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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中，教师像步步紧逼的审问者，学
生像战战兢兢的应答者。而自然的
学习场景应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
角，教师不但要善于倾听学生的声
音，还要营造生生之间和师生之间
无障碍的沟通环境。我一直认为，
在真实的对话场域中，师生之间在
心理和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学生
可以是坐着的教师，教师也可以是
站着的学生，师生结盟为学习共同
体，深度学习才有可能发生。

2019 年 10 月，我在全国中语
会第十届换届会议上执教《社戏》。
在备课阶段，广东省教研员冯善亮
老师在指导我时反复强调：“一定
要把课堂还给学生，要让学生的思
维灵动起来，让学生的表达生动起
来……”我记得自己最初设计的重
点是“理解作者反复运用‘矛盾
法’写作的用意”，在前期试讲时，
我把这堂课上成了小说理论课，看
似在带着学生探寻小说写作的内部
逻辑，但对于初中生而言，他们的
文学认知水平还无法达到那样的高
度，即便是设计了互助探究和研讨

的环节，但最终呈现出来的课堂现
状依然是教师拽着学生艰难行走。
直到去北京上课的前两周，冯善亮
老师和黄淑琴老师专程从广州到深
圳来听我试讲，听完后冯老师漫不
经心地说：“小说写到平桥村是一个
极偏僻的小村庄，但在‘我’心中却是
乐土。你能不能让学生说说他们在
小说里看到的乐土以及他们心中的
乐土？”一语惊醒梦中人，后来我去北
京上课时就紧紧抓住“乐土”这个关
键词，设计了“体情察意——用迅哥
儿的眼光看乐土，联系生活——用同
龄人的眼光看乐土，互文比较——用
评论家的眼光看乐土”三个学习活
动，当学生从“迅哥儿”的视角去读小
说的时候，他们似乎找到了自己童年
的影子。那节课他们不仅理解了“偷
豆”的快乐，也释放了自己心中积蓄
已久的学习压力，一切美好都在这场
毫无障碍的交流中发生了。上完这
堂课后，我重新审视自己将近二十
年的语文教学，在自己的教学日志
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草木回
归草木，让课堂回归自然，让教育
回归本真。

无障碍沟通，让学生互动

我在很多课堂上见过教师刻意
设计的体验情境，比如在《春》的赏读
课上用电动风扇模仿自然界的风，在
讲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时，把轮椅
搬到教室让学生体验“双腿瘫痪”的
感觉。事实上，真正能激活感知、触
动心灵的体验式教学往往是无痕的，
要做到“相时而动、审势而行”。

有一年夏天，我正在课堂上和
学生一起学习鲁迅的《故乡》，就在
那堂课上到十多分钟的时候，突然
乌云压城、暴雨骤降，整个教室都暗
了下来，教室外狂风暴雨的声响把
我讲课的声音都掩盖了，大部分学
生情不自禁地把头转向了窗外……
当时我很想呵斥他们，让他们拉上
窗帘，把注意力投入到课堂上来，但
又转念一想：强扭的瓜不甜，窗外风
雨声如此喧哗，学生还能用心听下
去吗？于是我问他们：“你们认真听
过雨吗？”他们摇头。我说：“这节
课，我们不讲《故乡》了，咱们一起来
听雨，好吗？”教室里响起了欢呼
声。听雨是一种高雅的自然体验，
要关掉一切电子设备，才能与自然
心灵相通。那节课的后半段，我们
关掉投影、空调和风扇，打开窗户，
让雨声涌进教室。我对学生说：“你
们恐怕从未像今天这样用心地听过
一场雨吧？雨点打在树叶上、墙壁

上、窗台上、地面上，声音都是不一样
的，你们能听出来吗？现在请大家闭
上眼睛，用三分钟时间听听生命中的
这场雨吧。”教室里安静了下来，所有
人都竖起耳朵倾听雨的声音。在他
们听雨的间隙里，我在黑板上写下了
南宋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
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
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
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
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我带着他们一起吟诵这首词，倾
听他们畅谈听雨的感受，最后我说：

“同学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听雨会有
不同的心境。无论你们以后遇到怎
样的人生境况，老师都希望你们能保
持一份听雨的从容和宁静。”多年后，
那一届的学生回来看望我时说：“赵
老师，其实初中时上过的课，我几乎
忘光了，只有那一节听雨的课，我至
今记忆犹新……”

这一堂即兴生成的“现挂”课，使
我明白了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不着痕
迹地浸染和渗透，而不是刻意地设
计，只有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产生
情感的涌动，才能跨越最近发展区的
鸿沟，进入全新的认知领域。

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
正因为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才造就
了无限的可能性。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2022年版）中强调要“加强课程综
合，注重关联；变革育人方式，突出实
践。要注重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综
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要
加强知行合一、学思结合，积极探索
新技术背景下学习环境与方式的变
革”。学习方式的变革，首先应该在
课堂教学中实现，要让真实的学习发
生在自然情境中，就要求每一位教师
都成为课程开发者、学科统整者、项
目设计者。如何依据学科特点进行融
合式教学，如何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
经验、社会生活的联系，是新版课程
标准背景下每一位教师必须深入思考
和付诸实践的课题。

无痕化体验，让情感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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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 （2022年版） 颁布，劳动从原来的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劳动
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中小学生要学会煮饭
炖汤、修理家电、种菜养禽等基本劳动技
能。作为江苏省劳动课程基地，江苏省丹
阳市华南实验小学着眼学生的全面发展，
构建起劳动育人体系。

餐厅中的教师例会

“今天下午4时半，在学生餐厅召开
教师例会，请全体教师准时参与。”收到
通知，教师们一头雾水：为什么例会改在
餐厅举行？当他们带着疑惑走进餐厅，惊
奇地发现每个座位上都有一盒点心。原来
这些点心是四（5）班学生在劳动课上制作
的。这些点心做工并不漂亮，大小也不一
致，但教师们品尝后连连赞叹：“这样的劳
动课真有意义”“让孩子们学会蒸煮炒，
课堂上需要引导”“相信我们的孩子，个个
都有无限的潜能”……会议不长，但引发了
教师们的思考：如何真正着眼学生的发展
与成长，落实劳动育人？各学科教师对于
劳动教育的意义都有了新的认识。

一堂上了200天的劳动课

常常有学生围在科学教师身边好奇地
问：“老师，我们早晨吃的馒头是用什么
做的？”“麦子长什么样子呢？”“面粉摸上
去是什么感觉？像沙子一样吗？”为了让
学生全面了解麦子的特性，去年 11 月
份，六 （2） 班的班主任郦老师和科学教
师朱老师带着学生在校内劳动基地开辟了
一方小麦种植区，开启了“麦子的一生”
这一课。首先，朱老师对种植小麦的方法
及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学生把饱满的麦粒
撒进了肥沃的泥土。之后，学生们经常来
种植园观察小麦的发芽、破土、长叶……
郦老师引导学生写观察日记，拍摄麦子的
生长图片。今年春天，麦苗抽穗了，但一
捏麦粒，还是瘪的。学生们在科学教师的
指导下，给麦苗施肥、治虫。5月，麦秆
和麦穗都变成金黄色，麦穗沉甸甸的。在
教师和家长志愿者的带领下，学生们开始
割麦子，麦芒刺痛了他们的手臂，汗水湿
透了衣服，他们没有停歇，没有人喊累。
接着他们用连枷打麦穗、碾面粉，制作各
种美食。看着桌上的馄饨、饺子、烧卖，
学生们说：“这一堂上了 200 天的劳动
课，太有收获了。我们不仅了解了麦子，
还明白了劳动最有滋味的道理。”

田趣园里的课堂

在华南实验小学，学生们在劳动中收
获成长。6月，张红芳老师带领学生在田
趣园里上劳动课。学生互相指认农具：“这
是镰刀，这是锄头，这是连枷。”“知道它们
分别有什么用途吗？”“镰刀可以割草，锄头
可以除草，连枷嘛……可以打麦子、稻
子。”现场讨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在田趣园里，学生们争当“小老
师”，为大家讲解农作物知识。“今天，我
是种植园的‘小老师’，我来讲解西红柿
的种植小知识。当西红柿苗生长到30—
40厘米高的时候，就要在植株旁边搭建
支架了，不搭架会影响西红柿的后期长
势。西红柿属于深根性作物，不仅怕旱
也怕涝，因此要在土壤干燥后浇水，浇
透即可，不要过多浇水。西红柿喜欢阳
光，对光照敏感，只有光照充足，才能健
壮生长……”“小老师”讲得头头是道，
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如今，在华南实验小学，劳动已成为
学生们的一种习惯。他们把劳动体验写出
来，整理成《班级劳动漂流记》挂在班级
的墙上。质朴的语言，一则则真实的小故
事、一个又一个案例再现了项目实施过程
中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学校的劳动课程基
地建设目标指向“劳动育人”，定位于

“实践为主、体验为辅”，不仅拓宽了学生
的认知领域，提升了学生的劳动技能，更
培育出学生热爱劳动的精神。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丹阳市华南实验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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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洞大开”是2015年《咬文嚼
字》杂志发布的年度“十大流行语”之
一。“脑洞大开”意为想象天马行空，联
想极其丰富、奇特。前不久，在华应龙
小学数学化错教学线上观摩研讨会
上，听了华老师执教的《卖牙膏的故
事》一课后，我才知道，数学综合与实
践课怎样做到让学生“脑洞大开”。

“脑洞大开”源于敏锐的生活感
知。这节课源于一本闲书《一笑值千
金》里的小故事：一家美国生产牙膏
的公司，为了提高牙膏销量用了一个
方法，那就是把牙膏口径扩大 1毫
米。华老师还曾根据这个故事编过一
道小学毕业试题：牙膏的出口处直径
为5毫米，小红每次刷牙都挤出黄豆
粒大小的牙膏。这样，一支牙膏可用
36次。该品牌牙膏推出的新包装将
出口处直径改为6毫米，小红还是按
习惯每次挤出同样长度的牙膏，请问

这一支牙膏只能用多少次？计算后你
有什么想法？不管是故事还是习题，
对于我们而言，也许就是平时浏览的
碎片化信息，华老师却敏锐地发现了
它的独特价值，并将其作为数学综合
与实践课的绝佳素材。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强调“在实际情境和真实问题
中，运用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
法，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真实情境和真
实问题是学生开展综合与实践的基
础，而《卖牙膏的故事》则基于这两个
真实的碎片化信息，让我们看到了日
常生活中蕴藏的数学教育资源。

“脑洞大开”成于严谨的知识内
涵。《卖牙膏的故事》是数学“综合
与实践”的内容，需要学生用数学的
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
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

世界。这节课和什么数学知识相关？
华老师以“变化的量”为核心，提出
5个问题：1.你觉得从“口径扩大 1
毫米”到“销售额增加 32%”之
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2.要表达
两个量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可以用什
么来描述？3.这一系列变化中，你觉
得哪一组变化是最关键的？4.我们要
研究“口径扩大1毫米，究竟会带来
怎样的效果”，你觉得怎么研究比较
好？5.很多同学只算了一组，你为什
么要算三组？这5个问题从分析变量
间的关系到定量研究变化的结果，让
学生在课上经历了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
同时还发展了学生的模型意识、应用
意识和创新意识，培养了学生的数学
核心素养。

“脑洞大开”终于全面的育人理
念。在这节课听到问题解决完毕时，

我心里有一个疑问：这则故事在数学
学习层面有丰富的内涵可以挖掘，并
且通过华老师的实践教学，让学生在
数学学习上有了丰富而深刻的体验，
但是这个故事里传达的价值观念正确
吗？学生们会不会因为对故事的深入
研究和体验而强化不正确的价值观
呢？哪知道峰回路转，华老师引用了
一则人大代表的议案：与20年前相
比，国内市场上出售的牙膏管开口的
直径已悄悄地从 3—4毫米增至 8毫
米左右。“我曾经做过推算，当牙膏
管口直径是4毫米时，每天能比现在
8 毫米口径节约 75%的牙膏。”接
着，华老师巧妙地让学生们从老板、
消费者和领导人等三个不同角度思
考，结合这则议案来预测这家公司的
昨天、今天和明天，让学生们真正意
识到“化他人的错，养自己的正”。
此时，我才明白：华老师把价值观的

“错”埋伏于课堂，巧妙地用换位思
考的方式引发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与分析，从而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而
这正是数学综合与实践课跨学科全面
育人的极有价值的尝试。数学教学不
仅要教授数学知识和技能，更应承载
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这堂课结束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学生们全面
成长的另一个起点。

作为一名教师，我经常思考，我
们的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
养人？培养的人到底怎么样？华老师
的这节课让我意识到，要发挥数学

“综合与实践”在育人上的重要价
值，就必须“脑洞大开”。

课虽终了，路却在展开……
（作者单位系重庆大学城沙坪坝

小学校）

一堂令人“脑洞大开”的数学课
——听华应龙讲《卖牙膏的故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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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语文课
执教者：赵查

三年前，“全人教育奖”评审团
队对我的教学现场进行了为期一周
的跟踪拍摄和考察，那时我正艰难
地带着学生读法布尔的《昆虫记》，
很多学生对这本名著不太感兴趣，
他们说这本书没有生动的故事情
节，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更没有像
《水浒传》里那样精彩的“江湖”。尽
管我在导读时对这本书的文学价值
作了大量铺垫，还将最动人的描写
摘录出来与他们一起朗读，但学生
依然提不起兴趣。

评审团队入驻的第三天，有学

生跟我说：“教室里每天都有摄像
机，感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
着，好不自由啊。”我便顺口说：“那
下节课我带你们去操场一起观察昆虫
吧。”于是我带领全班学生以四人学
习小组为单位，给每名组员进行了任
务分工——一名引导员，两名观察
员，一名记录员。那节课学生在学校
的绿植区找到了十几种昆虫，他们小
心翼翼地抓住蜻蜓的翅膀观察其体形
和触角，或是观察蜜蜂如何用长满绒
毛的脚采集花粉，还有学生找到了螳
螂，观察它们的复眼和胫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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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讶地告诉我：“老师，我在这所
学校上了七年学，第一次发现学校
原来有这么多活的昆虫！”

那个周末，我让学生继续到小
区里寻找昆虫，同时对照 《昆虫
记》原著找到相应的语段感受法布
尔语言的魅力和对自然生命的挚
爱。周末作业是用图文并茂的方
式完成一篇属于自己的 《昆虫
记》 作品。周一早晨，当我看到
学生作品的时候，那些流动的画
面和真实的文字给了我极大的慰
藉。与其把学生关在教室里逼着

他们机械地读，不如把他们带到天
地自然中让他们真实地悟。如果我
们有勇气把学生带到广阔的天地中
去，学生就会还我们一个又一个惊
喜。一个叫陆玥的女孩在她的习作
中引用一位作家的话写道：“世间恒
能引动我的，唯日月星辰之姿、山
川湖海之美。”

这堂户外名著导读课，学生既读
到了手中的有字之书，也读到了行走
天地间的无字之书。我也渐渐明白，
真正的教学现场绝不能只局限于教
室，教师要为他们开放更广阔的学习

场域，学生的思维才可能被激活。
让学习发生在教室之外，我还做

了大量的尝试。比如某个秋天，为了
指导学生进行《深圳之秋》的写作，
我带他们去龙潭公园徒步，引导他们
采集第一手写作素材。学生在观察和
参与之后的写作变得熠熠生辉，有一
个学生这样写道：“秋天，不只是一
个季节，更是一段值得被珍重的时
光。我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只小螳螂，
它趴在一片树叶上，身体呈起跳的趋
势，似乎只需轻轻一跃，就能进入下
一个春天里……”

赵查在大自然场景中为学生讲解课文赵查在大自然场景中为学生讲解课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

十多年前，我在一次初中语文教学观摩活
动中看到了这样的课堂情境：教师带领学生赏
读朱自清散文《春》中的语句，其中有一句“风轻
悄悄的，草软绵绵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
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这位教师煞费苦
心地带了一个电动小风扇，让一名学生上台闭
上眼睛感受轻悄悄的风；又带了几根青草，让学
生用脸部去感受草的绵软。最后这位女教师
说：“现在老师化身为你们的母亲，有没有同学
想感受一下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的感觉？”学生面
面相觑，没有人愿意去尝试。当时全场陷入了
尴尬，这堂课也作为一个“经典”案例铭刻在我
心里，让我时刻反观自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设
计那样的虚假课堂体验。

想要让学生感受春风的温柔、春草的绵软，
不如把学生带到操场或公园，让他们真正地“打
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只
有置身在自然的场景中，学习才可能真实地发
生。于是，在后来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不断
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力求让自己的语文教学
更贴近学生的内心，从而达到“应物斯感、感物
吟志”的学习境界。

在自然场在自然场景中激活感知景中激活感知
——三堂课改变我的教学观三堂课改变我的教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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