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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 从文本到画卷
“孩子们，老师宣布，你们已经

正式成为一级小画家啦！”成都市东

城根街二年级语文教师李晓洁话音

一落，小朋友更跃跃欲试，想要朗读

更多的句子。原来，李晓洁让孩子

们动情朗读课文《一匹出色的马》，

发展了语文的想象力。

阅读与理解数百字的课文，对

小学低段年龄的学生并不容易，可

能他们遇见一个生字就会“打退堂

鼓”。李晓洁老师在教学计划中，将

重难点放在“读句子，想象画面”。

“认识并会写生字”、“积累语句”只

是该课教学的第一步，“打开五官阅

读描写景物的句子，想象图画、色

彩、景物”是第二步，进而“读出喜爱

之情”，最后引导学生达到“感受春

天的美好”的可能。

这样的课程目标便有了开头的

一幕。“全班共 48人，起来回答问题

的人次是 40人，占比 83.3%，可以看

到，这堂课学生回答问题人数占比

广，开放式的课堂状态中，学生情绪

饱满积极。”观察团老师对“教师引

导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进行了极

大的肯定。

课堂中，朗朗读书声频频而

起，但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并不是

传统课堂中，同学摇头晃脑、此起

彼伏、埋头书本。为让学生能够将

文字转化为画面，李老师让小朋友

画出“河水”“柳叶”“田野”等关键语

句，反复朗读。而后，再构成脑海中

最初的画卷。

进一步，这些隐藏在课文词句

间的描绘色彩的词，如“碧绿碧绿”

“泛起波纹”“葱葱绿绿”，在李老师

反复、亲切地问询引导下，被二年级

的小朋友们所关注。同学之间，你

读、我听，你用语句绘画、我在想象

春天。课堂中，孩子们从朗读中获

得愉悦，嘴角扬起弧度。

从“贴图的实物”到“想象的图

景”，李老师借助了阅读、依靠了文

字本身的“张力”，抓住了语文的核

心。

“你们在读句子的时候，能够抓

住句子中的景物和表示景物位置的

词语，然后在头脑中想象出一幅完

整的图画。你们的小脑袋里，都长

着一双眼睛，让老师知道你们看到

了什么！”李老师的鼓励，让这些七

八岁的孩子们，在有限的课文中，感

受到了春天无限的美好，也修炼成

了想象力“一级画师”。

◆ 走近萧红
“同学们，我们这节课要走入祖

父的园子，走进萧红记忆中这难忘

的场景。”五年级语文教师刘宇一开

课，就让同学们齐声朗读学习目标。

“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洪亮的音色响彻教室，甚至还有些

回音。

体会感情？从哪儿体会，刘宇

深知“文本”本身所蕴含的巨大信

息，她尝试引导学生体会课文对“园

中事”的多种记叙、物的描写，来找

到通往理解作者情感的可能。

刘宇说：“浏览课文，快速回

顾！”接着说：“仔细阅读，批注感

受！”

刘宇继续向同学们抛出问题：

“4 到 14 自然段讲了祖父和我的哪

几件事？”同学们俯身批注，课文是

说服自己与同学的唯一可靠线索。

于是“栽花”“拔草”“种小白菜”，应

答声接连不断。“有没有同学有不

同意见？”用这些似乎看不到尽头的

提问，刘宇给学生认识课文的空间，

让同学交流阅读感受。

“体会思想感情是一大难题，学

生的体会可能会失之于琐碎，因为

学生往往不会去整合、处理课文信

息。教学之难，难在转化，语文课堂

就是要让学生学会综合运用各种分

析文本，体会感情的方法，从而真正

让学生从阅读中习得能力。”刘宇老

师在课后谈及课程设计时分享。

在课堂上，刘宇老师还借助《呼

兰河传》，通过完整的文学作品，来

“补充”丰富学生对于作者、对于课

文的感受。于是，学生对“课文结尾

处，时隔多年回到园子里物是人非”

有了共鸣，到这堂课快结束时，刘宇

和学生们一道，得出“作者借文字的

丰富表达情感的凄凉，借物抒情表达

自身孤独”的结论。

综合运用抓住关键词、借助文

字资料、关联文本信息等各种方式，

刘宇引导学生学习体会课文表达思

想感情的方法，在课堂上成功实现

了学生理解能力的提升。

教室是一幅
唯美的画卷
■ 成都高新区西芯小学 叶丽

在班主任工作中，创建一个良好的

班级环境，对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有

着重要的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说：“无

论是种植花草树木，还是悬挂图片标

语，或是利用墙报，我们都将从审美的

高度深入规划，以便挖掘其潜移默化的

育人功能，并最终连学校的墙壁也在说

话。”

一个班级的文化环境对于学生的

熏陶是潜移默化、滴水穿石的。整洁、

明丽、温馨的教室环境，虽然“桃李不

言”，却为学生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有着

“家”一样的感觉，能使学生在不知不觉

中、自然而然中受到熏陶、暗示和感

染。另外，优美的教室环境还可以增强

班级的向心力、凝聚力。因此，班级文

化建设首先要抓好教室的环境布置，我

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用集体主义精神凝聚人
一个班集体，几十个互不熟悉、个

性不同的学生组建成一个有机整体，并

且产生强大的合力，靠的是什么呢？靠

的是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以

其强大的凝聚力，把个体的思想、情感

和目标聚合为集体共同的思想、情感和

目标，从而强有力地支撑起班集体这座

大厦。

班名、班徽的设计。对于新组建的

班级，先让学生在小组讨论，接着小组

代表在全班交流，然后通过全班同学投

票表决确定，我们的班名、班徽和成长

目标，最后由设计小组设计完成。班

名：太阳花中队。意为我们永远面对阳

光绽放自己的笑容。不管遇到什么困

难，都自信、坚强，永远朝着太阳的方向

微笑。班徽：一朵太阳花绽放着天真的

笑容，象征着它的勇敢乐观。许多花瓣

簇拥在一起，象征着我们的班级团结向

上，孩子们茁壮成长。班级宣言就是成

长目标：“让自觉成为一种习惯！让坚

强成为一种品格！让学习成为一种乐

趣！让进步成为一种必然！”

二、用主动参与锻炼人
教室是学生学习、生活、交际的主

要场所，是老师授业、育人的阵地，是师

生情感交流的地方。因此，为学生创造

最佳的教育空间，让学生感受到这是个

学习、生活的幸福乐园显得非常重要。

首先，让学生自主设计教室环境。

构建主体参与性的班级模式，将主动权

交给学生。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将设计板报作为假期作业布置给学生，

开学选择优秀的创意，并给学生提出修

改建议。从儿童中来，到儿童中去。倾

听孩子们的心声，在交流中碰撞出火

花。比如这学期板报的主题我们就一

起设计为：科技创新、智创未来。

孩子们设计了机器手，象征着按下

了未来之键，开启了未来之城的大门。

它是通往未来世界的钥匙。孩子们畅

想在未来世界中，机器人如钢铁侠一

般，能够为人类造福，可以进入人类世

界，和人类一同生活。天马行空的想象

为教室增色不少。

其次，让孩子自主布置教室环境。布

置时让全体学生参与，写的写，画的画，贴

的贴。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我们的约

定”、“王者荣耀”、“芯美好、芯希望”等栏

目，成了教室里最亮丽的风景线。

最后，让孩子自主解说班级文化。

教室环境大家齐心协力布置完后，按照

我们共同商议的设计意图，由学生自主

撰写解说稿，并进行了自主排练，最后

精彩呈现。孩子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学

会了团队协作，明白了没有一个人的王

者，只有团队的荣耀！

三、用班级文化熏陶人
这样整洁、美观的班级环境给学生

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了学习效

率，也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陶冶了学生的情操，激发了学生热爱班

集体，并努力为班集体争光的情感，以

此增强了班集体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一间教室就是一幅唯美的画卷，一

个班级就是一个温馨舒适的大家园。

用创新的理念，展示学生的智慧、审美

情趣和艺术才华，书香浸润灵魂，文化

滋养个性。让教室内的每一块墙壁都

“开口说话”，让每一面墙都成为“无声

的导师”。

体育区域活动，是根据幼儿园环

境，因地制宜地把各种不同的户外场

地创设成不同的运动区域，投放不同

的材料，让幼儿自由结伴、自选内容、

自主活动的体育活动形式。体育区域

活动虽然强调幼儿的自主，但并不意

味着教师作用的弱化，如何在体育区

域活动中发挥教师的作用，助推幼儿

的学习与发展？其中，适宜的介入时

机是影响教师行为是否有效的重要因

素，笔者提出以下介入策略。

一、结合幼儿动作发展水平，教
师进行介入

教师要观察分析幼儿言行，适时

介入与支持。看一段教师写的课堂实

录——

纸布区新投放了宣传背景布做成

的“打地鼠”材料，几个小朋友把它铺

到了地上，却玩起了跳格子的游戏。

我走过去，试图把布拉起来让孩子

发现这是一个打地鼠的材料，可是他们

继续跳房子没理我。我突然意识到此

刻他们并不需要我，于是在旁边观察。

玩了好一会儿，西西发现:这张大

布的四个角上有绳子，四个小朋友各

自抓住绳子，把这块布绷了起来，几个

男孩子跑过来躲在下面，眼尖的蕾蕾

发现了旁边的充气棒，他们玩起了打

地鼠的游戏。又过了好一会，西西觉

得没意思想离开了，这时我和配班老

师加入了他们，我们将布举得一边高

一边低并不断变换，难度一增加，激发

了孩子们新的兴趣。在孩子们玩得差

不多的时候，我又把这块布挂了起来，

变成了一个投篮网，孩子们找来布球、

纸球，又开始玩起了投篮的游戏……

在此案例中，教师发现幼儿对于

新材料的态度与自己预期的游戏玩法

不太一致的时候，想到的是马上告诉幼

儿游戏的玩法，但幼儿对老师的介入置

之不理，让老师意识到这是一次“无效

介入”，于是立即退出游戏，观察幼儿，

等待时机。在发现幼儿游戏兴趣逐渐

减弱的时候，老师把握了介入的时机，

和配班老师一起通过调整游戏材料的

难度来成功激发新的兴趣。这次介入

推动了游戏的发展，帮助幼儿获得了新

的经验，是一次有效的介入。

为此，我们总结出教师有效介入

幼儿游戏的依据：①介入是否顺应幼

儿的游戏意愿，让幼儿所接受？②介

入是否能支持幼儿解决难题，获得新

的经验？③介入是否能提高游戏兴

趣、推动游戏发展？④介入是否协调

解决问题，保证游戏的正常进行？同

时，教师在介入时需要考虑：幼儿需要

怎样的帮助；介入的方式；介入后可能

会引起的反应；介入是否留给了幼儿

独立思考的时间；教师退出后幼儿游

戏能否继续等。

必须注意的是，一旦发生突发事

件，如出现不安全因素、幼儿出现攻击

性行为、幼儿游离于自主活动等等，教

师要立即介入。

二、适时回应支持，教师灵活运用
指导策略

（一）明确教师的角色定位，尊重
幼儿的主体地位。体育区域活动作为

自主活动，教师需要把握幼儿身心发

展的特点，理解自主游戏的特点，在此

基础上，明确自己在自主游戏中的定

位。以观察者、支持者、引导者、参与

者等多种角色，适时回应和支持幼儿

游戏。

（二）利用材料环境，支持指导幼
儿。首先是激发幼儿的游戏兴趣。在

体育区域活动中，我们投放了颜色鲜

艳，形象生动、有声响等符合幼儿年龄

特点的材料引发幼儿的兴趣；或利用材

料引入游戏情节，如在车行区利用皮球

及时加入快递员的游戏情节，重新激发

了幼儿的游戏兴趣；或改变材料难度，

设置不同玩法，激发幼儿兴趣。

其次，调节幼儿游戏行为。第一，

帮助幼儿掌握动作要点。体育区域活

动中，一些动作的难点，往往不易掌

握，我们往往利用材料来帮助幼儿掌

握动作要点。如为了让幼儿掌握投掷

的角度，老师在投掷方向的前面挂上

一根绳子，把投掷的角度通过绳子具

体化，更容易让幼儿掌握。第二，调

控幼儿的行为。在户外体育区域活

动中，孩子们对于新材料或喜欢的游

戏往往会玩得过度兴奋，不太能控制

自己的行为，存在如活动量大、易发

生碰撞等不安全隐患。如针对幼儿

开小车活动量大、易发生碰撞等问

题，老师提供了拱形门、竹梯、长凳、

木墩、大型玩具等材料，引导幼儿搭

建了山洞、S 形的弯道、加油站等，玩

起了车队的游戏，调整了活动量，同

时还提高了幼儿活动的兴致，活动也

变得更加有序。

（三）利用伙伴因素，指导支持幼
儿。同伴群体是非常重要的教育资

源，混龄混班体育区域活动，为不同年

龄、不同班级的幼儿相互学习提供了

很好的机会。我们充分利用伙伴因

素，通过大带小、同伴互助等活动，促

进同伴之间的相互观察、模仿、学习，

提高运动技能，激发参与体育活动的

热情，培养勇敢精神，同时，还发展了

幼儿的交往、合作能力，促进幼儿能力

互补，共同发展。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已写入“十四五”规划。高质量的教
育离不开高质量的课堂。什么才是高质量的课堂？在这样的课
堂中，师生“教”与“学”的关系是如何展开的？又怎样体现？

日前，由成都市教育局指导，成都市教科院、青羊区教科院
协办，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成都市未来教育家联盟基地校承办

的“蓉城名师行·赖晗梅名校长工作室”聚焦高质量课堂教学研
讨活动举行。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成都市教科院的专家和青羊区近百名
教师参加活动。他们听课、评课，在语文的字里行间，为构建高
质量课堂进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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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朝和 实习生 胡静 文/图

“语文老师的课程目标

设置和数学老师相比，容易

犯的毛病就是模模糊糊一大

片。”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

政涛看来，清晰的课程目标

是上好一堂语文课、特别是

上好一堂高质量语文课的基

础。

“课堂不是老师一个人

的创新，而应该是师生的共

同体、共生体，这种共同感、

共生感是高质量课堂建设的

标准之一。”

李政涛表示，在李晓洁

与刘宇老师的课堂中，老师

与学生共同讲、共同听，充分

体现了课堂中师生作为共同

体而存在，老师的教与学生

的学在这种共同关系中相互

转化，共同生长。

专家评价

课堂中的师生共同体

浅谈幼儿园户外活动的教师介入策略
■ 宜宾市鲁家园幼儿园 陈彬

师生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