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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很多人说

“干一行，爱一行”才能收获职业满足感，

我想，“爱一行，干一行”更能激发一个人

对职业的认同感。

我是真的喜欢教语文。当学生时，喜

欢学语文，高考所有档次的第一志愿全是

和语文相关的专业；当老师后，喜欢教语

文，站上讲台心里就很踏实。

初登讲台在17年前的9月，大学毕业

后的第一节课，我不到半小时就把 45 分

钟的内容讲完了，师生面面相觑。我心里

很难受，我的语文教学生涯刚起步就要失

去的样子，既不甘心，又不愿意。我想，既

然现在的能力还不足成为“老师”，那就先

“装”吧！于是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在

讲台上“装老师”。

语文老师在众人眼中多是“博学多

闻，能写会道”的文化精英，那首先我就

“装作”很有知识。讲台上，我从诗词歌赋

聊到人生哲学，从天文地理讲到历史洪

荒，什么都敢讲，讲什么都要准，可学生

呢，他们也不简单，经常考验我。2020届

7班曾有学生拿着“数学题”来到办公室，

一脸笑意向我请教，定睛一看原来此题有

个“文言”题干，好吧，现场实况翻译，再顺

便秀一下自己残存的“伪数学”本领，看，

这冷不丁的考察，我能装得下去吗？于

是，我成了许多书店的“VIP中P”，逼着自

己翻阅一本本书籍，喜欢的不喜欢的，一

本接一本看下去，“装作”自己“博览过群

书”。

我还装自己很爱写作。装的结果是：

学生写诗我赋词，学生作文里我洋洋洒洒

写评语，朋友圈里写“古文”，假装自己是

“周树人”。

慢慢地，装着装着，我体会到唯有扎

实的基本功、认真地对待每一节课、精心

设计自己的教学内容、完善自己的每一个

教学设计，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才

能让自己站得上讲台、站得稳讲台、“装”

得了老师。

我还装作很“年轻”。“装年轻”的我常

面带微笑，充满活力踏上讲台，给学生展

示自己是个“元气少女”；“装年轻”的我常

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时髦话”用心地存

起来，在讲台上“装”作不经意地讲出来，

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装年轻”的我脱下高

跟鞋和孩子们在操场上一起吼“一二一”，

在校园里一起撕名牌、跳皮筋；“装年轻”

的我把自己伪装成学生，和他们一起“路

过同样的路，苦过同样的苦”。他们对我

的称呼从“语文老师”叫到“陈老师”再到

“婷儿姐”时，我感觉自己“真年轻”了；他

们会在吃东西的时候像对待朋友一样随

手把零食塞在我手里，到处“化缘”的我感

觉自己“还在长身体”……

我发现，“装年轻”就是要把学生“装

进自己的心里”，以真心换真心。所以当

我们将“负责、担当、理解、共情、倾听、陪

伴、呵护”装备齐全时，立久讲台就变得很

容易。

我在“装老师”，但在我们高中学部却

有一群“不装”就是好老师的同事，他们有

的人是物理组的“语文课代表”，语文高考

130分；英语组的数学高手，数学压轴题快

速搞定；化学组的体育委员，足球踢得“飞

起”；是地理组的写作巧匠，一动笔就是第

一；是政治组的经济学家，“JA学生经济公

司”（学校一门经济学课程）开得风生水

起；生物组的“搜题达人”，号称没有搜不

到的练习题。他们会在连上四节课后，依

然耐心地给学生讲题，会在楼道昏暗的灯

光下批改作业，与学生分析试题，会在书

吧里和学生并肩谈心。在他们的身上，我

看到了教师职业的良心：永远保持对讲台

的敬畏，永远秉承对教学的热忱，永远对

工作尽心，永远对学生真心。

我一直在“装老师”，我希望有一天，我

装着装着，就把职业信仰“装”进血液里，这

才是我站上、站稳、站久讲台的能力。

幼儿园体育区域活动是
一种自主游戏，是幼儿通过
与材料、与同伴互动进行的
自发学习。老师对幼儿活动
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对材料
的投放来实现，材料在幼儿
体育区域活动中具有重要价
值。那么，在体育区域活动
中，如何开发和利用材料，有
效促进幼儿的发展呢？

一、如何进行材料开发？
1.发现——材料的新用途
材料是被用于幼儿游戏的一

切物品，因此我们研究材料的特点

和属性，将更多的材料应用于体

育区域活动。我们发现，身边大

量的本土材料、自然材料和废旧

材料都可以成为体育区域活动的

新材料，如一张报纸、一根竹竿、

一个油桶、一条长凳，一块布条都

可能是体育区域活动非常好的材

料。我们发现、收集各种材料，把

它们应用于体育区域活动中，同

时师生共同探索材料的不同玩

法，开发了竹木类、布质类、铁质

类、球类、纸质类等多种类系列玩

具和材料。

2.挖掘——材料的多功能
一是将材料进行加工，挖掘材

料的更多功能。如将竹子打磨晾

晒后，制作成高跷、竹竿、竹棍，竹

梅花桩等，增加辅助物，组合成新

的玩法；二是对材料进行改进，体

现层次性、趣味性，以适合不同年

龄幼儿。如练习投准，我们调整

为“大嘴笑哈哈”，嘴开口大小不

同、摆放高低不一，喂食的沙包、布

球规格不同，激发了幼儿的兴趣，

让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都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材料。

3.创新——材料的新玩法
一是挖掘新材料、发现新材

料；二是创造出材料的新玩法，体

现一物多玩、和其他材料的重组。

如：一个小小的竹筛衍生出向前

滚、原地转、头顶、背背、做障碍物

跳等多种玩法；一个自制的沙包，

孩子们玩出了投掷、夹在两脚间行

进跳、放在头顶平衡走、单人抛接、

多人抛接、间隔跳、绕道走和跑等

玩法，轮胎和竹梯、箱子组合，玩出

了负重、平衡 、攀爬、跳跃等更多

的新花样。师生不断探索、创新材

料的新玩法，激发了积极思考和幼

儿自主探究的愿望，促进了幼儿多

方面的能力发展。

二、如何合理投放活动材料？
1.研究材料所蕴含教育价值

和可能实现的教育目标，有针对性
地投放材料

投放什么样的材料，就可能引

发相应的活动，达到相应的目标。

同一种材料，玩法不同，所蕴含的

教育价值和可能实现的目标也不

相同。因此，我们首先研究每一种

材料的教育价值、不同玩法、适合

的年龄，研究每一种玩法幼儿可以

获得哪些发展。当我们充分研究

材料，了解了材料的价值功能，才

能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如皮

球游戏，小班的幼儿可以练习滚、

接球，发展幼儿的手眼协调能力，

体验活动的乐趣；中班幼儿可以尝

试将球投进篮筐内，发展幼儿的上

肢力量及手眼协调能力；而大班幼

儿，可进行投准练习或行进拍球、

花样拍球，双脚夹球往前跳，发展

幼儿全身协调能力，有意识控制出

手角度能力及下肢力量。

同时，幼儿也会根据自己的兴

趣需要选择对材料的操作方式，因

此教师需要根据教育目标和幼儿

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投放多种材

料。如为了发展幼儿的协调能力

和灵敏性的发展，老师就可以针对

性地提供揪尾巴、躲沙包、踢毽子、

抛接球、跳房子等多种游戏的材

料，有效地引导幼儿与材料的互

动，同时观察幼儿喜欢哪些材料，

有些什么玩法，哪些动作得到了发

展，提高了哪方面的能力，以此作

为投放、调节材料的有效依据。

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兴趣
爱好投放材料，材料投放拓展幼儿
的兴趣

培养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是

我们的重要目标，幼儿参与活动的

兴趣及持久性与游戏材料的投放

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投放的材

料要能激发、拓展幼儿的活动兴趣。

首先，我们根据幼儿的不同年

龄特点及活动兴趣，投放材料。如

练习跳跃，我们挂上小动物、响铃、

色彩鲜艳的气球，吸引幼儿；练习

投准，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投放

了“移动投掷小背篼”“打靶”“小动

物投掷箱”等不同层次性的材料，

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其次，将材料和游戏情节相结

合。在区域游戏中我们发现，幼儿

对新材料特别有兴趣，但往往一段

时间后就不太喜欢玩了，因此，我

们引导幼儿将新旧材料组合，产生

新的玩法，或者将材料和情节有机

结合，拓展幼儿的活动兴趣。

3.投放低结构、非结构及组合
材料，鼓励幼儿玩出新花样

在体育区域活动中投放材料

的结构化程度高低直接影响着幼

儿与材料的探究、互动。低结构、

非结构的材料，能够激发幼儿的创

造想象，满足幼儿探索的愿望。

一方面，我们为幼儿提供大量

低结构、非结构材料，鼓励幼儿探

索多种玩法，让不同发展水平幼儿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满足发

展需要；另一方面，为幼儿提供多

种辅助材料、组合材料，鼓励幼儿

在玩耍中，组合多种材料，产生新

玩法、新挑战，激发幼儿新的兴趣，

让活动内容更丰富、更精彩。

4.灵活调节、统筹安排活动材料
首先，在体育区域活动过程

中，我们根据幼儿活动开展灵活调

整活动材料。当发现活动中材料

过难，幼儿不感兴趣时，教师可以

调整游戏材料，适当降低难度。如

小班幼儿赶小猪的游戏材料，可将

纸球替换为较大的小篮球，或将投

放的小棍调整为羽毛球拍，使球和

小棍（球拍）的接触面更大，从而降

低材料难度，让幼儿有成功体验，

重新与材料互动；当游戏材料对幼

儿来说缺乏挑战时，教师通过增加

一些辅助材料，来增加材料投放的

难度，如过小桥活动中提供更窄的

桥面，投放竹梯、轮胎等，幼儿可以

通过变形重组，让材料有新的挑

战。

其次，我们还将材料统筹安

排，定期进行更换与调整，及时增

减辅助材料等，避免幼儿因玩同一

材料时间过长出现不感兴趣的情

况。

体育区域活动中，材料的投放

是关键，我们研究材料、有效开发

与投放材料，发挥了材料的隐形教

育作用，有效促进了幼儿的发展。

今日，新接手的班级第一节语

文课，我预计做一个调查，想看看

喜欢语文的同学到底有几个。虽

然心里知道人数不会太多，但依然

做好了引导启发的铺垫之功。

我问学生，大家学语文这是第

几个年头了。有的同学答，从幼儿

园算的话第 14 年；有同学说应该

从生下来牙牙学语就算，是第 17
年；有同学说正式的学习，应从小

学算起，第 11 年。我说：不管怎

样，我们和语文相处的时间已经很

久了，至少10年。你喜欢语文吗？

最后的调查结果：班级 52人，

喜欢语文的仅 1人，有的学生还表

示非常不喜欢，心里抵触。

这个结果，让我想起上学期在

教完胡适《我的母亲》与汪曾祺《多

年父子成兄弟》之后，我随机做了

一个学生喜欢爸妈的调查，结果

是：全班 54 人，喜欢爸妈的仅 11
人。记得当时也有学生说讨厌父

母，与父母已经很久没有讲什么话

了。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也是语文

老师，当我面对这两次的调查结

果，心中真是五味杂陈，难以言表，

一股酸楚蔓延全身，侵蚀骨髓。

联系当下学生语文学习的现

状，联系当下亲子关系的现状，我

在想为什么有些相处日久不仅不

生情，却生厌甚至生恨了呢？是否

有一种“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复杂

情绪和类似亲情般的极高期待？

爸妈是给予我们生命，抚育我

们成长的人，没有他们，我们怎能

来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怎能有

机会体味世间种种；语文是我们的

母语，我们是中国人，不好好学它，

怎能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怎

能把不断层的五千年文明与精神

传承？

我们没有理由不爱自己的爸

妈，没有理由不喜欢自己国家的语

言。然而，事实却不按常理，我们

的确有很多人不喜欢爸妈，不喜欢

语文。

扪心自问一下：我的孩子喜欢

我吗？有多少爸妈能自信地确定

孩子喜欢自己？你去问问学生：你

喜欢语文吗？有多少语文老师能

确信学生肯定喜欢语文？

是啊，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一

点点养大，为什么落得不被他们喜

欢的地步？为什么尽心尽力想尽

招数教授知识文化，却未能吸引我

们的学生？

让我们静心想一想，在相处的

最初——孩子刚被我们抱在怀里

的时候，孩子刚开始学说话的时

候，孩子稚嫩地背出第一首古诗的

时候，孩子刚背上书包走进学校的

时候……对，那时候，都是喜欢的

吧，很少有不喜欢，更不要说厌恶

与憎恨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一切变

了样？

我让学生把他们不喜欢语文

的理由写下来，课后发给我，我进

行整理归纳，大概如下：

需要背诵的内容多，枯燥乏

味；课堂基本是老师灌输，很少有

独立思考的时间；死记硬背，不会

背就被罚抄；许多学习内容与生活

脱节，没有用处；考试答案总是标

准化，有时难以理解自己写的为什

么不对；作业多，几乎没有自由阅

读时间；投入精力与成绩提高往往

不 成 正 比 ，不 如 其 他 学 科 见 效

快。……

我努力分析学生发来的这些

理由，慢慢地，我发现学生不喜欢

语文，似乎并非他们的错，更不是

他们的本心，之所以不喜欢更可能

是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考

核标准、教授方法、学习方式，甚至

可能是我们选入教材的内容有失

恰当。

那么，如此说来，就如同孩子

不喜欢爸妈一样，这并不是他们希

望的结果，他们心里也并非不爱，

不想爱自己的爸妈，而是爸妈在抚

育教养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些方

式破坏了亲子关系，让他们之间产

生了误解与隔阂。

如此看来，一切还是可改变

的，可怎么改呢？

记得鲁迅曾说过：“教育植根

于爱。”我想只要我们真的爱子女，

爱学生，我们一定会用心多了解他

们的需求；多分析他们的兴趣；多

提供观察思考积累的机会；多注重

想象力、理解力与创造力的培养；

多注重学习习惯的培养 。……

当我们发自内心地用心给予

爱，相信有朝一日，我们的孩子定

会对我们说：爸爸妈妈，我好喜欢

您，谢谢您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也一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学生会

开口告诉我们：老师，我好喜欢语

文，它是我学过的最精彩、最渊博、

最有魅力的课。

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语文，，，，，，，，，，，，，，，，，，，，，，，，，，，，，，，，爱你在心口难开
■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曹晓红

幼儿园体育区域活动材料开发与投放的策略
■ 宜宾市鲁家园幼儿园 张敏 陈彬

把教师职业
“装”进血液里

■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陈玉婷

杨水清、朱元芬与四川保利金仁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以下文件遗失

并作废：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 （预

售）（合同号：RL-02-D-0332）；保利

仁里二期项目商品房 （住宅） 买卖合同

附件及补充协议；房屋改造工程协议；

物业临时管理规约；前期物业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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