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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2021年4月28日 编辑：陈早先

《名师堂》征稿啦！《名师堂》是教育工作者交流
教育心得、抒发教育感悟、总结教育经验、讨论教育
得失、探讨教育实践的一个专门版块。从传道授业解
惑出发，请您为教书育人立论。欢迎各位老师赐教、
赐稿！邮箱：jswmtl@163.com 或 jswmb-bjb@163.
com。投稿时敬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任职学校、
邮编，并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名师堂”收。

名师堂

思维和语言是语文教
学的核心要素

语文新课改实施多年，课堂教
学结构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整体
感知—问题探究—语言品味。但
是，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这种模式
却遇到“瓶颈”：整体感知流于形
式，问题探究不得要领，语言品味
方法单一。

究竟怎样的语文课才是语文
教学该有的样态呢？我们还是应该
从语文新课程理念和学科核心素
养的要求出发，从语文教学的本质
出发，探寻语文教学呈现的艺术。

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提出，语
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
心。思维和语言作为语文教学的重
要内涵，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驱动语文教学发展。因此，让学生
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体，注重培养学
生的语言和思维能力，实现语言和
思维同步发展，是语文教学的核心
要义所在。而思维和语言同步训
练，正是我这些年探索“新经验语
文”的核心内涵。

思维的三重性：整体、
同步与连续

经过20多年的研究探索，特
别是近7年来，在广东省和深圳市
名师工作室团队的集体研究与探
索下，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语文教
学的“三三理论”，即思维的三重性
—整体性、同步性和连续性，语言
的三层论—形美、神美和魂美，构
建了基于思维训练和语言立体化
训练的两路径、12种类型的语文
创新教学策略。

思维的整体性。根据语文思维
整体性原理，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整
体，怎么开头结尾，如何安排详略
主次，过渡衔接，都有内在的规律
和文体特点。记叙文故事情节完

整，议论文阐述道理具有严密的逻
辑性，说明文介绍事物遵循说明对
象自身的顺序。这些事物或道理本
身的完整性、规律性和逻辑性，就
是文本思维整体性的体现。无论是
作者、读者，还是语文教师，在创
作、阅读和教学的过程中，只有遵
循文本思维的整体性特点，才能较
好地把握文本的思想内涵与价值
取向。建构以思维整体性训练为主
线的读写教学策略，如听读教学、
听写教学等，能有效训练学生的整
体思维能力，使学生对文本的整体
感知更加流畅，课堂效率得到明显
提升。

思维的同步性。语文思维的同
步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
思维与语言的同步；二是读者思维
与作者思维的同步。作者创作文本
的思维与读者、教师解读思维是有
差异的，只有实现二者同步，才能
产生碰撞与共鸣，准确把握文本的
思想意义和情感内涵。建构速读
教学和口头作文教学等策略，能
引导学生学会快速阅读，培养口
头表达能力，形成比较系统的速
读和口头作文的教学思路和新经
验，有助于提高文本整体感知、群
文阅读和整本书阅读的效率。

思维的连续性。我们常常讲，
写文章要一气呵成、一挥而就，就
是思维连续性的体现。每篇优秀
的文章都能体现出不同文体思维
的连贯和严谨。叙事性文章故事
情节性强，论述性文章逻辑性强，
说明文介绍事物遵循其自身的顺
序。这种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性
依次展开、环环相扣的行文思路，
就是思维的连续性。语文教学要
着眼思维的连续性，培养学生的
文本感知能力和问题探究能力。
构建续写教学和猜读教学等策
略，能引导学生运用续写和猜读
的思路和方法，进行作文思路和
阅读理解的系统训练，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语言的三层论：形美、
神美和魂美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我们提出
了语言的三层论，即语言的形美、神
美与魂美，探索建构了基于语言三
层论的系列阅读和作文训练策略。

语言的形美。所谓语言的形
美，就是语言本身的华丽，俗称优
美的词汇和句子，读来朗朗上口，
让读者感受到美景的赏心悦目、情
感的催人泪下、论述的气势磅礴，
既给人语言文字的美感，又给人阅
读内容的愉悦。结合文本语言的形
美特征，我们构建了美读教学、美
文写作教学策略和系统经验。

语言的神美。语言的神美是指
语言本身并不华丽，但是由于它承
载的思想内容或情感能给读者带来
美的享受。结合语言神美特点，我们
建构了品读教学、抒情文写作教学
等策略和经验，有效提升了语文读
写教学的效率。

语言的魂美。魂美的语言其实
也是最普通的，就像说话一样，所
谓大道至简。这种语言与作者的思
维高度融合、完美统一，言简意丰，
完全是因为思想和情感喷涌而流
淌的文字，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
是思维在流淌。我们探索建立了悟
读教学和说理文写作教学等策略
和经验，引导学生学会阅读篇幅较
长的叙事文章（如小说）和长篇论
述性文章，特别适合整本书阅读、
哲学著作阅读教学指导。

基于思维和语言的“三三理
论”，我们开展阅读教学和写作教
学实践策略和模式建构，提出12
种课型模式，包括听读教学、速读
教学、猜读教学、美读教学、品读教
学、悟读教学、听写作文教学、口头
作文教学、作文思路训练、美文写
作教学、抒情作文教学、说理作文
教学等，形成训练学生思维能力和
语言能力的课型系统新经验。

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感，是
一种优秀的品质，对于一个人的
发展至关重要。如何更好 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笔者在教学中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讲好课前爱国小故事
比起长篇大论的说教，学生

对故事更加感兴趣。笔者会根据
学期节日的分布情况，以周为单
位开展主题教育。在课前几分钟，
给学生讲一讲那些爱国、报国的
小故事，如戚继光英勇抗击倭寇，
钱学森突破重重阻碍想方设法回
到祖国等。通过这些故事，点燃学
生爱国、报国的热情。

二、师生共读红色书籍
红色经典书籍是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笔者利
用周一的班团队会时间，和学
生一起阅读红色书籍，如《从鸦
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岩》《红
星照耀中国》等，使学生更加了
解中国的历史，了解当时的人

们是如何奋发图强。然后，我让
学生根据阅读过的材料，选一
到两个自己敬佩的人进行演
绎。通过阅读和故事表演，加深
学生对爱国主义的领悟。

三、开展红色研学旅行
笔者按照研学旅行的相关程

序，做好充足准备之后，联系家长
志愿者、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
与旅游学院的志愿者，和学生一
起到附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
观学习。例如，去年暑假，笔者和
学生们一起走进革命圣地——延
安，参观了宝塔山、枣园、杨家岭、
中共七大会址等处，了解发生在
这些地方的故事，并且就研学旅
行活动单上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和同学们一起详细解读，让同学
们了解那些革命先辈是如何以艰
苦卓绝的奋斗推动国家前进，同
时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加深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
力量的意识。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的正式实施，给学校和教师
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提供了政策法
规依据，对改变“教师不愿教、学
校不敢管”的现象起到了极大的
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惩戒不是目的，规则也非
万能，只有正确掌握使用的度才
能达到有效教育的目的。如何掌
握呢？严慈相济是最基本的教育
策略。

慈就是爱，它是教育的灵魂。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理解。犯错误是孩子成
长必经之路。学困生会犯错误，
优生也同样会犯错误，
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
的。孩子是需要被理解
的，犯了错误的学生更
渴望被理解。我们要理
解孩子的这种心理，要
做的是让他们认识到错
误并改正。

二是保护。绝大多
数学生犯的错误与道德
品质无关，而只是行为
习惯的问题。学生由于
家庭教育、个人身心特
点等的不同，导致每个
人的价值观念、处事方
式、行为习惯和心理状
态各不相同。一旦处理
不当，会给学生的心灵
带来伤害，影响一生。从
保护孩子出发，我们绝
对不能动辄上纲上线，
也不能将问题公开化、
扩大化，要尽量缩小知
情人的范围。

三是等待。学生处
于 生 长 发 育 期 ，人 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正
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
会产生不少迷惘困惑，
甚至还有无助。尤其当
面对因自己的过错而
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时，学生会
陷入后悔但不知如何弥补的状
态。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相信学生是一定愿意改变的，
也相信他们会努力朝着我们期
待的方向转变。

四是清零。犯过的错误可能
会让学生有心理阴影，具体表现
在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恐惧，对教
师同学的疏离。这就要求教师要
有清零意识，要将他们的错误及
时清零，不仅在文字记录中清零，
更要在教师头脑中清零、行动中
清零，确保让犯过错误的学生重

新恢复自信。
教育惩戒中，“严”又体现在

哪儿呢？
一、严格的制度体现了刚柔

两面，刚的一面是对违反者的惩
戒，柔的一面是对遵守者的保护。
学校应当通过集会、班会等有计
划地组织学生学习，让相关制度
入脑入心，让学生明白制度存在
的目的和意义。对犯了错误的学
生，可组建学习班定期集中学习
《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和学校的相关管理制
度，学习先进典型和身边的好人
好事，通过学习，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增强对制度条例的
敬畏，引导他们学会对
自我过往的反思，从而
促使他们提高对自己未
来的要求。要通过考核
对学生的制度学习进行
监督，以防学习流于形
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二、要分类执行。要
根据错误的性质分类执
行。对于严重违纪的学
生，我们要勇于批评敢
于惩戒，如涉及身心伤
害的校园欺凌、涉及品
德诚信的考试作弊、涉
及他人利益的偷窃行
为、涉及国家社会学校
的大是大非问题等，这
些是学校管理的高压
线，对这些错误的个别
处理，就是要形成全面
的高压态度，让学生不
能犯、不敢犯。而对于常
见的“大错不犯小错不
断”的学生，可以通过

“德育积分制”让学生明
白有什么样的“积分”就
有怎样的惩戒。

三、要持续跟踪。教
师对违纪学生的批评与
惩戒，更多的是表达以

点带面、教育为主、恨铁不成钢、
防患于未然的教育工作者的责
任与良知。教育惩戒的目的是帮
助改进，宣布了惩戒只是开始，
惩戒的效果往往需要持续跟踪，
长期关注。如果发现学生在接受
教育惩戒以后有所反省、有所改
变，应当给予表扬鼓励；如果学
生在接受教育惩戒后依然不变
甚至继续违纪违规，则必须给予
更加严厉的教育惩戒，既可以延
长惩戒时间、提高惩戒等级，也
可以征求家长同意后请家长参
与教育和管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低年级
学生自制力差，注意力容易分散，
但他们对感兴趣的动画片、喜欢
听的故事，却能长时间保持关注。
故事用于数学教学可以取得更好
的效果。

用故事激发学习兴趣。例
如，在教学“100 以内连加”计算
时，在课堂上我先讲述了高斯的
故事：高斯在读小学的时候，数
学教师给全班同学出了一道难
题“1 + 2 + 3 + 4 +……+ 99 +
100=？”。在其他同学都一个个数
字累加忙得很的时候，高斯却很

快就算出来了。老师问他是怎么
算出来的，高斯回答：“1+100=
101，2+99=101，以此类推，前面
一个数字与后面一个数字相加
都等于 101，所以这个数学题目
的答案就是 50×101=5050。”聪
明的高斯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
的一致赞扬。接着，我就出了几
道题目，再说：“这几道题目中都
隐藏着神奇的秘密，谁能最先发
现就是像高斯一样聪明的孩子
哦。”学生求知欲普遍旺盛，这时
就会对解题规律和方法进行积
极思考并踊跃举手发言。

借助故事引导学生探究。例
如，在教学《比例的认识》一课时，
我借助“希帕蒂亚与金字塔”的故
事：女数学家希帕蒂亚10岁时，父
亲带她去测量金字塔的高度。可
是金字塔那么高又那么陡，怎么
测量呢？希帕蒂亚边和父亲散步
边沉思。突然，她发现自己的影子
和父亲的影子重合了。聪明的希
帕蒂亚由此想到了运用身高和影
子长度成正比例的方法间接测量
金字塔的高度。那么，比例是什么
呢？由此我带领学生很快地切入
了正题。

针对学生怕写作文的现象，有
的美术教师建议语文教师让学生
放下作文，先画与作文主题一致
的儿童画，再指导学生把画的内
容写成作文。还有些初学写作的
学生厌烦作文课，教师就让他们
给作文配图。一段时间下来，确有
学生在“写写画画”中取得了进
步，学校展室里随之呈现了不少
跨界融合的“童画作文”。

写作与绘画都有鲜明的形象
思维特质，可以说是同频共振。
然而，当我们冷静思考时就会发
现：第一，不是每种作文题材都
适合用画面表现；第二，不是每
个学生都爱绘画，“童画作文”的
方式对不爱绘画的学生而言，原
先的习作负担没有消除，又增加
了一份绘画负担；第三，部分学
生的“童画作文”有模仿痕迹重，
缺少原创性。

那么，如何让跨界融合既“跨”
得出又“融”得进呢？

一是找到契合点。一名语文
教师在教授《圆明园的毁灭》时，
向学生展示了宫廷画师绘制的
《雍正十二月令圆明园行乐图》
《圆明园西洋楼》《圆明园四十景
图》等作品，借助绘画作品让学生
体验、感悟圆明园当时的景观。精
美绝伦的绘画作品给学生强烈的
震撼，不少学生欣赏之后既为绘
画作品中圆明园的辉煌惊叹，又
为圆明园的毁灭而扼腕叹息，在
跨界学习中自然而然增加了对文
本内容的理解。美术教师对这些
作品进行赏析，借此增强学生对
美术作品的欣赏、评价能力。由此
可见，各学科教师突破本学科界
限，找准学科间契合点，可以让自
身的知识、能力、视野实现“跨界
融合”。

二是瞄准高目标。学科之间的
跨界融合应瞄准核心素养。比知
识更重要的是思维，通过跨界融
合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和提升尤

为重要。比如在教授《听音乐画音
乐》一课时，不仅要教会学生用不
同的点线面以及色彩来表现音乐
的旋律和节奏，更要重视学生的
抽象思维发展。美术学科与语文
学科跨界融合教学时，不仅要教
会学生将抽象的文字转化为生动
的形象，更要教会学生创意思维。
再比如《学学构图》《对比的艺术》
《对称美与秩序美》等课程都可以
通过数学原理进行剖析，在剖析
美的规律和形式时培养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让学生的思维从模
糊走向精准。

三是突出主体性。跨界融合的
主体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教师应
该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让学
生突破学科界限，自主展示其多
样的才能、与众不同的见解和设
想，调动学生多学科的已有经验。
为了让跨界融合有充裕的时间保
证，还可以将课堂教学延伸到校
本课程、兴趣社团等活动的时段。

思维与语言：撬动语文教学的支点
广东省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 杨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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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故事 激活数学课堂教学
福建省福清市教师进修学校 陈华忠

“跨”得出，“融”得进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叶恋花

讲读行，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陕西省宝鸡高新第一中学 秦超

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

初中部三楼（6）班教室里，

学生们都闭着眼睛，静心凝

神地聆听。教师正在声情并

茂地朗读朱自清的《背影》。

当教师充满感情地读完课

文后，学生们睁开眼睛，开

始了热情洋溢的分享，或讲

述故事的梗概，或抒发对重

要片段的感慨，或交流内心

的 感 动 之 情 ，课 堂 气 氛 热

烈，学生情绪高涨……这是

一节“新经验语文”公开课

上“听读教学”的一个环节。

教师让学生听读课文，训练

思维的整体性，培养学生整

体感知文本的能力。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2011 版）》指出：“小学

数学教学不仅要考虑数学

自身的特点，更应遵循学生

学习数学的心理规律，强调

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

发。”为此，我在日常教学

中，非常注重这一点，以实

现教学效率的提高。

当下，课程的跨界融合

是研究热点，美术课程该如

何在跨界融合中突破机械

刻板的“美术+X”的表层模

式走向深度融合？关键在匹

配跨界和融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