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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阅读教学设计，我想应该是每一位

语文教师最擅长的基本功之一。一节课

想要学生有所收获，完整、高效的教学

设计必不可少。对于多数都是师范院校

中文专业毕业的语文教师来说，对语文

阅读教学的设计更应是信手拈来。然

而，《余映潮谈阅读教学设计》这本书让

我对语文阅读教学设计有了一个全新

的、全面的认识。

从前，我只觉得，教学设计有规律

可循，按照固定的流程填充教学内容，

仿佛便万事大吉了。那时的我刚刚走出

校门，对于语文教学的认识还很肤浅。

后来踏上工作岗位，随着学习和实践的

结合，慢慢地，我改变了自己的教学方

法，虽说我的语文课堂氛围还算是不

错，但是终究没有摆脱零敲碎问式的课

堂。

我很害怕小组实践探究活动：一是

因为大多数的探究都流于形式，并没有

全班全员参与，总有一些学习困难的同

学游离在活动之外；二是每到小组活动

时间课堂纪律就很难把控。这些问题一

度成为我教学上的拦路虎，我不敢挑

战，有很多时候都是绕过它，不敢直接

面对它。我曾一度认为，我的课堂已经

成型了，不会再有什么突破了。

感谢这本书，让我对我的语文阅读

课堂教学燃起了新的幻想。虽然余映潮

在每篇文章列举的小例子都很简短，但

是透过这样的“冰山一角”，我仿佛走进

了余老师那个富于美感、内容丰富、收

获满满的课堂。

整体来看，余映潮认为，语文阅读

教学一定要摒弃“零敲碎问”式的上课

方式，并且提倡整体布局，采用板块式

教学方法；把课堂还给学生，学生才是

课堂的主人；我们教师只是提供适时的

帮助和启发罢了。如此才是真正的语文

课堂。

我深深赞同余映潮的观点，尤其

是对“零敲碎问”式课堂的定义。不回

避地说，我们大多数的语文课堂都避

免不了零敲碎问，这样做很多时候是

为了避免我们自己不会冷场罢了，久

而久之就变成了自己的教学习惯了。

余映潮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极坏的

教学习惯，这种“问与答”细碎而漫长，

在这漫长的师生之间“拉锯战中”语文

课的“情趣、情味”消失殆尽。让我们的

语文课渐渐地失去了“语文味”。归根

到底从一开始我们就只着眼于教“课

文”，并没有站在教“语文”的高度去思

考问题。

这本书中，让我眼前一亮的教学方

式是“整体阅读教学”，指导教师如何站

在整体的高度思考教学。首先，在教材

处理上，我们要思考清楚，如何利用课

文，利用课文干什么，利用课文要达到

什么目的。教材，顾名思义就是教学的

材料和素材，是我们进行教学的工具，

应该为我们的教学服务，不能喧宾夺主

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只有正视了这一

点，我们才能开展下一步的教学。其次，

要仔细研读文本。研读文本要从整体着

眼，就像无人机进行航拍一样，我们应

站在高处，整体看一看课文的完整面

貌，再选择比较突出的重点问题进行重

点教学，也就是余映潮所说的“选点”，

如此，这堂课的基本教学设计也就初具

模型了。只有我们对教材有了整体的把

握，面对课堂突发事件时才可以灵活应

对，不影响我们最终要达成的目的。

另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教学方法，

便是贯穿于整堂课的“主问题”。我是第

一次听到“主问题”这个概念，令人耳目

一新。整堂课看似是很少提问，但是每

一个主问题的提出都代表了学生将进

行一次充分的思考、实践活动，学生在

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每一个

主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循序渐

进，逐步提高的，学生在老师主问题的

引导下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最后到达他

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高度。

如书中举的粒子——徐振维讲《白

毛女》，老师只提了四个主问题，并没有

细碎提问，但是每一次提问，都能引发

一次研究、一次讨论、一次点拨。这样使

整节课看起来结构特别清晰，板块特别

清楚。讨论、分析和研究中，学生也被引

向一个学习高度。试问，这样的语文课

堂谁不爱呢？

读完《余映潮谈阅读教学设计》这

本书，我深深体会到了余映潮的高处着

眼、细致布局、精准把握。余老师的语文

课让语文变得“回味无穷”。

其实余老师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效

仿，只要我们仔细研读教材，明确这堂

课要通过这篇课文教给学生什么，再根

据这一终级目标分层次、分板块地设计

教学环节，我想我们的语文课一定能找

回它独有的味道。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4@sina.com4

JYDB

2021年11月2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郭路路 美编 佘依颐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041 报址：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61-30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0497 定价2.00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读书有方法，但不可能速

成。有人说我读书快，其实最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花在读

书上的时间多。读书、写作，就

是我的工作。我习惯了凌晨

三、四点起床，有时一、两点，趁

着静夜时分写文章，上午做家

务、上网、处理邮件等零碎事

宜，下午和晚上阅读。

也有网友质疑读书量。在

我看来，读书就像马拉松，如果

你每天都在跑，那么，你一定会

呼吸平稳，游刃有余。那些偶

尔想跑跑的人，上路后没多久，

就会觉得好累，跑不动了，想休

息了。读书读得多了，速度是

会加快的，古人说一目十行，诚

不我欺。有些题材你已经熟悉

了，看的时候自然就快了，思考

成了本能。

还有些不怎么熟悉的读

者，私信我要求推荐好书。其

实我不太喜欢推荐，读书是极

度私人的，每个人的爱好兴趣

不同，口味也不同。我热爱的

是分享，分享那些我读过的、我

觉得好的书籍，我把我的感受

写出来，假如你读到了，感到有

启发有兴趣，那就够了。

我爱分享，而不是推荐。

推荐有种俯视的指点的意味，

而分享是平等的，在读书这条

道路上，我与你有幸同行，也许

一起很久，也许只是邂逅。

在不了解对方兴趣的宽泛

情况下，我能够对陌生读友提

供的建议，就是主题阅读。

阅读一位作家，请多找找

他的作品，这样你会更全面地

理解他的风格，遇见真正喜爱

的作家。最初阅读翁贝托·艾

柯时，我并不怎么喜欢他，小说

太啰嗦了，随笔也散漫。后来，

渐渐地，印象完全变了，我越来

越喜欢艾柯的顽皮、毒舌，乃至

掉书袋的写法。

阅读某类书而不是某本

书，特别是人文社科和历史

类。如果你对“蚂蚁社会”感兴

趣，就把其他跟蚂蚁有关的书

也找来看，这样你会更深入了

解，也会发现不同作家观点的

相互补充和差异，而对于熟悉

的内容，你可以跳过去。

主题阅读，开始时比较慢，

需要下功夫，时间久了，功效会

越来越明显。这样的阅读非常

有意思的，循着路径的光，你会

惊讶地发现，原来认为难以完

成的长跑，在不知不觉中，居然

就做到了，路在脚下延伸，向着

更远方、向着四周更广阔的风

景，我们会感觉到阅读存在的

意义和持续阅读的愉悦和乐

趣。

有人觉得主题阅读或者读

大部头的书籍很枯燥。有位读

友说，那是他还没有找到“左右

开弓”的读法。大部头很难一

口气读完，如果感到疲惫或者

僵持，可以找另外一本书当作

调节，开辟多元化的阅读。这

是富有经验的读者。我也是这

么做的，散文、随笔、诗歌这类

随时可以翻开放下的，我都喜

欢夹杂在大部头的阅读里，好

几本书一起在读，并不会构成

矛盾，反而是适当的巧妙的方

法。马拉松，不是短跑，不需要

立刻向目标冲刺，随时可以调

整自己的节奏和步伐，包括在

中途停下来，补充水分和营养，

让自己得到恢复，继续跑下去。

读书就像马拉松，慢慢跑，

一直跑。放下那个“马上就到

达”的想法，享受这个过程吧。

【
读
书
】

读书
就像马拉松

■ 林颐

找回语文课的味道
■ 刘珊珊

苏枕书出了新书：《书问京都》。

她旅日之后出版的书，几乎离不开

“书”与“京都”。因此，这本书的书名，恰如

其分地概括了枕书的日常生活：边看风景

边读书。

从阅读《有鹿来》开始，就喜欢上了苏

枕书的书。之后她再出版的书，我都读过。

在阅读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她在成长中

的文风变化。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因为，

我看到了散文创作的一种可能，一种随遇

而安、一种为寂寞而歌的可能。

我常常会想，我们为什么喜欢阅读散

文？是为了窥探别人的生活吗？还是想追

索未知的世界？

相较于小说，散文是寂寞的。它没办

法轰轰烈烈，也没办法用虚构的情节，刺

激读者的感官。散文，就像作者在内心深

处打开的一扇小门，有时或许只是一扇小

窗。起初，读者走近观瞧，接着，进去游逛，

最后，寻一把舒服的椅子坐下来，对作者

说：“你写吧，你写的，我懂。至少，你写作

时的心情，我读得懂。”

枕书曾言，自小便与祖父一起诵习中

国古诗词。深厚的文学底蕴，令其文章文

风稳重、遣词造句讲究，却不失语言的想

象力与灵动。就像常常出现在她笔下，与

真如堂省吾师傅交流种植“碗莲”的情形，

本来是平平常常浮于水中的一朵莲花，但

倘若仔细端详研究，便能体味出生命的绚

烂。写作与种莲，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书中通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充满季节感的随笔，写京都生活的日常；

另一类，就是枕书漫游书海中的取得与发

现。这类文字信息量大，知识性强，不易

读。好在文字轻盈，娓娓道来，哪怕是外

行，也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枕书是真“宅人”，行动轨迹可沿家、

学校和书店画一个圆，所谓“画地为牢”，

不过如此。但能够如此愉悦地“坐牢”，应

是心思沉静，迷恋书籍所致。

好不容易书中有篇《东京巡礼》，是丈

夫从周来京都小聚，夫妇俩人去东京游

玩。所到之处，几乎皆为“文学现场”，包括

著名二手书圣地神田神保町、漱石的句碑

所在地、正冈子规的野球场，还有就是鲁

迅提过的日暮里。

想到近日翻看芥川奖得主又吉直树

的随笔集《东京百景》，很多篇目也提及了

这些文学圣地。忽然发现，寂寞的文学人，

在日常中寻找喜乐的方式都差不多。前辈

们的学识，恐怕就是他们今朝潜心书写的

动力。

我特别喜欢枕书每封书信里的季节

感，简单的语言令人能感受到时间的流

转。她写去鸠居堂买纸，“途中玉兰、垂樱

开了，柿本纸司窗内插满连翘与杜鹃，店

里人很多。”无须看信结尾的落款日期，读

者也能想象到这个初春的光景。苏枕书，

就在这些花开花落、光阴来去之间，在京

都呆了10年，宛若弹指一挥。

枕书在信收尾时，总会写些安慰的

话，像是鼓励对方，也像劝慰自己。“浸润

雨水的瑞香花气极为清冽，盛春到来前的

无比宝贵的清寂，令我在暮色中流连再

三，也忍不住匆匆去信，愿与你分享一点

我所喜爱的寂寞。”

是啊，如果将喜爱的寂寞谱成歌，也

许就是苏枕书现在文章的样子。

分享我所喜爱的寂寞
■ 夏丽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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