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讲 述
班级的故事

星期 二

编辑 周睿

美编 彭浩然

探究

3

■ 蒋克超
计算课往往是比较枯燥
的，如何让孩子们积极主动地
去探究算理、算法，又能保持
满腔的热情呢？
学习商中间有零的除
法。课始，还是老套路，先复
习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口算，
然后是笔算。虽然套路陈旧，
但这是必需的环节，毕竟前一
天没上过数学课了，那几个学
习速度慢的孩子也许已经把
之前的知识遗忘得差不多
了。果然，不出意外，有两个
孩子又不会用竖式计算了。
结果，光是复习这一环节就耗
掉了 20 分钟，早自习就这样结
束了。
第一节课上课，终于进入
第二个环节了。如何让孩子
们主动列竖式计算，变要我算
为我要算呢？
我默默地在黑板上写下 4
个算式：406÷2、505÷5、624÷
6、836÷4。问：这 4 个算式相
同吗？生：不相同。还一一说

■ 李湖江

了不相同的理由。
停了片刻，我用缓慢而坚
定的语调说：
这4个算式是相同
的，它们有相同的地方。话音
未落，
就听到多个疑问的声音，
接着是找到答案的赞同声。
此时，我不禁窃喜，这正
是我想要的效果。学习活动
就此展开。
师：如果你觉得这 4 个算
式是同一类算式，请你也写出
4 个这样的算式。
孩子们跃跃欲试，欢快地
在本子上写了起来。少顷，汇
报开始。
小齐首先自告奋勇，上台
写下 4 个算式：503÷3、707÷7、
214÷2、413÷4，并说出了自己
的想法。第一二个被除数中
间有零，第二个百位、个位和
除数是一样的。虽然第一个
算式是不符合要求的，而且理
由还很牵强，但至少已经有了
思 考 ，而 且 这 种 思 考 是 主 动
的。

接下来小奥上台写下 4
个算式，形式和小齐的大同小
异，有两个算式符合要求。看
来大部分学生还是将目光仅
仅停留在 4 个算式的外形
上。该如何将孩子们的目光
引去观察算式的本质呢？
于是，我说，有个同学写
的 是 这 样 4 个 算 式 ：728 ÷ 7、
981÷9、814÷4、315÷3。这 4 个
算式被除数中间没有零了，但
它们跟刚才的 4 个算式也是
同一类算式，你知道是为什么
吗？
又是一片安静，此时的寂
静代表着孩子们的思维正在
发生碰撞，只要我耐心等待就
会得到惊喜。果然，良久，雨
庭怯怯地举手了：
“ 它们的得
数中间都是零。”我抑制住内
心的喜悦：
“ 是 吗 ，你 们 同 意
吗？怎么验证？”生：
“ 列竖式
计算。”我趁热打铁：
“ 那还不
赶快算一算。
”
孩子们欢快地算了起来，

还不时听到这样的声音：
“对，
得数中间是零。
”
验证完后进行汇报，借助
汇报的过程再次帮助个别不
会算的学生理解算理。最后，
我没忘表扬雨庭：
“ 刚才大家
只看到了这些算式的表面，而
雨庭同学却看到了被这些算
式隐藏起来的看不见的信息，
真是太厉害了！”
算理算法差不多了，接下
来要研究什么呢？
师：刚才大家明白了为什
么得数中间会有零，那么，什
么样的算式得数中间才会有
零呢？你能设计一个这样的
算式吗？设计完后同桌交换
验证，看谁设计的算式没有达
到要求。孩子们又欢快地开
始了设计、验证。
最后一个环节，总结三位
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法则，并
把这个法则推广到四位数除以
一位数，
三位数除以两位数。
整个学习内容我用了三

节课外加一个早自习的时间，
这在有的人看来是课堂效率
低 下 ，而 且 重 点 不 突 出 。 但
是，孩子们在这节课里有主动
的思考，有思维的碰撞，有计
算的热情，有参与设计题目并
相互验证时激动得红彤彤的
小 脸 ，孩 子 们 禁 不 住 投 入 其
中，就连平时极少发言的同学
都喜笑颜开地告诉我她编的
题是对的。当孩子们有了这
么多学习活动的体验，当孩子
们的潜能得到充分的激发和
释放，当孩子们敢于表现自己
的独特想法，我想，花再多的
时间也是值得的。
那么，究竟是“课堂效率”
重要，还是“学习体验”重要？
我想，这个问题我已经找到了
答案。
“基本活动经验”是数学
课程总体目标之一，只有当学
生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习体验，
真正的学习才算是发生了。
（作者单位：四川省仁寿
县汪洋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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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应多一分敬畏
■ 方文清

全神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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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了，春天的脚
步近了……”教室里传来学生们朗朗的读
书声，他们在朗读朱自清的《春》。春天真
的来了，在这明媚的春天里，我也想讲述一
下班级里有关春天的故事。
一、枝头上那一抹绿，带我们走进希望
的春天
美术课上，老师叫学生们到教室外面
去，到校园里去写生。教室里顿时像炸开
了锅，学生们兴奋异常，纷纷准备好纸笔离
开教室。是啊，在教室里呆长了，他们太希
望走出教室，
特别是外面的天气这么好。
学生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开始在校
园里细心地观察起来。有几个调皮的男生
开始在校园里追逐起来，被美术老师及时
制止了，他们吐吐舌头，开始寻找自己的写
生目标。小鸟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叫着，吸
引了几个学生的注意力，这几个学生抬起
头来观察那几只小鸟。突然，一个学生大
叫起来：
“ 快看那棵树，树枝上长出嫩叶来
了。”其他学生也纷纷走过来，朝那棵树的
枝头上看去。那个学生说：
“ 去年冬天，这
棵树上没有叶子，我还以为这棵树死掉了
呢，
是春天把这棵树唤醒了。”
是的，是春天把那棵树唤醒了。春天
到了，枝头上的那一抹绿煞是可爱，引人注
意。看着这一抹绿，我们便看到了春天，看
着这一抹绿，我们心中便有了希望。我希
望我们班里的学生心中也有一份属于自己
的绿色，带着希望走进春天，带着希望快乐
地成长。
二、飞过来的纸飞机，带我们走进童年
的回忆里
下课了，外面阳光甚好，我也走出了办
公室，去晒晒太阳。突然，有一个东西落在
了我头上，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架纸飞机。
循着纸飞机飞来的方向看去，
一个男孩正不
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是小王。我叫他过来，
他低着头走过来。我问他：
“这纸飞机是你
折的吗？”他点了点头。我说：
“这飞机折得
很好啊，
不过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
我把
纸飞机还给了他，
他一溜烟地跑了。
下午的活动课上，我带了一叠纸走进
了教室。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
有点紧张，有学生在下面低语：
“ 又要默写
了吗？”我笑着对他们说：
“老师小时候很喜
欢折纸飞机，今天我看见小王折了一架纸
飞机，这让老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每个
人的童年都应该有一些美好的回忆，现在，
我们的课业确实比较重，今天，我想让大家
彻底放松一下，回忆一下美好的童年，用这
些纸来折飞机，然后到操场上进行纸飞机
比赛。
”
我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纸，于是，学生
们开始折起纸飞机来。折好纸飞机之后，
我们在操场上开始进行纸飞机比赛，学生
们异常高兴，连操场上的空气也变得快乐
起来。
三、教室里飘扬的歌声，唱出少年心中
最美的声音
学校要推荐我们班参加全区的主题班
会评比了，我和孩子们设计了很多内容，其
中，就有歌曲环节。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
我们的主题班会获得了好评。通过这次的
主题班会评比，我发现孩子们很喜欢唱歌，
也想借助唱歌这一形式来增强班级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
在班会课上，我提议我们来学唱几首
歌，然后在这周的晨会课上共唱一首春天
的歌，孩子们同意了。我们选定了几首歌，
其中就有孩子们小时候都会唱的《春天在
哪里》、前几年比较流行的《春天里》、还有
歌颂祖国的《春天的故事》。
这些有关春天的歌经过班里这些少年
的歌唱，别有一番意境。看着他们快乐而
认真的表情，我觉得这是他们心中最美的
声音。通过这次共唱一首春天的歌的活
动，孩子们的学习压力有所减轻，班级的凝
聚力也增强了，我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当这
些孩子回忆起中学时代的时候，还能记起
这一次的班级活动。
四、走进校外大世界，与自然来一次亲
密接触
油菜花是春天的一个重要符号，但
是，我们的孩子与油菜花亲密接触的机会
并不是很多。学校不远处有一片农田，这
些天油菜花开得正好，我想让学生走出校
园，走进大自然，走到那一片黄灿灿的油
菜花里去。
借着社会实践课的机会，我把学生带
到了那一片油菜花地里。在那里，我们踩
着软软的青草，闻着花香，看着蜜蜂和蝴蝶
在花丛里翩翩起舞，听着孩子们快乐的声
音，我们真的融入了这美丽的大自然里。
我还拿出照相机来，不时地给他们拍照，要
给他们留下这快乐的瞬间，以后再把照片
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春天到了，让我们和学生一起尽情地
享受这美好的春天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
实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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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阅读落到实处
■ 周隆文
网络时代，阅读形式、途
径变得越发宽广，但也有一些
青少年沉迷于热闹游戏，变得
不会读书，青少年的读书现状
让人担忧。培养学生阅读，兴
趣是动力，
习惯是核心。
一、内外融通，有效阅读
名著经典
阅读是一个不断消化积
累的过程。课文大都文质兼
美，要尽可能鼓励孩子多听多
读、多记多背。背诵课文，分
层要求，不设上限，各尽所能，
多多益善。
传统文化、名著经典，课
标推荐必读篇目，教材导读具
体细化。不少专家、名师也在
极力推荐其他名篇佳作，用来
丰富补充课内外阅读。这解
决了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
怎样读，如何读，让阅读真正
落在实处，才是关键。能静下
心来，熟悉文本，至少看完一
遍，了解故事梗概，理清基本
内容，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能
做简单旁批，摘抄精华语段，
写出读书笔记，是阅读的较高
层次。一些课文后面练习也

罗列了与课文相关的阅读篇
对文本做过多繁琐细致解剖；
目，可以指点学生灵活有效去
带着问题品读课文。
阅读文本，但绝不要选择忽
二、重读名篇佳作，反复
略。
温习体验
教师要起好带头作用。
名篇佳作是孩子们最好
预先熟悉文本，了解主要内
的精神食粮。学生从幼儿园
容、写法，才可能引领学生阅
开始接触儿歌，小学学习简单
读。如《骆驼祥子》，至少要弄
诗文，中学阅读大量诗文，背
清祥子与车的关系，三起三
诵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然而
落，特别是祥子与他人的关
真正转化为自己所有的却很
系，以及“祥子烈日暴雨下拉
有限。除了现实需要，这与语
车”等经典章节。又如《傅雷
文教学各阶段缺少内在联系，
家 书》，课 本 要 求 选 择 性 阅
未形成比较完整的认知体系
读。除教材编写章节，教师要
有关。
精选打印其他章节，指导阅
诗词美文，不要等到一
读。，让课堂兴致保持延伸课
个阶段即将结束，才来总复
外。至于选择粗读、略读还是
习，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精读，
由文本决定。
平时教学就要一面继续新
教学是一门学问，简练而
课，一面回头望月。如学习
不简单。新编初中语文教材， 李白、杜甫的诗，一定要让
每册六个单元 24 篇课文，较
学生搜集整理已学过的这些
过去节约 3 周课时。教学一
诗人的作品，时不时拿来读
篇课文，老师要点到为止。注
读背背、说说写写，随时检
重整体把握课文内容，学会从
测。再如学习朱自清散文，
修辞、写法、作用等方面赏析
小学的 《匆匆》《梅雨潭》，
重点词句、段落的能力，还要
初中的 《春》《背影》，高中
学会旁批；熟读课文，有计划、 《绿》《荷塘月色》 等，每新
有重点地讨论课后练习，不必
学一篇，就把已学过的重读

一遍，而不只是知道篇名而
已。
经典诗文当时背诵练习
了，如果不及时温习，也达
不到好的效果。而且许多诗
文因为学生年龄偏小，当时
不一定理解，但经过一定生
活阅历后再来阅读，就可能
理解。而一些美文大概要用
一生来阅读，才可能懂得。
这就需要教师教会学生养成
重读名篇佳作，反复温习体
验的习惯。
教师还可以利用录音、视
频等多媒体，利用微信、QQ
等网络，多渠道展示诗词美文
的巨大魅力，声色俱佳，图文
并茂，直观欣赏。新课时听读
观看，跟复习或几年后再次品
尝，
感觉是不一样的。
另外，
同类现代文、
文言文
要重视比较对照阅读，这也是
语文试题的变革趋势。从课内
延伸到课外，用学过的知识和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加深理解
巩固，
进而培养阅读能力。
（作者单位：四川省中江
县普兴镇中学校）

当下的教育，有的教师简单机
械地重复昨天的故事，有的政策法
规朝令夕改，有的课程改革新瓶装
旧酒，这些乱象令人堪忧。众所周
知，教育是一门艺术，是塑造心灵与
灵魂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功，注不
得半点水分，应当像敬畏生命一样
敬畏教育。
首先，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教
育。有些教育人对教育不了解，不
注重区域实际，不懂教育规律，闭门
造车，随意改革，结果导致基层疲于
奔命，形式大于内容。不懂教育，就
应当放下架子、弯下身子、静下心来
学习，就要深入调研、精准调研，就
要了解教育、研究教育，不能裹足不
前。要提高修养，实现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教育。
其次，让教育行为多一分敬
畏。有人说医生比教师行业危险，
理由是医生出了错可能危及病人生
命。医生治身体，教师塑灵魂。灵
魂是人的根，灵魂出了问题，就会
没有朝气、没有活力、没有斗志。
身正为范、言传身教，教师的一言
一行、一颦一笑、一点一滴，都在
学生的关注和模仿之中，学生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表现在行动上，
所以，教师要注意自己的一举一
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要树立
正确的理想信仰、价值追求，要爱
岗敬业、遵纪守法、团结同事、关
爱他人、传播正能量，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给学生树立
好榜样。
再 次 ，对 教 育 能 力 多 一 分 敬
畏。铁打的教案、流水的学生。有
的教师从教多年，送走了一届又一
届的学生，虽学生不同，教案却依
旧；大数据时代，有的教师还是故步
自封，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
案打天下，不愿意改、不敢改。这样
的教师明显对教育能力少了一分敬
畏，教育是变化的，学生是变化的，
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学和研
究无止境，学和研究永远没有完成
时，永远没有休止符，教师需要强化
教育能力的学习和研究，适应新形
势、适应新变化、融入新时代，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奠基，为落实学生核
心素养助力。
最 后 ，对 教 育 效 果 多 一 分 敬
畏。时下，我们的很多教育人很急
躁，实施什么计划、行动、理念和改
革，立马就想看到效果，就想有收
获。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遇到什
么困难，遇到发展瓶颈，立马调整方
向、变道或另起炉灶。没有久久为
功、善作善成的淡定，没有功成不必
在我的胸襟，没有做大教育、长教育
的格局。教育是慢的艺术、急不得，
要有静待花开的心态，要甘于守望，
要勇于坚守，要遵循教育规律，不能
拔苗助长，只要方向是对的，就不怕
路远。
（作者单位：四川省盐亭县教育
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