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周刊 课程教学

主编：赵小雅 编辑：杜悦 设计：王保英 校对：冯华

电话：

010-82296613

邮箱：

jybjiaoxue@vip.sina.com

10

·

2013年 3月 6日 星期三

用作业引导学生提升学习能力

■

陆青春

很多教师对学生不写作业或者

作业应付了事的现象深恶痛绝。他

们认为，作业与练习，是学生必经之

路；作业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培养

良好的学习习惯。 学生不写作业或

者不认真写作业， 要么是太懒， 要么

是太贪玩， 因为闲杂事占用了作业时

间， 没有把作业放在课余生活的第一

位……对于这类学生必须大加惩治！

但他们却较少思考， 为什么有时

候学生对作业非常反感？ 哪些作业劳

而无功？

导学案之争

症结何在？

■

岳亚军

现在很多教师批判导学案， 认为用统一

的样式开展课堂教学， 一是让丰富多样的课

堂变得机械呆板， 二是扼杀了教师的教学个

性。 我个人认为， 导致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

在于导学案在使用中被异化了和管理者对导

学案的价值追求的变异。 现在很多导学案以

练习题的方式呈现， 管理者也把其当成规范

教学的主要抓手。

我想， 应该从教育本质上去理解导学

案， 它有两个核心转变： 教师教学方式的转

变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它非常符合新课

程的理念。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需要什么样

的导学案？ 我们怎样使用导学案？

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 课无常态， 每

一堂课都是灵动的。 我反对课堂教学的模

式化， 但赞成课堂教学遵循一些规则， 这

就是作为教师一定要把组织学生学习作为

第一要务。 就我的经验， 所谓导学案， 应

该是学生学习的任务单或学生学习活动的

设计方案。

为了让学生读好鲁迅先生的文章， 我设

计了相关的语文学习活动方案， 题名为 《读

懂这些人》 学习活动方案。

前言： 在初中六册语文教材中， 有8篇

鲁迅的文章， 其中5篇文章中的人物， 特别

具有典型性， 他们是： 《孔乙己》 中的孔乙

己、 《藤野先生》 中的藤野、 《故乡》 中的

闰土、 《阿长与山海经》 的长妈妈、 《社

戏》 中的一群小伙伴。 我们能通过阅读这些

文章读懂这些人吗？

目标：

1．能通过人物的语言、 动作、 神态、

肖像、 心理等分析人物形象， 说出人物的特

点。

2．能结合自己的理解评价这些人物并

说出这些人物的典型意义。

3．能在合作中倾听同伴的意见并修正

和完善自己的见解。

学习方法：

自读文本及探究， 小组协作补充， 大组

交流完善。

学习要求：

学习不是教师将知识呈现给学生让学生

被动接受的过程， 而是学生主动建构信息意

义的过程。 我们在这一学习过程中， 有以下

几个要求：

1．一定要反复阅读课文， 坚持独立自

主的学习。

2．合作中要主动参与。

3．既要有善于听取意见修正自己见解

的好习惯， 又要有不人云亦云自主精神。

实践证明， 这样的导学方案能最大限度

地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之中， 学习的

效果非常明显。 我觉得， 学生最后得出的结

论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在学习展开的

过程中学生能积极参与并形成自己的见解，

这意味着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下面是我们

师生共同讨论的结果：

不知何时起，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开始扁

平化， 一眼看去， 要么是白玉无暇的谦谦君

子或亭亭玉立的淑女， 要么便是十恶不赦的

坏蛋。 读多了鲁迅的作品， 感受最深的并不

是其思想内涵的深刻性， 而是人物形象的生

活真实性。 孔乙己是备受人们奚落、 死要面

子活受罪、 为活命而偷窃却至死也不知死因

的下层知识分子。 他虽然以读书人自居， 看

不起劳动者， 但对孩子很热情， 教人识字，

分茴香豆给孩子， 又表现出质朴而又善良的

本性。

闰土， 曾经是一个天真活泼且十分可爱

的少年， 严酷的社会改变了他的命运， 但始

终不能扭转他处于下层的命运， 但他善良的

本性始终没有被扭曲。

长妈妈是“告密者”， “没有睡相”， 无

知， 甚至还“谋害了我的隐鼠”， 但让“我”

永远怀念的恰恰是“别人不肯做， 或不能做

的事， 她却能够做成功”， 于是， “我” 的

情感与生活中质朴的长妈妈有机地融为一个

整体， 让人不能不想念长妈妈。

《社戏》 中一群具有鲜活生命灵性的孩

子身上， 折射出他们童年生活的率真。 在一

个充满“武士道” 精神的国土里， 同样有没

有民族偏见的、 对弱国学生关爱有加的藤野

先生。

所学的几篇课文， 都用了正面和侧面

描写相结合的方法， 例如对藤野先生的刻

画， 既有正面的语言、 动作、 肖像等描写，

又有留级生侧面的介绍。 对孔乙己的描写，

也运用了这一方法。 小说正面描写孔乙己

到酒店喝酒的几个生活片断， 揭示了孔乙

己迂腐可笑， 屈辱而又自尊但又不失善良

的性格， 同时又通过旁人的介绍， 从侧面

写出了孔乙己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 两

者有机结合塑造了一个不幸的下层知识分

子的形象。

鲁迅先生的作品中， 对比手法的运用更

是淋漓尽致， 在藤野先生与日本所谓“爱国

青年” 的对比中， 更见藤野先生品质的优

秀。 孔乙己在酒店不同境况的对比， 尤显其

每况愈下， 由此揭露了人间的世态炎凉。 少

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对比更把批判的矛头对

准了黑暗的社会。

我坚信， 这样导学才是教学本质的所

在。

（摘自岳亚军博客）

筲作业征文选登

分层次布置作业弊端多

■

丁兆存

大部分人认为， 因人而异， 因

材施教， 对学生实施分层布置作业

的做法， 是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的

实际学识水平的。 但是， 笔者认

为， 分层布置作业违背了教育规

律， 是在打着因材施教的幌子， 进

行一种失败和无效的教育。

分层布置作业带有明显的歧视

性， 人为地给学生制造了太多的心

理压力， 导致学生厌学情绪的加重。

从个案上看， 分层布置作业并无多

大危害， 但是如果把这些个案积聚

在一起， 就会使部分学生形成一种

逆反心理———老师不把我们当正常

的学生看待。 这样做不仅是对学生

人格尊严的不尊重， 而且会逐步剥

夺学生均衡接受教育的权利， 挤压

部分学生的学习内容和空间， 使学

生受到的教育严重“缩水”。

分层布置作业折射出教师没有

真正地进行均衡教学。 均衡教育下

也会出现学生的个体差异， 但不会

很大， 根本不需要分层布置作业。

但由于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师资分

布不均衡， 导致了学生所受教育的

严重不均衡。 这种不均衡致使教师

产生了错误的意识， 他们认为在同

一起跑线上起跑会拖垮基础差的学

生， 实施分层才是最佳途径。

分层布置作业会让部分学生永

远无知。 作业分层布置， 的确减轻

了一部分学生的压力， 但从长远来

看， 这部分学生会永远停留在知识

的表层上， 不能深入到知识的里面

去。 这种人为造成的学生无知， 随

着学生年级的升高和步入社会， 所

形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它直接

影响到学生以后的生存。

分层布置作业与统一检测形成

了尖锐矛盾。 分层布置作业如果实

施下去，学生学期（年）考试和毕业

升学考试也应该分层进行， 这才是

合理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考试时

使用同一份试题来检测学生的学习

情况， 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诚信的教

育欺诈行为， 形成了尖锐的教育道

德矛盾和社会矛盾，影响极其恶劣。

所以，笔者认为，教学尽量不要

分层布置作业，以确保教学任务的顺

利完成和学生真正完成学习任务。

（作者单位： 山东省五莲县潮

河中学）

我们的孩子

到底需要怎样的作业

■

刘宇立

课改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十

年， 素质教育和减负的口号也喊

了许多年了。 作业作为课堂教学

的延伸和补充， 是巩固学生课堂

所学知识的重要措施， 也是检验

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 反思

平时的教学教研所得， 我发现通

常受学生欢迎的作业有以下几个

特点。

符合学生实际水平。 好的作

业应适量适度，能及时检测出学

生对课堂知识的掌握程度。 目

前， 很多老师为了追求升学、考

试的表面风光，随意拔高作业难

度以培养“精英”和“尖子”。 殊不

知，这样的高难度作业，对于部分

基础良好的学生而言， 确实会有

促进的作用，但却会让更多的学

生望“作业”生畏，谈“作业”色

变。 超出学生学业水平和接受能

力的作业无疑是浇熄学生学习

热情的重要原因。

贴近生活， 能学以致用。 我

们在寒假作业中曾布置学生以对

联或绝句的形式为父母、 师长、

朋友各撰写、 发送一条贺年短

信， 短信必须包含自己名字中的

任意一字。 这样的作业一公布，

顿时激起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

于是在新春之际， 大家纷纷收到

孩子们花了心思、 独一无二的原

创贺年短信， 学生们都非常乐意

去完成这样高质轻负、 学以致用

的作业。 这次作业既促进了师生关

系， 也拉近了家校距离， 既拨动了

学生思维的琴弦， 也收获了家长的

肯定与赞许。

有梯度。 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

天赋， 而且绽放的时间各不相同，

所以孔子提倡因材施教。 作业也应

该因学生而异。 有梯度的作业就是

为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创设迈向

成功的阶梯。 在设计有梯度的作业

时， 除了关注作业的数量与难度，

也应关注学生的学情动态和发展

目标，以免有失初衷。

有新意和趣味。 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 是学生学习的不竭动力。

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为了提高学

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通过为英

语电影配音这种饶有趣味的方式

让学生活用英语， 乐用英语， 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样的作业既

鲜活， 又联系了课内外知识， 让

学生的求知欲望变成了撬动思维、

探寻知识的阿基米德点。 这样的

作业怎能不受学生欢迎呢？

此外， 诸如留足够的思考空间

给学生，老师精选作业，及时反馈作

业意见，等等，都是影响学生完成作

业的重要因素。 只有充分调动起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教与学才会和谐、

高效，师与生才会“同频共振”。高效

高质的作业设计是一门学问， 是提

升教学效益的增长点， 同样也可以

闪耀智慧的亮光。

（作者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第

十三中学）

“无厘头”作业凸显出的教育危机

■

盛会

设置一些个性化的作业， 让孩

子的作业充满趣味， 不仅能摆脱以

往课堂教学的固有模式， 还能让学

生体验个性化作业的乐趣， 这自然

会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但是， 再有个性的作业， 也必

须把握好度， 如果个性得过了头，

成了“无厘头”， 只能让人感觉荒

诞、 雷人。 如有的作业问二年级学

生： 什么球不能拍？ 什么虎不吃

人？ 什么瓜不能吃？ 什么帽不能

戴？ 这样的问题让成年人来回答，

尚且不是一件易事， 何况是才上小

学二年级的孩子？显然，设计这样的

作业是为了突出“个性”，却忽略了

学生的心理感受， 这样的作业不仅

缺乏教学内涵， 还会演变成一种精

神负担，让学生患上“作业恐怖症”，

对于日后的教学有害无益。

同样是假期作业， 宁波市华天

小学401班的作业则是由全班学生

自己探讨制定。学生花了半堂课的时

间，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最终确定

如下内容：种一株植物，一周一次用

文字或图片进行记录；读3本以上课

外书；欣赏音乐；看两次电影；结交3

个以上新朋友，等等。 这些就是学生

的假期作业， 全部由学生自己制定，

称得上实实在在的“个性化作业”。

相比之下，“无厘头” 作业凸显

出的教育危机值得我们重视。 什么

是真正的“个性化”？ 建立在“个性”

之上的作业必须是学生喜闻乐见

的，这样的作业才能寓教于乐，既能

让假期生活充满情趣， 又能帮助学

生巩固知识、开阔视野。从这个角度

说，个性可以有，雷人要不得。 科学

的个性化作业不仅很有必要， 还需

要大力提倡。 只有让更多的作业科

学合理地充分发挥“个性”，才能帮

助学生开心学习、快乐成长。

（作者单位：河南省内乡县财政

局采购股）

筲博闻筲视线

学生不爱写作业， 不能单单归结为一

个懒字。 具体而言， 教师如何布置作业，

让学生用什么方法进行练习， 怎样才能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进而提高教学效率，

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

‘

‘

‘

作业与练习的时间可以灵活安

排，上课之前与课中、课后，都可以

布置作业。 不同时段的教学目标不

同，教学内容不同，相应的作业与练

习内容也应不同。 教师设计作业练

习时要认准时机， 要充分考虑什么

时候练习更恰当， 让教学与作业不

分家。

课前作业。 可结合课文内容，布

置学生查找并阅读相关资料。可以让

学生上网查阅参考书籍，也可以让他

们向周围的人请教。 刚布置时，教师

要向学生推荐相关的网址、 书名，时

间长了，完全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

查找各种资料。这类作业有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设计预习作业

时，每个年级要有不同的要求。比如，

在教六年级的《只有一个地球》时，我

课前让学生搜集有关资料，加深对地

球的认识，懂得“只有一个地球”的道

理，增强保护地球的意识。

课堂作业与练习， 是一个连续

的训练过程。教师要精心设计，帮助

学生走进文本，习得语言，引发他们

的情感体验。 在教授四年级《飞向蓝

天的恐龙》时，我围绕“科学家发现恐龙

和鸟类关系的过程” 这一教学难点，引

导学生讨论：科学家提出的“鸟类不仅

和恐龙有亲缘关系，而且很可能就是一

种小型恐龙的后裔” 这一观点是否正

确，依据是什么。这是课文的难点，也是

一道难度较大的练习题。我试图引导学

生先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再带领学生

组织语言进行有序的表达。在这一过程

中， 我把发展学生的思维与提升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结合在一起， 力争做

到“语言与思维相互促进发展”，让作

业与教学目标相得益彰。

课后作业重在巩固知识， 运用语

言进行练笔。 不少课文的结尾会留给

读者想象的空间，在阅读教学中，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课文的延伸点，想

象情节，组织语言，进行合理的续写练

习。 例如在教《跨越海峡的生命桥》一

课时，我让学生想象，如果有一天，钱

畅与台湾青年相遇了，他们会说什么？

做什么？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课文的

理解，展开想象。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加深了， 也进一步

提高了写作能力。

提倡有效作业与练习， 最核心

的一招是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 吸引学生快乐地去完成作业。

基础性作业练习设计。 要完成

语文课程的教学任务， 基础性练习

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首先这类作业

要体现针对性， 这需要教师在设计

作业时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 要从

浩繁的材料中筛选出重点、 难点与

关键点， 再从课文注释中筛选出重

点的生字与词汇， 适当要求学生在

课堂上练习注音、解释，完成识记、

积累。在学习应背诵的经典名篇时，应

重点给学生布置课后背诵作业。 遇到

易错、易混、易忘的知识点时，应在作

业中以正面强化或反面设陷等方式，

让学生加深印象，促使他们牢固掌握，

如形似字、同音字、同义词辨析、成语

运用等都可归为此类。

差异化作业的设计。 有差异的学

生做无差异的作业， 势必会造成有的

学生“吃不饱”， 有的学生“吃不了”

的现象， 这样， 学生的语文能力的发

展就会受到限制。 承认并尊重这种差

“百学趣当先”， 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 也是最好的约束， 有了浓厚

的学习兴趣就会有强烈的学习动

力。“趣”首先要体现在内容上。作业

应从学生中来，贴近生活，语言应儿

童化，尽量丰富多彩。除了书上的内

容，还可以选择课外的内容。“趣”还

要体现在形式上，可以设计猜谜语、

讲故事、摘取智慧星、做游戏、各类

小竞赛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趣”也体现在结论上，针对以往只

求一解的模式， 作业设计应考虑学

生个性，允许有多元的答案，充分尊

重学生独特的见解，不盲目求同。

与教材紧扣的基础练习要力求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体现出多样性

和趣味性。只有这样的作业，才能充

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 作业设计应体现出一定的

创造性，这需要教师博览群书，注重

积累，掌握丰富的练习素材，这样才能

将相关知识优化组合，推陈出新。好的

作业与练习设计应注意涵盖语音、 字

形、 词义、 成语积累与运用、 句子、

朗读、 文言文常用实虚词积累及句子

翻译、 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等。 同时需

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 如同样是语

音练习， 可以变换成三种形式： 给加

点的字注音， 根据拼音写汉字， 选择

注音正确或错误的项； 成语知识可以

设计为标明出处、 讲故事、 同义比

较、 接龙等。 枯燥的知识可以以猜

谜、 对联、 编故事和编顺口溜等形式

来学习， 一些字的用法与含义可以用

故事的形式展示。

教授 《小柳树和小枣树》 一课

时， 我在巩固会认的字、 指导书写

“怎、 思” 两字时， 开展了听音出示

字卡的游戏。 我读生字， 让学生在自

己的字卡中找出生字， 看谁找得又快

又准。 此时， “书画同源” 的道理在

学生这儿得到了最佳的印证。 在教授

《坐井观天》 一课时， 学生读过课文、

体验课文内容之后， 我组织他们分角

色读一读， 演一演， 把语文书像老师

一样卷成圆筒状， 然后透过圆孔看黑

板， 说说现在看到的和刚才看到的有

什么不同？ 这些活动极大地激起了学

生的兴趣， 表演的过程也进一步加深

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丰富了体验，

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 展现了学生的

个性， 对课文也是一次再创造。 在这

种环境里， 教师与学生共同体验到一

种无法比拟的思考的乐趣和认识的享

受。 这样一来， 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

加浓， 既为学生留下快乐玩耍、 自我

探索的时间， 又为他们埋下学习的快

乐与幸福的种子。

（作者单位： 浙江省宁波国家高

新区实验学校）

认准时机， 让作业练习为教学服务

趣味性作业， 引导学生登堂入室

基于学情， 让作业练习轻松有效

异性， 是主体性学习的一个重要特

点。 作业的设计和布置也可一改以

往命令式、 强制式， 给学生的作业

也开设一个“自助餐”， 让学生有

一个较为宽松的作业氛围， 使不同

发展水平的学生， 都能较好地参与

作业， 培养语文能力。 如学完了

《台湾的蝴蝶谷》 一课时， 我设计

了以下作业：

可以抄写描写颜色的词语或最美

的句子； 可以为台湾蝴蝶谷写一句赞

美的话； 可以用在本篇课文学到的知

识出题考考大家； 可以用文中的话为

蝴蝶谷作导游讲解； 可以画一只最美

的蝴蝶， 或者用剪纸、 树叶贴画来表

现蝴蝶谷的美。 (上述作业， 学生可

从中自选一两道题做)。

这样的作业， 由易到难， 层层递

进， 给了学生一个选择的范围， 能力

强的可选择较难的做， 能力弱的， 可

以做简单的。 但是， 学生又具有好强

的心理， 有的学生往往会知难而进，

又有一部分学生会在自己的“最近发

展区” 跳一跳， 摘到“果子”。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八中给学生布置了一项特别的作业。 学校号召学生在校园开放的电脑教室中利用网络查找雷锋

的生平和事迹， 进而让他们了解雷锋精神， 传扬雷锋精神。 图为学生在网上的“雷锋纪念馆” 中瞻仰雷锋照片。

陈德亭 贾爱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