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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小学语文教学，相对于初中语文、高中语

文，不要求那么高深，不要求那么复杂，只要求

指导学生把字写工整，把话说清楚，把课文读

流利、读得有点感情，读得有点感悟，把文章写

通顺，写清楚就差不多了。虽然要求不高，但

是要能有效实现，我们就不能小瞧，需要有大

视野、大格局。

“小语”教学，需要有大单元视野。特别是

统编版语文教材，每单元都有明确的人文主题

和语文要素，要想落实、实现这些主题和要素，

我们必须通过本单元的课文、习题、语文园地、

习作等的教学才能落实。单元内每篇课文、每

个板块的教学应是有梯度的、有所侧重，而不

是重复教学和重复训练，要根据课文、板块的

特点制定精准的小目标，教学的重点也应该有

所不同。我们要改变以往单篇教学的各自为

政、单打独斗、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局

面，以一个单元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单位，从

整体出发统筹安排，对单元教学内容有机地整

合，形成互相联系的教学整体，形成了合力，集

中优势突破单元教学目标，实现“整体大于部

分之和”的效果。这样的教学既有利于提高语

文课堂效率，又能渐次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能

力。

“小语”教学，需要有大概念视野。一个语

文大概念，里面装着一些有关联的小概念，纲

举目张，教学才会有条不紊、相互关照。如“把

握文章主要内容”，我们的脑海中要清楚知道

它包含的几个相关的内容：四年级上册第四单

元的“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学习把握

文章的主要内容。”第七单元的“关注主要人物

和事件，学习把握主要内容。”四年级下册第六

单元的“学习怎样把握长文章的主要内容。”六

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了解作品梗概，把握名

著的主要内容，就印象深刻的人物和情节交流

感受。”等。又如“感受人物”这个大概念，我们

应明确其包含的内容：四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

“学习批注的方法阅读，通过人物的动作、语

言、神态体会人物的心情。”四年级下册第七单

元的“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

的品质。”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通过课文中

动作、语言、神态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六年

级上册第四单元的“读小说，关注情节、环境，

感受人物形象”等。明确了语文大概念的内容

以及其中的关系，我们的教学才会不越位，才

会前后勾连、螺旋上升、逐步完成大概念的教

学内容。

“小语”教学，需要有大主题视野。特级教

师陆志平指出：“以核心素养为纲来设计大单

元，关键在于提炼一个合适的主题。通过提炼

合适的主题，统领整个单元。”大单元教学的主

题相当这个单元的“中心思想”，它不是这个单

元的人文主题，也不是这个单元的语文要素，

而是集两者于一体，体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统一

的单元“灵魂”。如六（上）第一单元的人文主

题“触摸自然”，语文要素是“阅读时能从所读

的内容想开去”。第一课《草原》，作者被草原

的美景和草原人们的热情所感染，情不自禁地

发出了感叹“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

阳”。《丁香结》的作者由丁香花想到丁香结，由

丁香结引发了人生感悟。《古诗词三首》中的三

首诗词，作者都是由景生情，《宿建德江》表达

了心中的忧愁和对家乡的思念，《六月二十七

日望湖楼醉书》表达了对西湖美景的赞美；《西

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则表达了对丰收之年的

喜悦和对乡村生活的向往。《花之歌》则由花想

到了人生的哲理。这些课文都“由景生情”，或

者说由景想到了情或者理。所以，我们提炼出

这个单元的大主题是“我的情油然而生”。

“景”，是“触摸自然”的人文主题。“情”，是由景

想到的，可以说是语文要素。

“小语”教学，需要有大情境视野。大情境

是指直接影响学生的语文学习心理与行为的

具体环境，主要是特定单元的具体的“语言运

用情境”，包括学生活动于具体的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创设合适的单元学习情境，保持作

品情境与学习情境的协调，不仅能使学习内容

与真实生活融为一体，让学生学习的兴趣保持

兴奋，也能使单元目标、任务等的设计更加自

然协调。如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我们就设计

大单元情境：赏美景、抒感情。第一课《草原》：

今天，我们一起去内蒙古草原走走，看看哪里

的风景，领略那里的人情。第二课《丁香结》：

昨天，我们去了草原，被草原的美景和草原人

们的热情所打动，今天，我们欣赏另一幅美景

——丁香花。第三课《古诗词三首》：今天，我

们穿越古代，去欣赏那时月夜的美景和西湖风

云变幻的壮观景象，相信你一定会被深深吸

引。第四课《花之歌》：上次，我们欣赏了小巧、

可爱的丁香花，今天，我们再去欣赏一种花，听

听它的诉说。整个单元的学习，就是在欣赏一

幅幅美丽的画卷，紧紧地吸引着学生学习的热

情。

“小语”教学，需要有大任务视野。如果说

“大情境”将语文学习与学生生活关联起来，那

么，“大任务”就将单篇的学习目标、零散的学

习内容关联起来。他们共同推进了大主题的

落实。如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我们以“话说

美丽山河”为单元大主题，重组、重整了教材的

相关内容，设计了三个“大任务”：第一个任务

是“‘美丽山河’古诗诵读会”，主要是诵读古诗

三首。第二个任务是“我为美丽山河代言”。

活动一“点赞，富饶的西沙群岛”，主要学习《富

饶的西沙群岛》；活动二“欢迎你到小城来”，主

要学习《海滨小城》；活动三“小兴安岭的四季

名片”，主要学习《美丽的小兴安岭》。第三个

任务是“轻轻告诉你，这儿最美”，活动一“写写

身边的美景”，活动二“美景笔会”，设置专门的

集体交流时间引导学生互评互改。这三大任

务，将识字与写字、朗读与诵读、字词句运用、

练笔与习作等内容统整在一起，学生在读读、

写写、想想、说说中感受到了祖国山河的美丽。

小语虽小，视野很大。这个大，是高屋建

瓴，高瞻远瞩。它让我们的语文教学目标明

确，路线正确，措施有效，一步步地、踏踏实实

地完成教学目标。

语文教学的重要性人人皆知。传统意义

上，语文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

力。但是，对这一目的的认识聚焦的是语文教

学的表层，透过表层，语文教学还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作用——对学生学术精神的培养。

语文教学是通过一篇篇课文对学生进行

语文思想方法及语言文字教育，被纳入语文教

材的课文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极具代表性的优

秀文章。以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课文《蝉》

（作者：法国生物学家法布尔）为例，初学这篇

课文，有点像生物课；深入学习这篇课文，能领

会到课文中语言的精炼美及文章结构的逻辑

美；这篇课文学完后，跳出这篇文章，再用已有

认知重新解读课文，学习者能够从生物学家的

作品中感悟到生物学的魅力，科学小品文的写

作方法，并容易产生对生物科学的探索欲。所

以，认真学好每一篇课文，能够启发部分有学

术潜力学生的学术思想及学术精神。

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一直是语文教学的

重点。仅就这四种能力而言，每一能力的培养

都与科学精神启蒙有着密切的联系。

听与说，是思想观点的传递与表达。语言

能力较强的人一定具备如下特征，一是注意倾

听，能从别人的表述中汲取到对自己有用的信

息；二是说话时主题鲜明，能用精炼的语言表

达自己深刻的思想；三是逻辑性强，能够循序

渐进地向他人传递思想；四是具有语言感召

力，能让与自己交流的人受到启发；五是沟通

能力强，让听者感觉舒服。以上能力是从事学

术活动的人必须具备的能力，因为大多数学术

活动都要通过团队合作完成。所以，通过语文

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能力，能为有学术兴

趣的学生打下良好的语言交流基础。

阅读，是培养信息捕捉能力的重要途径。

阅读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练就用较少的时间

获取较多、较准确信息的能力。这一能力的培

养，不仅需要学生在阅读时集中精力，还要运

用已有的知识储备，让已具备的知识与文本内

容发生碰撞，形成新的思考。这一过程，不仅

通过阅读文本扩大了视野，也在新旧知识的链

接中打开了思维；不仅对作品产生了感悟，也

会对社会和人生产生新的思考。这一过程与

学术能力培养中“发现问题”有着本质的联系。

写作，是培养思维严谨性的重要途径。写

作的过程是针对某一主题进行分析、论证及重

新构建思想方法的过程。要想写出好文章，必

须基于社会进步及人类发展，主题思想必须要

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分析问

题的能力以及思考问题解决方法的探索能力；

不仅要站在为社会及人类作贡献的角度打开

自己的精神格局，也需要以前瞻性、严谨性和

科学性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写作过程与科

学研究中“探索问题”的过程非常相似。所以，

培养学生良好的写作能力，对从事学术活动具

有良好的奠基作用。

语文，之所以成为不同学段、不同专业的

必修课，这是由语文学科的基础性及重要性决

定的。学好语文，不仅能让中华民族的语言文

字更加强大，也能打开学习者的精神格局，培

养学习者良好的思维品质，开拓学习者看世界

的视野，激发学习者探索未知的兴趣，提升学

习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国家的强大离不开科

学技术的进步，通过语文学习，培养学生的学

术精神，应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

作业设计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继续，其效

果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高低。新课标强调：

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从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

习数学和理解数学，使他们体会到数学就在身

边，感受到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提高

学生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老师

在设计作业时一定得科学合理，从学生的年龄

特征和生活经验出发，高效高质地设计一些有

意义、现实的练习，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

养多方面的能力。

人教版小学二年级上册在学习了“100以

内的加减法”后，教材第36页第5题：小明今年

13 岁，爸爸比他大 28 岁。爸爸今年多少岁？

妈妈比爸爸小3岁，妈妈今年多少岁？这道题

是把“求比一个数多（少）几的数”和连续两问

的问题综合在一起的数学问题，孩子们都能运

用所学知识快速解决此题。

于是我将题目稍作改动：今年我（）岁，妈

妈（）岁，妈妈比我大（）岁？3年后我（）岁，妈妈

（）岁，妈妈比我大（）岁？要求孩子们回家先进

行调查（有些孩子不知道家长的年龄），然后和

家长一起完成，并思考“从这两个问题中，你发

现了什么？”

检查孩子们的作业后，我请两个孩子分享

自己的发现。一个孩子说：“我大了3岁，妈妈

也大了3岁。也就是说我在长，妈妈也同样在

长，我们长的岁数是一样的。”另一个孩子说：

“今年妈妈大我26岁，3年后妈妈还是大我26

岁。我们之间的差距是一样的。”听了他们的

分享，为他们点了大大的赞，表扬他们不仅思

路清晰，而且表述恰当。

其实，数学就在身边，要利用生活中的人

和事，让他们切实感觉到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

多数学知识。于是，我趁热打铁、顺势导入年

龄问题的经典例题：乔乔今年9岁，妈妈比他大

25 岁。当乔乔 15 岁时，妈妈多少岁？要求孩

子们认真读题、分析数量关系，理解题意后再

独立解答。

这时，一个很胆小的小女孩兰馨朝我招了

招手，我快速去到她身边，

小女孩弱弱地说:“我可以

先给你讲一下吗，黄老师？”

“当然！”我说。女孩说:“妈

妈比乔乔大 25 岁，那她就

一直比乔乔大 25 岁，所以

当乔乔 15 岁时，妈妈就应

该是 15+25=40（岁）”小女

孩抬头看着我，我竖起大拇

指:“厉害！”然后请她分享

她的做法，小女孩挺直腰板

走上讲台，她显得不再那么

胆小，而是边讲、边列式，在

最后说：“我是根据她们的

年龄差不变来思考的。”我

不由得鼓起掌来，打心眼替

她高兴。二十几个孩子举

起手来表示他们和兰馨想

法一致。我追问:还有不同

做法吗？”“我是根据年龄增

长一样来做的。乔乔今年9

岁，妈妈比他大25岁，可以

求出妈妈今年的年龄是9+

25=34（岁）。当乔乔15岁时，相比今年他的年

龄增长15-9=6(岁)，妈妈的年龄也会增长6岁，

所以当乔乔 15 岁时，妈妈的年龄是 34+6=40

（岁）。”小骏一口气讲出了想法，“我也是这么

认为的！”孩子们叽叽喳喳。于是，我们一起归

纳了巧解年龄问题的方法：1.每过一年，每人的

年龄都要增长1岁；2.今年两人相差几岁，无论

再过多少年，两人还是相差多少岁，年龄差是

不会变的。

为了了解大家掌握的具体情况，我又有针

对性地设计了以下三道题，括号内容等孩子们

完成后再出示，而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孩子先告

知提示内容——

题一：求几年前、几年后的年龄。5年前妈

妈34岁，5年后妈妈多少岁？（先求出妈妈今年

的年龄，再求出5年后妈妈的年龄）

题二：两人的年龄差不变。当妈妈 36 岁

时，乔乔 9 岁。当乔乔 36 岁时，妈妈多少岁？

（先算出妈妈和乔乔的年龄差，再用年龄差加

上36就是乔乔36岁时妈妈的年龄）

题三：每过一年，每人年龄都增长一岁。

乔乔和小小是双胞胎，今年8岁了。3年后他

们俩一共多少岁？（可以先求出3年后两人各是

多少岁，再求两人年龄和；也可以先求出他们

俩今年一共多少岁，再求 3 年后两人的年龄

和。）

从作业完成的质量来看，多种变式练习使

孩子理解了巧解年龄问题的方法，极少数孩子

还存在一点问题。我又根据出现的不同问题

进行了课后辅导，帮他们找准症结，对症下药，

最后效果是不错的。

通过对年龄问题的作业设计、练习与批

改，我总结出了以下经验：

第一，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数学知

识，感受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与生活的联系，

他们更加会从中体会到成功的快乐。

第二，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把课

堂还给学生，让他们充分展示自我，做学习的

真正主人。

第三，及时给予孩子鼓励与表扬，让他们

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体会到爱与关怀，树立自

信心，找到前行的方向与动力。

第四，练习要分层进行，对不同层次的孩

子要有不同层次的要求，既要考虑优生，又要

照顾学困生，不能一概而论。在设计作业时，

提高拓展题要有提示，引导学生如何去思考，

激励每一个孩子不断探究，使他们在原有基础

上都有进步。

班主任的专业成长离不开读书。一年一度的暑

假，平时忙碌的班主任，可利用暑假时间读读书。除

了自己选读一些适合专业成长的书外，还可与老师、

与学生“同读一本书”。

一、与老师“同读一本书”

不少老师暑假都有读书的习惯。班主任可与本

校或校外有共同阅读爱好的老师“同读一本书”。大

家边阅读边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生活阅历探讨书

中的理论、案例带给自己的感悟，通过微信、QQ进

行语言、视频、文字、图片等交流、分享。如果有条

件，还可聚在一起进行沙龙式阅读讨论。不同教师

“同读一本书”中的阅读感受和心得，彼此汲取营养，

不但拓宽视野、碰撞思想、开拓思维，而且更是丰富

生活、积淀素养、更新理念，有利于各自在教学岗位

上寻找到新的教育生长点，进一步增强职业热情，进

一步提升专业能力。

二、与学生“同读一本书”

只有爱阅读的教师，才能培养出爱阅读的学

生。暑假，班主任可与学生“同读一本书”，带动学生

读书，引导学生走进书中，感悟语言与生活。可结合

学生实际，从书的体裁、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等角度

去挑选书，使阅读内容既符合学生精神成长需求，又

富有一定挑战性。师生同读中，班主任还可倡导家

长参与同读，和孩子一起交流阅读收获、体会，将孩

子的好方法、好体会利用文字、图片、视频进行分

享。班主任也可将自己的阅读体会进行分享，与学

生、家长一起进行交流、评价。师生同读一本书，相

同的阅读内容，师生之间有更好契合点，师生在互动

交流中共同成长。

暑假将至，让我们与同事、孩子们一起“同读一

本书”，充实暑假生活，撑起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人

生启迪的天空。

上午第四节的数学课，我从教室窗外经过，发现

W没有听课，低着头专注地画着什么。

W是班级文艺委员，参与班级活动非常积极，平

时学习也认真。下课，我将她叫了出来，问她刚才在

干什么。她回到教室，拿过来一幅“凤凰”的素描画。

我没有认真看，就直接批评她，上课要认真听，业余爱

好应在课下进行。她有点委屈地告诉我，前几天，月

考的社科文阅读题是关于“龙图腾”的，她受到启发，

召开班级文宣部会议，商讨确定班级图腾。她组织同

学画了十几幅，全班举手表决，最终把“凤凰”作为班

级图腾。她感觉这幅画还有些缺陷，刚才在修补，准

备中午向我汇报。

在我们班，为了发挥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很多

事情是由他们自己策划设计，我只把关并提供意

见。同学只要有好的想法，先向班干部沟通，然后尝

试去做，但实施前必须向我汇报，而汇报的不是想

法，是实施方案。对于不错的、又有可操作性的点

子，我会提一些意见，修改后实施，参与成员以“班级

突出贡献奖”给予表彰；对理想化、有操作难度的点

子，我不会一棍子打死，参与成员以“班级贡献奖”给

予表彰，毕竟他们在策划设计中也得到了锻炼。

我批评W不应在课堂做这事，但也肯定了她的

想法，并且告诉她：“班级图腾想法很好，我们不仅要

搞，而且是大张旗鼓地去搞，努力挖掘凤凰的传统文

化内涵，以此塑造独特的班级精神。”

于是，我在班级表扬了W，并让她利用网络，带

大家了解我国的“凤凰”文化内涵的发展，提炼出班

级“凤凰”图腾精神的关键词，然后通过一系列活动

使图腾精神在班级内化。她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经

过文宣部的筛选、提炼，全班表决，最后确定了两个

关键词：和美和涅槃。“和美”指的是以德服人的柔性

做人做事理念，与人为善的和谐共赢的发展观念，向

内求诸己的自我完善的成长路径；“涅槃”指的是不

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浴火重生的坚强意志。

首先，设计班旗，上有文宣部提交的“凤凰”图腾

画，并印上“和美”“涅槃”。然后在教室张贴一些以

这两个关键词为核心的标语，通过主题班会加深学

生们对关键词的理解。

然后，举办四项活动，让“图腾”的精神深入人

心。四项活动分别是：“和美·涅槃”关键词演讲比

赛，以“和美·涅槃”为主题的表演活动，班级“涅槃竞

约”的签约仪式，凤凰一族“和美·涅槃”精神践行好

青年评比活动。

其中，班级“涅槃竞约”活动持续时间最长。我

在教室墙壁上开辟一个专栏，叫“涅槃竞吧”，专门张

贴班级“竞约”。学期初，我制作了一种固定格式的

《涅槃竞约协议》，要求每一个学生签一份协议，可以

与同学签，也可以与我签，但需要找一个证人签字。

履行“竞约”的期限，可以是一个月的，也可以是半学

期；签约内容可有关学习方面的，也可有关行为习

惯。学生之间签约，如何履行协议，由双方自己商

定，要求具体，可操作。与我签约，如果完成，由我提

供小奖品，并在班级和家长群通报表扬；如未完成，

需要参加补偿性活动，譬如组织一次特色活动，出一

期黑板报，每天问老师一个问题，等等。竞约无声，

但可以逼一逼学生们，促使他们华丽转身。

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实践、调整、再实践，有关“凤

凰”图腾的班本课程的研究逐渐深入，“和美·涅槃”的

班级精神也逐渐呈现出来。一个班级，有了自己独特

的班级精神，也就有了走向卓越的灵魂。

回眸此事，一个积极思考的学生将图腾文化引入

到班级管理中，而且效果显著。这看似偶然，其实必

然。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不是来自教师的空洞说教，

而是出自学生们的主动思考，进而积极参与。

学科探究

“小语”虽小 视野要大
■ 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实验小学 吴民益

语文教学对学生“学术精神”的启蒙作用
■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吴维煊

双减聚焦 落地
理论·实践

“年龄问题”的设计和思考
■ 青川县乔庄小学校 黄燕

班级管理

我们班的“图腾”文化
■ 安徽省六安市新安中学 许秉红

暑假，同读一本书
■ 重庆市开州区歇马小学 李胜 张前波

我来 李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