罗各家之言可以积
累，日积月累，就会由量变发生奇
妙的质变。积累最需要时间的沉淀。

做反思型语文教师

《余映潮给语文教师的 80
条建议》
余映潮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做学习型语文教师
学习教材，进行文本细读。在
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提炼文本的写作
亮点和写作方法，体会作者遣词造
句的手法，引导学生观察、发现和
学习，争取做到一课一得。
学习名师的教学课例。我想对
于一名年轻语文教师而言，这应该
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取众家之
长补己之短。但观看课例绝不是原
封不动地照搬，要对课例进行感
受，感受名家思维，感受好课精
妙；进行咀嚼，咀嚼这样做的意
义；进行对比，比较自己与名家的
差距。这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必
然看到美丽的风景。这几日我偶然
在网上看到了余映潮老师的 《刷子
李》 这篇课文的教学实录，余映潮
老师两个主问题贯穿课文始终，摒
弃以往课堂的零敲碎问的模式，学
生在自读自悟中感受这篇文章的人
物之“奇”和文章构思与写作之
妙，可谓浑然天成，让我受益匪浅。
“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一点
儿都没错。走上工作岗位我才发现
自己从前是多么浅薄，以为读了很
多书，原来只是沧海一粟。近几年
读了一些教育教学的名著，我才知
道自己有多么需要这些知识的滋

养。在这本书中余老师还介绍了他
读书的一些方法和习惯，对一线语
文教师很有帮助。他的读书方法朴
素实在，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边读书
边做读书卡。这种笨拙但也最科学
的方法让读书变得其乐无穷，这种
最辛苦也最有用的读书方法让读书
变得卓有成效，这种最麻烦也最精
细的读书方法让读书变得充满情趣。

做书写型语文教师
“写作，是一切希望努力提升自
己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的语文教师
的必修课。”既然是必修课，就是人人
应做，
人人必做，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在专业阅读、专业写作的这几
年里，我不断邂逅一本本好书，从
最开始坐到电脑前无从下笔，到有
文章发表，这个过程虽充满艰辛，
但是却妙不可言。当然语文教师的
写作，追求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不
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提高
自己的综合素养和写作水平。它需
要我们更加关注教育，更加关注学
习，更加关注研究。它需要我们心
中有牵挂，眼中有观察，脑中有思
想，笔下有动作。
平时的积累很重要，其实并不
需要每次都长篇大论，每天坚持，
读书时遇到感悟深刻的语句可以积

“学而不思则罔”，要做一名优
秀的语文教师，必须坚持学习，坚
持思考。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不断反
思中才得以成长和进步的。
“反”就是反复，反复琢磨、反
复研究、反复咀嚼。“思”自然是思
考。思考文本，文本的意义是什
么？我们能运用文本传授给学生什
么？思考学生，学生的知识结构和
基础是什么程度？学生的接受能力
怎么样？思考方法，我要用什么方
法学生更容易接受？我如何设计教
学能够化教育于无形，润物无声
呢？思考得失，尤其是在教学实践
过后的及时反思，这节课得到了什
么？失去了什么？孰轻孰重，下次
课应该怎么办？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了教
师成长的公式：成长=经验+反思。
叶澜教授也说过：“一个教师写一辈
子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如果一个
教师写三年反思就可能成为名师。”
我觉得除了经验和反思外，还
需要有效指导实践，反思过后的实
践尤为重要，它可以检验我们反思
的成果，俗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像这样反思加实践，
再反思再实践……交替进行、螺旋
上升、稳步提高，是我们每一名教
师应该追求的。
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作者
余映潮老师从教师的自身修养开始
谈起，一路谈到了文本的细读和好
课的标准，再到部编版语文教材的
运用，可谓是见解独到，娓娓道
来，引人思索。其实无论做怎样的
语文教师，只要我们开始思考这样
的问题，于我们来说就是好的开
始，相信我们都会在不断思索中找
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哈尔滨市阿
城区建设小学）

访谈录是很流行的一种文体，比较
受读者的欢迎。为什么？你问我答，其
实很见提问的水平，也很体现被采访者
的回答是否真诚。我看过很多访谈，也
被采访过很多次，水平参差不齐。可是
《中华读书报》 记者舒晋瑜的采访不一
样。她的提问是积极主动的，调动了被
采访者的思维，而这种思维，有可能是
被采访者本人忽略了的。
2020 年 7 月，经过马瑞芳教授的引
荐，我和舒晋瑜有了联系。电话中舒晋
瑜提出，一是要采访我的“枕边书”，二
是希望做篇访谈，聊聊我的学术人生。
一聊，竟然四个小时匆匆过去了，
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了 解了对方的 素
养、人格精神和对文化的热爱，都觉得
多交了一个新朋友、好朋友！
访谈录发表了，电子版和微信的传
播，使更多的朋友看到了我们的对话，
学术界的热情反应超乎寻常，很多人问
我：您认识舒晋瑜吗？我说，我们只是
神交，尚未谋面。通过深入交流，我感
到我们是真正的精神同道，也验证了我
之前对舒晋瑜的印象：她是一位有追求
的记者，绝非仅仅满足和停留于记录层
面的普通记者。
首先，她对于采访对象有充分的准
备，访谈前的案头工作很下功夫。除了
阅读被采访者的著作，
了解他们最突出的
特点、贡献，
还精心研究、体悟他们写作的
特点、有什么新的发现，
等等。其次，
她和
采访对象之间的沟通没有停留在语言或
文字上，而是试图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因此能比较精准地抓住要害，
让对方谈出
自己的所失所得。再其次，
她有自己独立
的思考和判断，总会对书写的对象（人与
书）有所发现，这种发现意识往往把读者
带进她所评、所访的真实语境中去，从而
让读者也有所发现，
不仅调动被采访者对
自己有新的认知，
也提升了读者的认知水
平。最后，舒晋瑜的文章很有创新意识，
即使一个标题，
也是斟酌再三、新意迭出，
吸引读者有阅读的渴望，也因此，她的各
类作品总能形成让读者分享学术成果的
文化效应。
七十年前我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
理想就是当作家或者当记者。后来当了
教书匠，渐渐发现教学和写作也有相通
的地方，我认为多数作家都是借笔下人

物写自己的心史，所以在学术研究中，
我对“文学是人学”做了“大胆”的校
正，认为文学乃是心灵学。舒晋瑜敏锐
地发现这一方法论体现在我的很多学术
研究中，她的追问使我更为深入地谈到
心灵学的重要性以及人生况味对文学研
究的影响，也使我在被采访中对自己的
学术道路有了进一步的回顾和反思。有
朋友看了我们的访谈，说“把宁宗一的
原形勾勒出来了”
。的确，舒晋瑜的采访
很内行，引发我思考过去没想到的一些
问题，这是很宝贵的。
什么是“大记者”
？就是不仅要具备
当记者的基本素养，有敏锐的新闻嗅觉
和扎实的文字功夫 ，还 要 有一定的学
养、开阔的视野和格局。更关键的是，
她热爱新闻工作，苏童先生说她是文学
界的“战地记者”
，这个评价很形象。我
体会，这里是有内在的精神力量的。舒
晋瑜始终活跃在文学现场，不知疲倦地
记录、发掘当下的文学和学术领域的重
要价值，很多是可以载入文学史的。
现在，她的新作要出版了，书中收
入的二十四位著名学者和作家，都是文
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 （笔者除外）。舒
晋瑜写得非常专注，真切感人——写人
物尤其是学者，我最好的评价就是“真
切”
！这些文章是她长期对作家和学者的
采访积累 ，可以视作她 近 年来出版的
《说吧，从头说起》《深度对话茅奖作
家》《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等访谈著作的
续篇，而且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相信这
些深入采访而来的一手资料，能够对学
界和研究者有新的启发。
（本文系《风骨》序言，
有删节，
标题为
编者所加）

·广告·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幼儿园

幼小科学衔接 播撒幸福种子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科学推进幼小衔接，对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教育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近
年来，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幼儿园大力实施幼小科学衔接攻坚，积极探索科学路径，通过主题活动、生活渗
透、家园校联动、家长教育，与小学联合开展教研和观摩活动等，多措并举实施幼儿入学准备教育，帮助幼
儿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顺利过渡，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成果丰富，赢得了良好社会口碑。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幼儿园 （以下简称“盐都实幼”） 创办于 2013 年 9 月，是江苏省优质公办幼儿
园、首批幼小衔接实验区结对试点园。该园始终秉持“播撒一生幸福的种子”办园理念，将幼小衔接工作作
为幼儿园保教工作的重点之一，遵循幼儿天性，坚决抵制“小学化”倾向，努力用“爱心、匠心、慧心、诚
心”打造有温度、有灵魂、有激情、有品质的新时代幼儿教育。
“为幼儿搭建一座从幼儿园步入小学的坚实桥梁，用爱心和专业为孩子们铺就成长路上的一块块垫脚
石，是幼教人的使命担当，也是沉甸甸的责任所在。”盐都实幼教师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用行动为
幼小衔接蹚出了一条实践之路、科学之路。

主题教育渗透
探寻幼小衔接的助力点
主题教育是盐都实幼实施幼儿入
学准备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促进幼
儿顺利过渡到小学的有效方式。
大班下学期，盐都实幼有针对性
地设计和实施关于幼儿入学准备的主
题教育，通过参观体验、集体教学、
区角活动、亲子活动等丰富多彩、趣
味盎然的活动方式，将幼儿入学准备
教育的要点渗透到主题教育活动中，
根植幼儿良好小学体验，激发幼儿入
学愿望。
围绕幼儿升入小学所引发的各种
话题，盐都实幼结合幼儿入学准备的
需要，生成“参观小学”“我的小书
包”“上小学我要做什么”“小学真美
好”“我们一起过六一”等主题教育活
动，今年“六一”儿童节当天，盐都
实幼与崇礼路小学协同合作，以游戏
为基本活动形式，组织幼儿走进小学
观摩入队仪式，与小哥哥、小姐姐开
展互动游戏，拉近了幼儿园与小学的
距离，有效消除了幼儿对小学生活的
陌生感，特别是入队仪式，增进了幼
儿对小学生活的向往。
此外，盐都实幼还注重进一步培
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幼儿生
活自理、逻辑思维、社会交往等能力
同步提升。比如将剪贴板、纸笔等材
料投放到区域活动中供幼儿书写涂
画，激发幼儿开展前阅读、前书写的
兴趣，在区域游戏中增强对前阅读和
前书写的兴趣，提高幼儿的运算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
等；又如大班的“认识钟表”主题教
育，结合幼儿入学准备，开展“一分
钟有多长”“我来啦，我签到”等活
动，引导幼儿树立时间观念，感知体
验时间和活动的关系。

点滴生活浸润
找准幼小衔接的切入点
盐都实幼人的感悟是：幼小衔接
不能等进入大班才开始，也不能等进
入小学后再进行，而应从幼儿入园的
第一天就着手渗透。为此，盐都实幼
深入贯彻落实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 和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坚持以游戏为幼儿基本活动形式，切
实提高课程游戏化实施水平，将幼儿
入学准备教育贯穿幼儿园一日活动，围
绕社会交往、自我调控、规则意识、
专注坚持等进入小学所需的关键素
质，帮助幼儿做好身心各方面准备，
使幼儿对小学生活充满期待和向往，将
幼小衔接纳入幼儿的生活活动、区域活
动、教学活动全程，为儿童适应小学生
活且对其保持浓厚的兴趣奠定基础。
将入学准备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
中。自幼儿入园起，在幼儿一日生活
环节，重视引导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
和卫生习惯，注重培养幼儿分类整理
个人物品等生活自理能力和时间观
念，引导幼儿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将入学适应教育渗透到环境创设
中。创设与小学教学相类似的环境，除
了小学具有的多媒体黑板、讲台、课桌
椅等外，还增设班级自然角、阅读小书

架、学生储物柜等设备设施，营造温
馨环境氛围，拉近儿童与小学的距
离。在学校公共区域增加图文并茂的
标志标识，便于“准新生”迅速了解
学校概况，减少幼儿对学校的陌生感。
将入学适应教育渗透到课程改革
中。一是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调
整一年级课程设置，降低难度，减缓
坡度，让幼儿从容自信地进入小学生
活。二是改变“唯分数”的评价方
法，注重综合评价，关注幼儿全面发
展，例如采用幼儿感兴趣的“打卡”
“闯关”等游戏形式进行期末评价，激
发幼儿学习的兴趣和潜能。
将入学适应教育渗透到师生互动
中。遵循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组织
教师、幼儿和小学生互访互动，运用
故事、图片、情境体验的方式，助力
幼儿培养习惯、适应环境、结交同
伴，构建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温暖
的师生关系，帮助幼儿尽快融入、适
应小学集体生活。

幼儿园和小学共同梳理幼小衔接需要
关注的主要问题，消灭“真空地带”，
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现场研讨，合作共
赢，协力奋进，确保幼小无缝衔接。
借助科研引领，推动纵深衔接。
盐都实幼将儿童发展、课程设置、教
学形式、评价方式及管理合作等内容
作为幼小衔接工作的研究重点，依托
课题开展持续深入研究，积极探索幼
小衔接的科学实施路径及模式。
研发特色课程，助力长效衔接。
盐都实幼以儿童认知规律为基准，以
幼儿原有发展水平为基石，以方式的
多样性、方法的可操作性、内容的可
持续性为基点，开展“‘灵’衔未
来”针对性课程研究，兼顾健康、语
言、社会、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多元
化和儿童学习兴趣的长期性，选配合
适的学习材料，并与园校特色有机结
合，保障幼儿全面健康和谐发展。

多方合作共育
夯实幼小衔接的聚力点
幼小衔接不是幼儿园或小学的单
向迁就，需要多方联动，合力为儿童

搭建顺利进入小学的“梯子”。为此，
盐都实幼拓展多方合作共育机制，拓
宽幼小衔接途径，夯实幼小衔接的聚
力点。
营造衔接氛围。盐都实幼充分
发挥幼儿园和小学的宣传主阵地作
用，通过专题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加强宣传和引导，营造全社
会理解、支持幼小衔接的氛围。园
所定期组织“幼小衔接”教研活
动，深入研究幼儿与低年级学生的
学习和成长规律，探索可供观测的
儿童行为和操作工具。积极利用各
种媒体推广典型案例和经典做法，
宣传科学的育儿观念，正确引导社
会舆论导向，合力创造有利于幼儿
健康成长的教育环境，帮助、陪伴
幼儿平稳过渡并顺利适应小学的学
习和生活。
强化家长培训。盐都实幼和小学
通过开设幼小衔接专题家长会、家长
课堂、家园校论坛等形式，向家长宣
传幼小衔接政策文件精神，结合典型
案例讲解幼小衔接理念，引导家长积
极参与、科学支持幼小衔接工作，提
升家长参与的量与质。

组织园校互动。盐都实幼邀请小
学教师到幼儿园体验感受幼儿一日生
活，了解幼儿园的教育特点和幼儿的
学习特点。同时，派出教师代表到小
学参观，现场感受和体验小学的教育
环境。组织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就
各自的困惑开展研讨，相互答疑解
惑。
构建共育机制。加强教研部
门、家庭、园所、小学、社区五方
联动，加强沟通和交流，让家长与
社区明确各自在幼小衔接工作计划
实施过程中的分工和责任，积极配
合幼小衔接相关工作，多方共同实
施科学教育引导，帮助幼儿顺利实
现幼小衔接。
幼小衔接是幼儿园和小学两个
阶段平稳过渡的教育过程，也是幼
儿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盐
都实幼人如同一个个辛勤的园丁，
用爱的雨露浇灌每一株幼苗，助力
幼儿从容、自信且充满希冀地开启
学习生涯，绘就成长路上新的精彩
篇章!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幼儿园
园长 刘玉梅）

教育科研引领
稳固幼小衔接的关键点
教育科研是园所高质量发展的引
擎。稳固幼小衔接的关键点，重在以
教育科研为引领，建立幼小联合教研
机制，探究科学衔接良策，科学实施
幼儿园入学准备和小学入学适应等教
育教学活动，坚决纠正和遏制“小学
化”“超前教学”等行为，形成幼小协
同长效机制。
加强教研引领，促进无缝衔接。盐
都实幼加强专业引领，聘请专家组指导

盐都实幼的孩子正在进行户外写生

盐都实幼的孩子和崇礼路小学的学生一起玩“方块拼拼乐”数学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