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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一

个人精神的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没有阅

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

——朱永新

教师专业成长的路径很多，但最持久、最扎实有效的一定是阅读。阅

读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石和源头活水。自工作室成立以来，为切实提升工

作室成员的业务水平和文化修养，工作室购买了一批教育教学方面的专著，

为每位成员订一本教学期刊，并制定了阅读制度，要求每一位学员每位工

作室成员每学年阅读两本教育专著或两本期刊

杂志。认真做好读书笔记，定期开展读书报告会或读书

心得交流活动。本学期已经开展了两期线上读书交流会，

为工作室成员开启了阅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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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目：《糖果老师的低段语文课》

方天福

各位老师，大家好。上学期我在工作室借阅了一本小学语文十大青年名师《糖果老师

的低段语文课》。这本书主要收集了青年名师许嫣娜的一些教学主张、教学实录、成长故

事等。

在阅读了这本书后，许老师的教学实录对我很受用，

后来也在网上搜了一下，有很多的实录都是一些大赛和观

摩课的作品，网上也能找到一些相应的视频。许老师主攻

的是低段的阅读教学，她的课堂轻松活泼，教学设计巧妙，

很多课例中低段的识字教学和新课的导入环节都十分精

彩。

在课堂上，许老师结合低年级学生的特点，采用了多

种识字方法，让识字充满了趣味性。如：讲解字义识字、

联系汉字的演变过程识字、语境识字、随文识字、结合图

片识字、游戏识字等。不同的识字方法充分调动了学生课

堂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整堂课上都饶有兴趣。

另外，许老师的课堂擅于创造情境，运用游戏等方式导入，让孩子不由自主的融入课

堂，这非常值得我学习，当我们在上新课之前，也可以让我们和学生多交流，营造一个轻

松的教学环境，让老师和学生放松下来，这样会把接下来的课上得更得心应手。

在这本书中，还有一篇三年级快乐读书吧的课例，对于我们今后要上的课外阅读指导

课，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这节课是推荐叶圣陶的《稻草人》整本书阅读，属于读前

指导课。设计了六个版块：一、形象导入，学习联想式阅读；二、聚焦作用，学习积累式

阅读；三、关注作家，学习主题式阅读；四、概述故事，学习导图式阅读；五、推荐读本，

学习目录式阅读。六、总结收获，梳理阅读方法。导入版块先展示了钢铁侠、蜘蛛侠、雪

孩子、葫芦娃这些有趣的动画卡通人物。慢慢引导孩子们发现了他们名字的组

成方式，让孩子们说出了他们名字的特点——拟人化。然后引出了

《稻草人》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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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学生对稻草人的想象，让学生渐渐对稻草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版块出示了两幅

摘抄图片，学习积累和默读的读书方法。第三

版块回顾叶圣陶的一些作品，带着学生走近作

者。第四版块是这节阅读指导课的难点，许老

师借助插图，让学生猜测想象故事情节后，利

用故卡片，引导学生用关键词概括书中小故

事，再通过简笔画完成思维导图，让学生对这

本书的整体内容有了初步了解。第五版块从书

的封面和目录着手，在前面各教学环节的铺垫

下，进行整本书推荐，自然水到渠成。最后梳

理了这节课的阅读方法。

我觉得学生课外整本书阅读的读前指导，

激发兴趣和教给方法是关键，这节课例中，许

老师通过故事卡片、思维导图、猜测、范读等

策略的使用，有效的实现了这一目标，值得我们去学习。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善辩，

相信我们在今后的阅读和实践中，自身的教学水平一定会有更大的提高。

分享篇目：《理想课堂——让教学真实发生》

李 璐

读了这本书，让我认识到了一位叫做鱼利明的特级教

师。

我 19 年开始正式着手从一年级开始带我的第一届学

生，低学段的教学，尤其是我现在带的一年级，教学重点

无非还是识字教学。刚开始，我觉得一年级的教学内容比

我一开始工作就带的六年级要简单太多了，后来实践过后

才真实感受到，面对那些道理还讲不通的“小神兽”们，

如何让他们乐于来认识这些汉字并真正明白汉字其中蕴含

的意思，真的好难。在鱼老师的书里，我学到了这样一种

能让学生“真实”识字的方法——“复现”。其实，一看

到这个词，还没有看鱼老师的具体操作方法，我就已经在

心里认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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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是因为新教材给我的明显感受就是“反复”，同样的生字或知识点会在前后的课

文中反复出现，由浅入深，一步步地让学生熟悉、记住。

其次，我大学主修的是应用心理学，说来惭愧，很多我东西已经忘得七七八八，根据

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我们对于新学到的知识，在一开始的遗忘速度是最快的，忘记

的内容也是最多的，再往后，遗忘的速度和内容都会慢慢降低，但是，真正能进入长时记

忆并被记住的非常少。但“复现”的方法，也就是反复学习的方法，可以很好地改善这种

遗忘，帮助短时记忆进行编码，从而进入长时记忆，被大脑长久、稳定的记录下来。于是，

我仔细阅读了书中的通过“复现”实现识字教学的具体方法。

鱼老师提到的第一种方法是“在诵读中复现”。诵读教学不论在哪个学段都是必不可

少的，但如果为了让生字反复出现就让学生单一地反复朗读课文，也是太过无聊，所以在

诵读方法上下功夫最为关键。一年级的课文，儿童诗、故事非常多，这些东西本就是朗朗

上口、生动有趣，因此在诵读中就更要突出这些特点。书中以一年级下册《动物儿歌》一

课举例，示范了“一问一答读”、“颠倒顺序读”、“回环复沓读”、“断句承接读”和

“节拍韵律读”等方法，在趣味的朗读中确实巧妙地实现了生字词的复现。虽然我没有上

过《动物儿歌》这一课，但这些方法让我想到了另一篇课文，就是一年级下册识字第 4 课

《猜字谜》中的第一则字谜。前不久，我刚在线上给孩子们上了这一课。当时在线上指导

时，我也引导了孩子们通过拍手打节奏来读，还让孩子们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

一起来问答读：什么绿？禾苗绿。什么红，火苗红。“禾”“火”相遇怎么样？“禾”“火”

相遇起凉风。什么喜欢及时雨？禾苗喜欢及时雨。什么最怕水来攻？火苗最怕水来攻。当

时光想着让学生们读通字谜、读出节奏，让家长参与进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看了鱼老师

的示例，才知道这些方法稍做变通，也可以帮助学生们在诵读复现中完成识字。

第二种方法是“在情境中复现”。书中是以《蜘蛛开店》

一课为例的，看完后，我觉得课例中的教师真是充满了智慧，

教师用自己的语言串联起了整个故事，以生字词涉及到的知

识点设疑，学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认读了本

课的生字，此外，教师还在课文中已有的故事情节上引导学

生进行故事之外的合理想象，巧妙的是，学生们对于这些想

象的表述，会自然联系到曾经学过的与本课生字词相关的其

他字词。这里的“复现”不再仅限于对本课生字词的反复出

现，更是对以往学过的知识点的复现。这需要教师能站在全

局的角度，剖析文本、把握教材。这确实是我短时间内难以

达到的高度，不过，也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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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法是“在复述中复现”，一看到这个方法，我就想到了自己在上学期上的《乌

鸦喝水》这一课。课前，我准备了一个装有大半瓶水的小口的瓶子，因为捡不到合适的小

石子，就买了五六十颗弹子代替。上课时，我请了一位同学上台扮演小乌鸦，其他的同学

来读文中带有“喝”字的句子。先读“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台上的“小乌鸦”

表演“到处找水”，我在黑板上板书“找水喝”；接着读“但是，瓶子里水不多，瓶口有

小，乌鸦喝不着水”，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

瓶子，让台上的“小乌鸦”把大拇指和食指

并在一起当乌鸦的“嘴”，表演“喝不着水”，

我也同时板书“喝不着水”；最后，再读“乌

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瓶子里。瓶子里

的水渐渐升高，乌鸦就喝着水了”，我让台

上的小乌鸦表演了将石子一颗一颗放进瓶子

里的过程，并相机板书“喝着水”。这一教

学环节结束后，我让学生们根据板书，用上

“找水喝”“喝不着水”“喝着水”这三个

关键词，说一句完整的话，简单概述这个故事的内容。虽然我对教育教学还是懵懵懂懂，

对前辈们有效的教学方法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但现在看来，我对《乌鸦喝水》这一课的教

学也算是用上了在复述中复现生字词的方法。只不过我的课堂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游戏

场面一度比较混乱，学生们对课文的复述也不够完整，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引导还不到位，

对游戏的规则也没有规范好，设想的教学过程太理想化，没有考虑好时间上的问题和实际

操作上的问题。教学应先想好“教什么”，再来设计“怎么教”，而我恰恰弄反了这个顺

序，让教学失去了实效性。不过，书中更提倡的是“利用生词提示在复述中复现的方式”，

想来确实是“一举多得”。

分享篇目：《小学语文教师》

王树生

最近，我阅读了《小学语文教师》2019

年增刊，增刊专辑的是全国各地教师探索“语

文主题学习”的成果和经验荟萃。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重视培养

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

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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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整本书。”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我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恨不得把文章中的每一

句精析细研，滴水不漏地传授与学生才如释重负，而拓展延伸的文章则时常被忽略，要不，

也顶多用几分钟提一提。大量的阅读都是让学生在课外完成，但是由于受家庭环境，个人

阅读能力的影响，学生的课外阅读往往千差万别。课外阅读的效率难以提高，这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读了这份增刊，我收获很多。

“语文主题学习”的理念就是最大程度地扩大学生的阅读量，将教学教材的时间大幅

度压缩，节约出的时间引导学生自主、自由地阅读，将读书纳入语文课程，变成语文课程

的重要教学内容，实现了“课外阅读课程化”，最终达到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语文素养的

目的。

如何依托课堂学习主阵地，实现课外阅读的课内化。我梳理了一下，主要有这两点：

1.教师要深入研究、吃透教材，并斟酌教材中的哪些内容是学生必须学习和领悟的，

少讲且精讲。“语文主题学习”提出“三讲三不讲”，即讲学生易混、易错、易漏的，讲

学生想不到、想不深、想不透的，讲学生自己难以解决的。学生能自己看懂的东西不讲，

学生可以小组合作学会的不讲，老师讲了，学生还是不会的不讲。从而节约出时间，使学

生能够在课内进行大量阅读。“语文主题学习”还提倡课堂 1/3 的时间教教材，2/3 的时间

进行拓展阅读。

2.“1+X”式的整合教学，就是以一篇课文或个单元主题为基点，向“面”上辐射，把

从一篇课文或一个单元主题中学习到的知识，尝试迁移运用到多篇文章中。让课内课外有

效连接，学生在同一主题中开阔视野，在类比、对比阅读中激发兴趣，扩大阅读量，提高

学生的阅读能力。

3.想方设法地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一些创意化的读书活动。比如亲子共读、师生

共读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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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目：《给教师的建议》

刘欣欣

都说一本好书犹如一泓清泉，不仅清澈明净，可以当

镜子映照自己，而且清爽甘冽，沁人心脾。苏霍姆林斯基

说：我们要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身的友谊。

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思想的大河。作为教师，读书

不是为了应付明天的课，而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

渴求。如果我们不想把备课变成单调乏味的死抠教科书，

那就多读学术专著。在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大海里，所教给

学生的教科书里的那点基础知识，应当只是沧海之一粟。

读好书，不仅是在学习教育理论和专业知识，更多地是能

有效地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

分享篇目：《莫让口语交际课“边缘化”》

施八杰

今天在《小学语文教学》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感触很深，题目叫《莫让口语交际课“边

缘化”》。

在教学认知上，我与作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口语交际课被严重“边缘化”了，

正因为它没有引起教育者的重视，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遗憾——成长的遗憾。譬如，我

们身边就有这样的“闷葫芦”学生，他会不停地刷题

做奥数，却不会正常的人际交往。在各行各业，都有

一些性格孤僻不善言辞的人，由于交际能力差影响他

们事业上的发展；甚至在家庭关系中，不善于讲话、

缺乏幽默感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造成

了亲人相处的不和谐。这些熟悉的社会现状警示我们，

在小学阶段口语交际课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

要的。

口语交际能力是人一生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之

一。课标上也要求学生：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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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运用口头语言文明地进行沟通和社会交往。虽说近

年来口语交际的教学实践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与训练中，仍然被严重地

边缘化。

“口语交际”课被严重边缘化的原因总结有以下四点：

1. 考试不重视

在各种题型的试卷检测中，基础知识字、词、句 30%，日积月累 15%，口语交际 5%，

课外阅读 20%，习作 30%，很明显，口语交际的检测内容很少，而且就这很少的占分比例

在试卷中多以创设情境对话的形式出现，你一言，我一语，只要言论不违背道德标准都给

满分，实际上它就成了“送分题”，既然得分这么容易，老师们自然也就不会花太多的时

间放在它上面研究创新了，这也造成了口语交际被边缘化的“利益性”原因。

2. 课堂教学走形式

教学“口语交际课”，有很多教师在理解口语交际目标时还存在一定的偏差，未遵循

各个年龄段的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教学。因此教学方法不科学，教学方法模式化问题很严

重，仅仅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开展口语交际的教学，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互动过程草率

而过，久而久之，学生的 学习兴趣也大为降低。

3. 缺乏研讨与示范

近年来，各级部门举办以统编教材培训活动中，现代文阅读、整本书阅读课、古诗文

阅读课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口语交际的研讨示范课所占比例不足 5%，这就造成了老师

们没有更多的学习与参照，教学上很难突破自我。长此以往，恶行循环，口语交际课就被

边缘化了。

4. 思想品德教育未脱离

教材中有不少口语交际的话题都与思想品德教育有关。有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关

注思想内容，把交际的重点放在“对与错”的判断上，造成了把口语交际互动变成了思想

品德课，它被思想教育“绑架”，难以生存。

面对口语交际课被边缘化的现状，光着急叹息有什么用呢？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培

养出具有乐观自信、健全人格的下一代，我们一线教师必须行动起来，认真研读统编教材，

明确口语交际课程编排的独立性、序列性、实用性、交际性等特点，把口语交际教学与基

础知识、阅读写作教学放在同一水平位置上，增强意识把它重视起来，努力上号每一节有

质量的口语交际课，千万不能再让口语交际课“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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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目：《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王晶晶

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本《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早在我读书时

就听老师推荐过，最近读了这本书，我觉得它真的是教师的必读

书，是我们从教路上的明灯，是教育者的智慧结晶。

苏霍姆林斯基曾当过 30 多年的小学、中学的教师，因此他

写的东西没有很深奥的教育理论，而是非常贴近我们教师的工作

与生活，为我们讲清了教育教学中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与困惑，

有差生转化问题、学生兴趣培养问题、课堂教学管理问题、班主

任工作问题等等，并且有着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

总观全书，我分享几个我感触较深的几点：

一、做一个真实的人，敢于露拙也敢于表现自己。无论我们比学生年长多少，优秀多

少，但与班里几十位学生比起来，我们不如学生的地方其实很多，尤其我所教授的是 6 年

级，学生在某个方面的知识远比我丰富得多，有时学生的问题我都回答不出，反而其他学

生信手拈来。由于传统的师道尊严，我经常不好意思在学生面前露拙，殊不知，这是一个

误区，其实学生心里明白，老师不会的东西也有。反之，如果老师适当表演一下才艺，哪

怕有破绽，但孩子们也不会笑话，反而能拉近师生关系。

二、做一个善于反省的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文化中有一个词是’反省’，荀子

曰：君子日三省乎己。”在教学过程中，其实作为老师，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都有较全面

的认识，但是真正去反思的还比较少。都说我们作

为老师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其实，我们每天在

教学一线，每个老师都会对自己当天的教育教学有

所感悟、有困惑，如果我们多与其他老师讨论，多

感悟、多反省、多写，也属于一种学习方式。

三、师生读书。本书中作者多次提到了要读书，

他认为师生读书可以解决大多问题。对于这点，我

们名师工作室一直秉承着要多读书，对此，我深感

赞同，唯有多读书、读好书，才不致使我们的思维

枯竭，读书更是精神导师。尤其像我刚从教不满两

年，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学实践，除了多学习前

辈老师的经验外，书籍是我们最大的支柱。

读了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章节都能与我产生共鸣，让我受益匪浅，这一百条建议，

每一条都有它独特的内涵，特别适合刚入行的年轻教师，帮助我们充实、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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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目：《孩子你慢慢来》

汤建国

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每逢开学在我们的朋友圈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孩子，

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

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

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

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

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会给你快乐！大家还记得这句话是

谁写的吗？没错，这句话出自龙应台的书籍《亲爱的安德

烈》，是她写给安德烈的一句话。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

《目送》《孩子你慢慢来》被称为人生三书。

今天，我选了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看过《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的，其实都能深刻地感悟到，人应当学会宽容与等待，

慢慢地，等待生命的慢慢成长，这需要坚持，更需要温柔的坚持。

教育是一项工程，也是一种艺术。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耐心让我们的学生快乐

起来，成绩提高上来，让自己内心有一种满足感和自豪感。这也就是耐心的老师吧。

作为一个老师，我希望我自己愿意也能够从容地等待，在这么多孩子的身旁陪伴他静

静地成长，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这是一项急不得的过程。孩子

的世界有着成人不能理解的模样，而要想很好地观看这个世界里的风景，“慢”是最为重

要的。慢慢地等待—等待花开。

谢谢大家，我的分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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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目：《深耕语文 为思维而教》

占克军

各位同仁:

大家下午好！说起“读书”，想起我们小时候，一本连环画被我们轮流翻得稀巴烂，

也不觉得厌烦。然而现在，不管哪个学校图书馆里都有上千册的图书，只可惜许多还是崭

新的就被尘封，也不知道是时代的进步，还是人类的退化？记得 2017 年在陕师大参加国培

的时候，一位叫王国杰的老教授就谈过关于纸质阅读的话题。他说国人现在病得不轻。为

什么这样说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能够静下心来回

归纸质阅读的人少之又少，目之所及皆是低头玩手机一族。

他呼吁我们教师一定要放下手机，回归纸质。这让我又想

起窦桂梅老师的话：一个不读书的老师不是一个好老师，

一所不阅读的学校是一所没有希望的学校，一个民族不阅

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说到这，惭愧之至，我自己又

何尝不是深陷手机的泥塘。假期借了十大青年名师李斌老

师的书，到现在还没有读完，需要检讨。接下来，就自己

所读的部分与大家交流点滴感悟。

李斌老师的这本书叫《深耕语文 为思维而教》，涵盖

了他的教学主张、教学实录、教学设计、教育随感、名师

评说、成长故事。目前读到教学设计，有两点感悟很深：

1.我们的语文课堂缺少思维性，师生思维互动质量不高。

李斌老师认为现在的语文教学缺少思维意义的流淌，也就是缺乏思想的真诚和语言的

灵活，教会学生思维，既是教育目标，也是时代的使命。反思自己的语文课堂，有没有思

维意义的流淌，还有同仁们的一些示范课。我们大家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喜欢

细致耐心、不厌其烦地去讲解，缺少师生互动。其实这一做法就是在扼杀学生的思维。比

如，课堂上我们抛出问题，让学生回答。一旦学生答不上来，我们就急于暗示学生的答案

方向，还是不行，我们就说出答案前半部分，让学生来补充后半部分，仍然不行，我们可

能就去充当救世主，和盘托出答案。也就在此时，学生的思维活动夭折了。所以说，很多

时候我们老师关闭了学生思维的窗。

还有，现在的老师过分地追求课堂的精彩，大胆地使用课件、音乐、动画等媒介，这

些确实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渲染氛围，帮助理解课文，但如果泛滥，可能就挤占了学生

的思维空间，削弱了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

另外，我们课堂上也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但很多时候老师只给学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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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钟的时间交流探讨，学生的思维刚刚有所碰撞，就被我们一声令下，让其戛然而止，

小组合作交流流于了形式。我们也想穿新鞋，但是还在走老路。

2.习作教学语境的动态建构，能够激活学生思维的场。

李斌老师认为，习作教学，语境的建构很重要，最好是一

个语境链。书中列举了一个关于写留言条的习作案例，我印象

非常深刻。案例中是用《熊出没》这部动画片连创三个语境，

即认识留言条、修改留言条、试写留言条，让学生在轻松的语

境中快乐地完成了习作。反思自己的习作教学，像这一类型的

应用文教学，都是以讲授为主，怪不得学生觉得枯燥无味，无

话可写。对比才发现，我们的教学方法学生一直在被动接受，

思维基本处于静止状态，而李老师语境链的构建，立马激活了

学生的思维因子。李老师这本书许多习作教学实录都是创设一

连串的动态语境构成语境链，帮助学生搭建了思维的场，真的

值得在习作教学中推广。

以上是假期阅读过程中的点滴体会，谢谢大家！

分享篇目：《重构语文 学用新课堂》

吴福军

全书共六个板块，“教学主张”“教学实录””教学设

计”“教育随感“名师评说”“成长故事”。

梳理全书后我莫名发现，全书的设计如果倒过来看，正

是一部名师成长史。

最后一个板块是“成长故事”，记述了杨老师参加各种

优质课大赛的前前后后，从忐忑、紧张到成熟、稳重，一步

一步、扎扎实实，杨老师说:“只有不断超越己被炼而己，

才能更加接近我们成长的目标。”

接下来是“名师评说”，与名师对话、与名师同行，近朱者赤，专业水平迅速提高，

我想，这也是我们工作室成立的一个成长方式——向名师学习、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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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随感”，作者一直有记教学日记的好习惯，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终成名师。

有了前面的参赛、与名师对话、写教学日记，天长日久，教学设计自然就思如泉涌、

与众不同，我仔细看完整本书，启发很大。

“教学实录”里记录了杨老师几次经典案例，读来令人豁然开朗，拍案叫绝。我常常

想:我怎么就没能想到呢?

有了长期教研探究和教学实践的积累，杨老师顺其自然地推出了自己的教学主张,而且

持之以恒，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番作为。

纵观整本书，让我想到了自己在进工作室之初个人制定的三年规划，如果一如杨老师

一样，脚踏实地，勇往直前，必也能有自己的一点小成就，我希望，三年后，我可以对自

己大声说一句:“我做到了！”

分享篇目：《第二学段提问策略的教学现状与实施路径》

王娟华

《小学语文教师》2019 年第 9期上刊登了孙红波

老师的《第二学段提问策略的教学现状与实施路径》

一文，这篇文章全面的分析了目前课堂教学中“提问”

的现状和实施路径做了详实的分析和指引。笔者在统

编教材的策略单元教学有很多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之时，认真拜读了这篇文章，有了很深的启发。于是

结合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语文要素训练和选文的特

点，对 “提问”策略的教学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统编教材三年级开始，每学年都编排一个阅读策

略单元，其中四年级重点学习的提问策略。《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2011 版）中提到，在主动积极的思维

和情感活动中，有所感悟和思考；学段目标中提到：

“能对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提出疑问”。可见第二学

段是学习提问策略的关键阶段。

从一年级下册起，提问的方法和策略已经在口语

交际中呈现，从三年级上册起进入单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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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呈现 要素

一下 口语交际

《请你帮个忙》

有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二上 口语交际

《商量》

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需要跟别人商量

事情，要用商量的语气，把自己的想法说

清楚

三上 第八单元 学习带着问题默读，理解课文意思。

四上 第二单元 阅读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提出自

己的问题

四下 第二单元 阅读时提出不同的问题，并尝试着去解

决。

从教材的编排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提问时，并不是零起步。教师在引导学生提问时，

要以教材的编排思路为导向，激活前期相应的学习经验，从而新旧对接，达成提问策略的

最优化。四年级上学期“提问”策略单元，着重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提问的能力。在阅读

训练中，训练学生提问的意识，多角度提问的能力，筛选问题的方法，善于提问的习惯，

才是 “提问”策略的训练目标。四下第二单元的阅读要素是“阅读时提出不同的问题，并

尝试着去解决。”这也是按照语文要素在统编教材编排中，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特点进

行训练。“尝试从不同角度提问”到“从尝试着去解决问题”，是思维的深度发展要求。

那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学习“提问”的策略呢，孙老师这篇文章“提问策略实施路

径”的部分有下面几个方面的论述：文本提问的三角度————课堂提问三步骤——培养

提问习惯的三阶段。理论联系实际，循序渐进的阐述了提问策略的路径，从文本解读到课

堂提问训练再到提问习惯培养。相信每个老师读了这篇文章，对“提问”策略单元的教学

都会有了明晰的方向。我个人觉得小学是提问能力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关键在课堂，所以

就孙老师“课堂提问三步骤”的观点，笔者对阅读教学中如何有效实施提问策略教学，进

行了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一、初读感知，独立提问。孙老师在文中这样表述了这样观点：课堂阅读学习和提问

训练是同时展开的，阅读学习的第一步是“独学”，与此同时“独立提问”也一并发生。

日常阅读教学“初读课文，整体感知”是语文阅读教学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学生

“独学”最多的环节。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就是对课文的内容，情感，表现手法，作者思

路，文章脉络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在教学组织过程中，学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独学”完

成初读。老师出示自读要求，引导学生边读边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与文本对话。初步感

知文本的内容，理清文章脉络，解决生字新词。出示自读要求的同时，提示学生提问的方

法。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指导学生用简洁的符号、词句在文本上做批注。四年级下

册第二单元是“提问”策略单元，所以在教学中要细化和分解单元教学目标，把语文要素

训练落实到每一篇选文的教学中。《琥珀》一文在初读环节是这样设计初读要求的：1.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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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读课文，把不理解词语和句子多读几遍，做上记号，试着把疑问批注在旁边；2.读了课

文之后,你有什么问题吗?《琥珀》是一篇科普性文章，与孩子们生活经验相隔甚远，对孩

子们来说有很多疑问，如：那只苍蝇和蜘蛛当时在干什么?它们是怎样被包在琥珀里的?这

块琥珀是怎样形成的? 这两个自读提示的设计，是在策略上引导孩子们从生字词和文本内

容的不同角度提问题，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这是课堂教学中引导孩子们提问的第一步骤，

努力达成“敢于提出问题，有兴趣提出问题，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个目标。教师在这

个过程中要注意营造安全宽松的提问环境，课堂气氛和谐，让孩子敢问，有提问的兴趣和

勇气，给予孩子充分的思考时间，不仅敢问，还要有疑问而问，真问。

二、品味语言，互学解疑。孙老师的课堂提问第二步骤是在阅读学习的“互学”阶段，

进行“解疑梳理”。我理解的阅读学习的“互学”阶段，应该在阅读教学 “品味语言”这

个中心环节。阅读教学中不管是“感受作品中生动的

形象”还是“感受语言的优美”，都要以品读语言为

核心。语文课程应该在浓浓的语文味中，让学生通过

互学去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品读语言文字，感

受语言文字强大的魅力。《飞向蓝天的恐龙》是四年

级策略单元的第二篇选文，重点难点是继续训练“把

不懂的问题写下来,并试着解决”；能够简明扼要地

介绍恐龙飞向蓝天的演化过程,激发研究科学的热

情、探索求知的兴趣；体会课文句子表达的准确性,

揣摩课文准确、生动的语言。课文第 3、4自然段是

这篇文章的中心部分，教学过程中，既要重视语文要

素“提问”策略训练，又不能忽略本课作为科普文章，引导孩子体会课文句子表达的准确

性,揣摩课文准确、生动的语言。在教学课文 3、4自然段时，引导学生“互学”，提问，

从以下两个方面组织交流：

1.默读第 3、4自然段,想想恐龙是怎样演化成鸟儿的，提出问题，做好批注。画出描

写恐龙特点的词句,准备在组内交流。

2.品读重点句子，提出问题，全班交流。结合文本的特点和学情，预设孩子会提供以

下问题：

问题 1：“第一种恐龙大约出现在两亿四千万年前”去掉“大约”行吗?为什么?(不行。

“大约”是指不精确的估计,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严谨。)

问题 2：“数千万年后,它的后代繁衍成一个形态各异的庞大家族。有些恐龙……,有

些……有些恐龙……有些恐龙……有些恐龙……有些恐龙则……”这些句子有什么特点?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对比、排比；突出了恐龙家族形态各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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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其中,一些猎食性恐龙的身体逐渐变小……”“其中”“一些”说明了什么?(准

确地表达了不是全部的恐龙。)

问题 4：恐龙是怎样学会飞翔的?(科学家给出了两种推测:始于树栖生活过程,在奔跑过

程中学会。)

在互学环节，围绕上面的问题在“组内”和“全班”展开合作交流。培养学生“我有

问题，请大家帮我解答”和“我们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全班同学来共同解决”这样提问策略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不断品味语言的过程中，运用师生互助，小组合作，自我探究等形

式，引导学生提出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问题。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和评价，

随时总结提问的方法，肯定提问的质量。

三、组织共学，解疑质疑。孙老师在文中指出：

阅读学习的“共学”环节，就是要把“独学”、“互

学”阶段提出的问题进行解决，并提出新的问题。“共

学”效果怎样，需要教师精心组织。孙老师在文中提

出 “共学”阶段可以循序渐进地安排以下活动:(1)汇

报小组内尚未解决的问题。(2)整理问题, 如按照词句

的理解、内容的理解分,或按照相对集中的段落分等,

便于解决问题。(3)分类解决问题。(4)提出新问题。

其中分类解决是难点, 可采用在充分朗读的情况下

“抓一个主问题解决一串”的策略, 引导学生发现哪

个是最主要的问题, 主问题跟其他问题是什么关系。

再看《飞向蓝天的恐龙》学习 3、4自然段中预设提出问题，按照孙老师的指引，可以组织

这样的共学：小组汇报没有解决的问题之后，老师引导学生归纳整理出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词语类、表达类、思维类。然后通过解释词义，联系上下文，对比朗读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最后引导学生提出新问题。如：科学家们经过研究,让我们了解了恐龙变为轻盈灵活的鸟儿

的演化过程,但想要全面揭示这一历史进程,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科

学家的吗?教师在引导学生提出新问题过程中，要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鼓励学生大

胆提问，表扬敢于提问的学生。

正如孙老师文中总结，“课堂提问三步骤”的目的是：“逐步淘汰低层次的, 可以直

接提取信息的问题, 淘汰一部分通过联系上下文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筛选出确实有难度、

也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重点处理。”课堂教学中，老师要引导学生有效有学习提问策略，

按照“课堂提问三步骤”的方法，帮助学生学会有效提问，从内容理解到语言表达的不同

角度提问，不是为提问而提问，而是以提问促思考，在提问中与文本对话，提升阅读和思

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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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思、用的结合，是读书的佳境，

指向“思想”的语文教学，别有洞天，我们充满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