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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什么是英语分级群文阅读？是指根据学生实际水

平，围绕某一具体的主题语境或议题，基于不同的语

篇，选择一组文章进行阅读教学和集体建构，指向核心

素养发展的英语学习活动。群文阅读课主题意义明

确，教学设计简洁，阅读策略丰富，能激发学生阅读兴

趣，激励学生走向广阔的阅读世界。那么，要上好小学

英语分级群文阅读课，教师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呢？

一、海量阅读是前提

群文阅读不是随意的文本组合，而是在某一主题

语境下一组文章的阅读，教师要帮助孩子筛选阅读材

料，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提升思维品质等综合素养。这

就需要教师先要海量阅读。受课时限制，采用“教材+

绘本”群文模式是普遍现象。教材承载了课标规定的

基本词句和语法，提供了阅读“骨架”。而绘本除有语

言知识外，呈现丰富的世界和生活，提供了阅读的“血

肉”。教师要对教材话题进行梳理，通过海量阅读，寻

找出与教材话题对应的绘本。

教师要读不同出版社的绘本，涉猎各种各样的国

内、国外分级绘本，将国际化的视野传递给学生。对绘

本系列，教师要读完整个系列，整体把握该系列展示的

阅读世界。兼顾对比教材，才能发现同话题下不同故

事、教育道理、语言知识，为群文阅读组文打下基础。

比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猫》《北极星》《多

维》英语分级绘本系列都是学生喜欢的绘本，美国

《Reading A--Z》、英国《牛津阅读树》系列也受学生青

睐。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英语分级群文

阅读》系列书，为老师们省去了选文的苦恼。

二、群文的组合是基础

群文阅读是对一组文章开展的综合阅读，它改变

了单篇阅读的单一性，所以，选文是最重要的环节。笔

者认为，群文的组文应遵循以下原则：

遵循主题意义探究的原则。主题是多篇文本的

魂，在主题意义引领下，通过语言学习和思维活动，挖

掘主题所承载的语言和意义内涵，开展情感教育，落实

学科育人的目标。对主题意义探究是分级群文阅读教

学关键切入点。在五年级群文阅读《Workers》一课中，

两个文本主题都是“职业”，文本一是教材内容，谈论父

母职业，文本二是原版英文绘本《Community Work-

ers》，谈论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名称及功能。两个文本

组合就形成群文主题意义：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

要能够服务于社会，都值得被尊重。

遵循关联性、互文性原则。关联性是指文本之间

在议题、话题、作者、体裁方面的相关联系；互文性是指

在语言知识方面有相同和相互补充。基于以上两点，

在主题引领下，教师选材组文，有利于补充学生的语言

知识、提升学生阅读视野。在《Fruit Food DIY》一课

中，两个文本分别是：外研版二上《Do you like ap-

ples？》、大猫系列绘本《Let’s make fruit salad》。两篇

文本的话题“制作水果食品”，都承载了“对水果喜好”

的英语陈述句和疑问句的表达形式。两个文本内容和

句式方面互相补充，上下连贯，丰富了话题宽度，适合

三年级学生年龄特点。

遵循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所

有教学行为的实施应以学生为出发点。话题确定后，

要根据学生英语语言水平和生活经验选择对应的绘

本，文本语言难度与学生现有语言水平持平或略低，学

生才能有信心在意义和思维上深入学习。如果文本太

多太难，学生无法理解文本，对思维训练教学时间和环

节就会减少，不能达到群文阅读效果。必须注意的是，

低段学生适合图文并茂的故事，中高段学生可选择科

普类绘本或者英语短文。

三．构建阅读模式是关键

在群文阅读课中，师生要在50分钟内完成两个文

本教与学。依据时间分配，课题组总结出两种阅读模

式。一是“精读+泛读”模式。这种模式的时间分配

上，文本一用时多于文本二。处理上，文本一线索梳理

精细，思维训练次数多，情感体验丰富，文本二是文本

一的拓展阅读，重在梳理基本信息。二是“均衡阅读”

模式。对于一组语言结构相似、语言难易程度相当文

本，作为拓展性阅读的群文课堂，一般采用“均衡阅读”

模式，时间均衡分配，文本解读深度相当，文本处理方

式类似。

四、制定教学策略是保障

怎样让学生在单位时间内提取、梳理关联信息，同

时发展学生阅读思维，建议制定如下策略：

策略一：提问。在群文阅读中，教师以问题驱动学

生对文本信息的梳理。Who、What、Where、How、

When、Why让学生了解文本的基本事实，师生通过板

书搭建文本框架。对两个文本可以采用相同的问题

链，帮助学生快速了解文本构架及关联。

策略二：自读。群文阅读不是语言知识的讲解，教

师要适当放手，简化课堂环节，尽力提供阅读环境，如

个人独立阅读、合作阅读、jiagaw reading。学生自读自

悟，小组合作分享是学生主要阅读方式。对阅读效果

检测，教师要将学生获得的阅读信息通过思维导图板

书呈现，最后建构完整的文本信息，为语言输出和情感

价值观探讨做出铺垫。

策略三：思维导图。群文阅读课堂教学中，思维导

图使信息和思维可视化。思维导图可以贯穿阅读前、

阅读中、阅读后的教学，起到了梳理要点、理清脉络、搭

建文本骨架作用。通过思维导图学生能对文本进行复

述，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在分级群文阅读中，思维导图

让群文的同一主题、相关性、互文性一目了然。

除了以上要求，群文阅读教学对教师英语口语表

达、对文本内涵挖掘、文学功底都有较高要求。值得注

意的是，教师要紧扣“主题意义构建”这一核心目标展

开教学，用优质的“教”促进孩子积极阅读。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单位资助教育部规划

课题“思维导图在小学英语群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实

践研究”（WYYD20191054）研究成果。）

之前在和一些老师进行交流时了解到：

每次新课标颁布后，不少教师都没有对课标

进行研读，大都只是稍稍翻阅一下，鲜有再问

津；部分老师虽然看了新课标，但是没有读

懂；有的老师虽然听过专家的解读，但自己却

很少深入去思考；甚至还有个别老师没见过

新课标“长什么模样”，具体有哪些内容，并不

清楚。如果教师不读、不看、不研、不知课标，

那么，何以开展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何以

清楚教学的方向与目的？何以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

一、为何要读懂课标
首先，读懂课标是教师读懂课程最简单、

最直接、最有效的捷径。无论是课程性质、课

程理念，还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或者是课

程实施、课程评价，课标都有明确的规定，属

于纲领性文件，是教材编写、课程教学、考试

命题和学业质量评估的基本依据。这就意味

着，教师要让“课程育人”之花盛开，就需读懂

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和精神。

其次，读懂课标是教师开展基于课程标

准的教学最根本、最实用、最精准的指南。读

懂课标既是教师把准教学目标、方向、内容和

评价的前提，又是教师教学设计和组织教学，

以及找到教学育人重心的导航。哲学家黑格

尔说：“如果一个人的人生之舟不知驶向何方，

那么它的航行将会是痛苦并徒劳的。”虽然教

学之旅程并不轻松，但肯定不能徒劳，而应走

向高效而优质。高效的教学不能迷失方向，优

质的教学要实现学生健康而茁壮的成长。

再次，读懂课标是教师落实“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教育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现

行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 修

订）和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

版），都属于国家课程标准，体现了国家意

志。所以，广大一线教师要自觉自律地研读

课标，并在认真学习和领会的基础上，结合所

在学校和任教学生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

展教学。这就表明，读懂课标不仅是教师的

岗位职责，还是专业使命和时代要求。

二、怎样才能读懂课标
首先，读出课标的新变化和教学取向。

通过对义务教育生物学新课程标准进行新旧

对比和与高中课标对照研读后，我发现新修

订的义务教育课标有六大新变化：一是在思

想上强调了核心素养；二是在性质上突出了

学科特点；三是在理念上发展了课程理念；四

是在目标上整合了课程目标；五是在内容上

优化了课程内容；六是在评价上研制了质量

标准，并呈现教学目标“育全人”、教学内容

“少而精”、教学组织“强主动”、教学策略“重

探究”、教学评价“促发展”五大新教学取向。

其次，深刻领会核心素养的真正内涵。

核心素养是新课程改革与发展的DNA，是课

程与教学育人的“魂”，贯穿于课程与教学的

始终。什么是“核心素养”？要理解好这个问

题，老师们要从理解“素养”做起。所谓“素

养”，是指后天可以通过教育培养的素质，而

不可培养的素质则是天赋。老师们要认识

到，不管什么学科或课程，都是没有素养的，

素养是指人的素养。而“核心”则有“中心，

（事物）的主要部分”或“事物最要紧的部分，

对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意思，即事物最

主要且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因素。

再次，认真拜读有关新课标解读文献。

课程标准是经过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多人、

多轮、多次打磨后形成的概括性非常高的文

本文件。对一般教师而言（特别是读之不明

白、不理解的老师），最好去拜读有关新课标

解读的文章，尤其是各课程标准修订组成员

发表的文章。即通过借力借智来解码课标，

以促进自己的深度理解。如果老师们能深入

研读，并用文字写下所思、所悟，那么效果就

更佳、理解就更透彻。

三、如何把课标读活
首先，深度变革教与学的方式。2022年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强调课程的综合

性和实践性，以及核心素养的发展性。也就

是说，老师们不仅要读懂课标，还要把课标读

活，对教与学方式进行深度变革，以凸显学生

学习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

学习和发展需求。即应从大观念、大单元、大

任务的视域，指导或指引学生开展基于真实

情境的深度学习、跨学科实践学习等。

其次，全面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在“培养

什么人”的问题上，新课标明确规定了课程

育人的定位：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的人。这样的人，要胜任未来生活、工作和

社会的需求，在校学习期间就应逐步形成相

应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有

的老师问：“为什么物理、生物、化学和科学

等课程都凝练科学思维等核心素养？”这几

门课程都属于科学教育范畴的课程，都应培

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但需从学科视角赋予独

特的学科内涵和色彩，从而体现不同课程独

特的育人价值；但要谨记的是，不同学科老

师教的对象都是学生，都是人，所以，老师们

应跳出学科的藩篱，用协同的育人方式培养

学生。

再次，促进学生走向持续学习。新课标

之所以如此重视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和提倡

大单元教学设计，主要是希望广大教师能从

更高的课程站位、更深的教学立意和更远的

育人旨意，加强学段衔接，培育面向未来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此外，老师们要意识到：课程

标准不是最高要求，而是基本要求。因此，做

得好的学校和老师既要依据课程标准开展教

育教学，又应超越课程标准，向更高处登攀、

更深处漫溯、更宽处发展。

总之，只有读懂课标，教师才能把好教学

的“方向盘”，才能避免迷路或迷失方向。在

正确的方向上行走，每一步才算数，坚持为之

才能实现教学育人的目标。

初中语文课外古诗阅读教学，好似一条

窄窄的流渠，有回旋之湾，学生难免会产生畏

惧感。读懂古文，体会诗蕴，鉴赏诗法，对于

涉猎不深的初中生来说，方法的掌握与技巧

的运用，尤其显得必要。通常情况下，学生如

果采用以下“五法五定”策略，就能对诗歌要

旨迎刃而解，收到事半功倍的品赏效果。

一、知背景法——定基调

任何一首古诗，都折射着时代背景。定

基调，即从背景或人物的经历中，确定诗歌的

各类基调。如分类基调：送别诗、田园诗、咏

史诗、边塞诗、托物诗；如情感基调：思乡怀

人、壮志难酬、悲郁愤懑、悠闲豁达等等；如意

象基调：月亮（怀思）、秋风（悲苦）、梧桐（孤

寂）、日暮（悲凉）等等。

懂得知背景而定基调，学生就会得心应

手地理解诗歌。例如，王维生活在盛唐，追求

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又受母亲影响，

信佛修禅，禅趣理念深厚，无论是“人闲桂花

落，夜静春山空”，还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

起时”，都是空灵闲适的惬意图画，表达了作

者情境交融的闲悠之意。再如，杜甫经历由

盛到衰的唐朝，其诗大多表达的是忧国忧民

思想。“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无不表达了作者

对动荡时局的忧虑，对社会安宁的期盼。

知人论世，知背景法而定基调，从中了解

作者的人生经历，学生鉴赏起古诗来，才不至

于断章取义，才能更好地把握诗中的意境，从

内容与主题上体会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

二、明诗意法——定主题

正确理解诗的内容，明白诗的意义，才能

更好地鉴赏古诗。明诗意的方法，一是可从

标题入手。有些古诗，从标题就知其意，如白

居易的《惜牡丹花》，标题中就有怜惜春花，伤

春之意，进而表达对岁月流逝的惋惜，青春难

驻的感慨。

二是可从关联点入手。寻找关联点，有

时就要抓好关键词，如白居易的《喜雨》：“西

北油然云势浓，须臾滂沛雨飘空。顿疏万物

焦枯意，定看秋郊稼穑丰。”只要把握好关联

点的词“顿”“万物焦枯”“稼穑丰”，主题就自

然不难理解了。“顿”表明秋雨来得太及时，有

欣喜之意；“万物焦枯”，表明旱情严重；“稼穑

丰”，对秋天粮食丰收的期盼；由此可见，这是

描绘一场及时的秋雨之景，表达作者对丰收

的期盼与祝愿，体现诗人对百姓生活的体贴

与关爱。

三是可从整体入手。有些古诗，需要从

整体诗意入手分析。如贾至的《春思》（其

一）：“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东

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这是诗人

被贬时所作。其诗意是“春天青草丛生，绿柳

抽芽，桃花开得烂漫，李花香气飘远。可在这

盎然的春天，春风依然不能为我吹散烦恼，我

的愁思怨恨偏偏在这春天一直滋长。结合作

者被贬经历，可见这首诗是借春景来抒发自

己的忧愁苦恨。

三、品词眼法——定情感

许多诗词，只要把握好词眼，理解到其中

的深意，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如文天祥的

《南安军》：“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

同谁出？归乡如此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

时非。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从词眼“吾

志”、典故“行采薇”中可见诗人宁可饿死，也

不投降，表达诗人至死不渝、誓死报国的决心

和爱国节操。

有时一首诗的词眼，要与标题相结合才

能理解其义。如苏轼的《中秋月》：“暮云收尽

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

明月明年何处看。”标题“中秋月”，明显表明

以月寄相思；再从词眼“不长好”，表达出诗人

对团聚的珍惜之情；从词眼“何处看”，表达对

未来能否再相聚的忧虑之意。

词眼隐含着深层的语境，如宋祁的《玉楼

春》中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就写出了

杏花怒放，热烈似火，进而探究出作者对春天

生机勃勃的热爱之情。词眼有时又流露出直

白的情感，如李清照的《醉花阴》：“莫道不销

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瘦”字，以花木

之瘦，比人之瘦，直观形象地表达了对丈夫的

深切思念。

四、寻写作法——定用意

古人作诗，强调灵感与意象，善用各类技

巧，追求自然天成。对于初中生来说，要熟练

地理解、感知相关写作手法、技能知识，才能

自如鉴赏。从修辞角度看，有比喻、拟人、夸

张、衬托、用典、对偶、反问等等；从表达方式

看，有记叙、议论、描写、抒情，其中的借景抒

情、托物言志、情景交融是要求学生熟练理解

与把握的；从描写角度看，有动静、虚实结合，

点面结合、白描、以乐景写哀情等等；从表现

手法看，有赋比兴，对比、想象、联想、渲染、象

征、衬托、用典、托物言志、借古讽今等等。寻

找这些写法，体会好这些用意，多方对照，用

心体验，广泛涉猎，学生对古诗的鉴赏，就能

化难为易。

王冕《墨梅》：“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

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香气满乾

坤。”作者采用托物言志，以梅自喻，抒发高

洁、不向世俗献媚的节操。姜夔《扬州慢》“过

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运用杜甫“十里春

风”的诗句，表现往日长安的繁荣景象，对比

今之凄凉，寄予昔盛今衰的感慨……各种各

样的古诗，就像春天的百花，只要学生走进花

园，就会游赏无限，心神领会，鉴赏水准定会

有质的飞跃。

五、联串对法——定方向

所谓联串对法，就是把课外古诗与所学

过的古诗进行联系串对，通过对比和迁移，触

类旁通，进而找到赏析的方向。学生要把握

好“横向联串”，即课内外联串。譬如，李益

《塞下曲四首（其一）》：“蕃州部落能结束，朝

暮驰猎黄河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

边草绿。”诗中“牧马群嘶边草绿”的“绿”，联

串到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

用“绿”写出草色的青葱，也写出了原上草由

枯转荣的变化、蓬勃的生机，暗示春天悄悄来

临，体现将士们驰猎的愉悦和保家护国的壮

美豪情。

学生同样要做好“纵向联串”，即同一诗

人的多首诗联串。譬如，杜牧的《赤壁》“东风

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还有《题乌江

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两

首诗都在议论战争成败之理，都提出了假设

性的推想，都在借史事慨叹人生，喻自己没有

抓住机遇，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感。

“五法五定”是初中学生接触古诗鉴赏的

最基本方法，教师要正确引导，学生要多方体

会。方法运用恰当，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课

内外联串，举一反三，一花引来百花开，古诗

阅读鉴赏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专家视角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包括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语文等16门学科的课程标准。现行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分别制订颁布于2001年和2011年。此次修订进行了系统性设计，在课程内容结构、学业质量标准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此次修订，
全面落实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要求，结合义务教育性质及课程定位，将党的教育方针具体细化为本课程应着力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
体现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培养要求。”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方案和课标将在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
广大教师应主动学习，推进教学改革，转变育人方式，切实提高育人质量。

编
者
按

读懂课标：把好教学的“方向盘”
■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李文送

学法探微 如何运用“五法五定”阅读古诗
■ 仁寿县富加镇初级中学校 黄建

学科探究

开展英语群文阅读
教师应该怎么准备

■ 成都市双流区实验小学 温春蓉

蒲雨 摄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