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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教学理论是新一轮语文课程改
革的理论基础之一，并且在《语文课程标
准》中多次得到强调。 阅读教学中的对话，
是教师、学生、文本之间一种精神上的相
遇，心灵上的碰撞，思想上的交融。 通过两
者之间对话式的作用， 达到实践语言、发
现自己、发展思维、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
美情趣的目的，从而融合成一个真正的学
生共同体。 古人云：“水尝无华，相荡乃成
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 ”无疑，在
课堂中进行真正的对话，并努力促成“对
话灵光”的迸发，可以使课堂更精彩。

一、依托文本，让高效对话成为可能
叶圣陶说：“语文教学的一个目的为

使学生练成读书之本领。 此种本领不能空
练，故令阅读课本而练之。 ”阅读教学中的
有效对话，是学生在教师搭建的平台上展
现对文本的独特感悟、 分享智慧的过程，
依据文本则是实施高效对话的前提。

二、激发情感，让对话闪烁人性光芒
语文教学可以说是情感教学，主要体

现在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情感交流上，
通过交流来感受文本情感上的美，使学生
受到熏陶， 从而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情感。
如果缺少积极的情感投入，语文教学将变
得机械、枯燥，缺少生气和乐趣，教学活动
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亲其师，信其道。 ”有效对话还应以
尊重为前提。 课堂上，教师要善于通过多
种方式与每个学生交流，展现教学过程的
魅力，在和谐的氛围中引导学生品味学习
成功的喜悦。 在师生对话中做到互相欣
赏，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 让学生自由地、
真切地表达情感，做到“披文以入情”、“情
动而辞发”。 通过创设对话，将文章之情，
学生之情和教师之情，调成了一杯浓浓的
鸡尾酒，让课堂闪烁人性的光芒。

三、学法引领，让对话教学更有实效
新的课程理念倡导教法学法化，是注

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体现，同时也强调
了掌握阅读学习方法的重要性。 通过阅读
教学，教师要让学生运用掌握的方法自己
去开展阅读，提高自主阅读能力。

1、把握引导的时机，逐步渗透阅读方
法。 有效对话应以引导为保证，点拨要适
时，应抓住最佳时机。 在学生失误时、犹疑
困惑时、课文关键处、以小见大处、平中见
奇处给以点拨，帮助学生排疑纠偏、打通思
路，准确理解。

2、以片段为载体，以读为本，提高精读
效率。有效对话应以读为基础。精读是阅读
教学的重点。 保证精读的效果，要重视朗
读的指导，除了方式多样、层次分明之外，
教师要充分发挥范读的作用。 通过比较，
反复读，凭借语言文字的“形”，读出语言文
字的“味”，传达出作者蕴含的情。

3、读写结合，加强阅读随文练笔的指
导，提高对话的能力。 针对学生语文学习
过程中阅读、作文能力薄弱的现状，立足课
堂寻求对策刻不容缓。 教师要充分挖掘教
材中适合练笔的内容，对学生进行画面想
象、场景描写、作品感受等方面的能力的训
练。

四、融合训练，让对话拓展广阔境界
对话的核心是精神，而训练的核心是

技能。 对话与训练是有着很大交集的两个
圆。秉承对话精神，研究对话式教学与训练
式教学的融合，可拓展更广阔的教学境界。
如在学习《盘古开天地》，讲述文章第二段
时，可以通过角色体验的方法，寻求对话与
训练的融合。要求学生体验：“盘古就是你，
头顶着天，脚踩着地，要把天地分开。”在学
生只体验了两分钟就感到累的时候， 可以
告诉学生， 盘古坚持着顶天立地， 不是一
年、百年、千年，而是几万年。 此时，学生体
验到了盘古开天地的悲壮感， 对盘古的崇
敬之情油然而生。在阅读的时候，把自己当
作作者，根据作者的描述，和作者一起去感
受、去体验，这也是进行对话与训练融合的
有效策略。

格林伯指出，在所有的教学中，进行
着最广义的“对话”，不管哪一种教学方式
占支配地位。这种相互作用的对话是优秀
教学的一种本质性标志。 把握对话内涵，
用好对话策略，实现富有活力和创意的对
话， 语文课堂就会在对话教学中走向精
彩。

让语文课堂在对话教学中走向精彩
常德市鼎城区长茅岭中学 李锡忠

语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
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收
录了杜甫的《望岳》这首诗，笔者发现有不
少教育同仁根据一些良莠不齐的评析文
章或教辅资料竟将《望岳》定为“五律”来
读，笔者认为这有待商榷,在笔者看来，《望
岳》是一首地地道道的古体诗，而非近体

“五律”。
我国诗歌发展到齐梁时代， 随着人

们对结构认识的不断深入， 开始有意识
的讲求声律。 到了唐代，正式形成了以讲
究平仄、对仗为形式的格律诗。 唐以前对
平仄、对仗、用韵等要求不严格或没有要
求的诗以及唐以后诗人写的仿古的诗，
叫古体诗，简称“古诗”或“古风”。 与之相
对应的格律诗，又叫“近体诗”，格律诗简
称律诗。

近体诗是严格讲究格律的。 所谓诗的
格律，就是诗的句数、句的字数、诗用韵、
平仄、对仗、格式和规律。 本文从用韵、平
仄、黏对和拗救等四方面加以说明《望岳》
为古体诗而非近体诗。

近体律诗多为八句，少数律诗多于八
句叫“长律”或“排律”。 字数多为五言或七

言，简称“五律”或“七律”。《望岳》恰是“五
言八句”，所以不少人误读为“五言律诗”。

首先谈谈用韵。 古体诗也用韵，但对
于韵的要求不严格，可以句句入韵，也可
以隔句押韵，一首诗可以一韵到底，也可
以中间换韵。 近体诗除首句无入韵要求
外，偶数句必须入韵，而且必须一韵到底。
其次，近体诗一般只用平声韵。《望岳》用
的“了、晓、鸟、小”为仄声韵。

其次谈谈近体诗的平仄要求。 近体诗
的平仄有严格的限制，一般五律有以下四
种平仄用法：（１）首句仄起不入平韵。 (仄)
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２）首句仄起入
平韵。 (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平
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
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３）首
句平起不入平韵。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
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
仄平。（４）首句平起入平韵。 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平平仄仄平。 由此可见，《望岳》为古体
诗而非近体诗。 有人拿着押平声韵的近体
诗的平仄去套押仄声韵的《望岳》，当然不
符合。

再次谈谈律诗的“黏、对”。 律诗讲究
“黏、对”，所谓“黏”是指上联对句的第二
字的平仄和下联出句的第二字的平仄相
同；所谓“对”是指同一联内出句和对句的
第二字平仄相反。 可见“眦”和“当”不符合
“黏”的规律。 所以《望岳》为古体诗而非近
体诗。

最后谈谈律诗的“拗、救”。 拗，就是不
顺。救，就是补救。拗救，就是不顺的补救。
如果《望岳》为近体诗，它有两句致命的不
足之处，也就是“拗”。“岱宗夫如何”、“荡
胸生层云”用了两处“三平调”，“三平调”
是古体诗常见的格式，但这是格律诗所不
允许的。 而全诗没有“救”，是故《望岳》必
为古体诗。

所以，在分析《望岳》的时候，不能将
其分为“首颔颈尾”四联来读，只能逐句分
析，八句分别是由远及近，由整体到局部，
由粗望转细看，由现实生想象，应该明白
的告诉学生，它是古体诗而非近体诗。

新课程背景下， 怎样的一
堂课才算好课？笔者认为，首先
要敢于“打破”。 要“打破”就要
注意两个限定因素: 一是新课
程背景，二是课堂教学。

新课程为教育者提供了一
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教育部
2001 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纲要（试行）》提出了本次
课改（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
第八次课程改革） 的总目标与
具体目标， 不管是总目标还是
具体目标， 都体现了一个
字———人。改变课程功能、课程
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
程评价、课程管理等，无一不是
围绕“人”字展开，围绕尊重人、
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展开。
这是新课程提供给教育者最重
要的背景。

新课程的这一背景与鲁迅
先生提出的“立人”思想是暗合
的。 立什么样的人呢？ 如“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 有社会主义觉
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四有
新人”、“德、智、体、美等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等。 尽管这些提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也都
具有确定性，但不必讳言，这些提法越来越显示了局
限性。 这也说明教育中这个最为核心和最为根本的问
题缺乏严肃、认真、细致、深入的研究。 仿照柏拉图的

“理想国”的说法,将所立之人称之为“理想人”。再仿照
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将未达到这一理想的人,或未
充分达到这一理想的人称为“此人”。

影响“此人”成为“理想人”的因素主要有四种：遗
传因素、环境因素、他人教育因素、自我教育因素。 按
照常理，在他人教育中，教育者应该有让“此人”成为
“理想人”的自信。 然而，古语说得好：“人无完人”、“活
到老，学到老”。 可见绝大多数人仍走在由“此人”成为

“理想人”的路上。
然而，正是这种荒谬，彰显了“此人”自我教育的

重要性。 自我教育是在一定的遗传基础上，在环境和
他人教育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 但是它一旦生成，
就积极地反过来发挥作用， 极大地影响着个人的成
长，而且随着人的成长，它的作用在四个因素中占据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课程教育包含了他人教育
与自我教育，那么，在这两者的关系中，自我教育是高
于他人教育的， 他人教育的目标是实现自我教育，自
我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自我教育因为其主体性、
开放性、可持续性，最符合新课程提出的尊重人、解放
人、发展人、成就人的理念。 让“此人”具有自我教育的
能力，这是新课程对教育者提出的最终要求。

他人教育走向自我教育的第一步是什么？ 是打
破，打破“此人”的认知图式。 所谓图式，在皮亚杰的理
论里，指主体动作的认知结构，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
本模式。 图式最初来自先天的遗传，随着儿童的成长，
图式的种类逐渐增加，内容也日趋丰富多彩，开始从
简单的图式到复杂，从外部的行为图式到内部的思维
图式，从无逻辑的图式到逻辑的图式。 为了促使图式
的改变与复杂化，课堂教学要不断打破“此人”的原有
图式，从而生成新图式，直到“此人”的图式具有自我
协调与自我繁殖能力，这种协调与繁殖，就是自我教
育。

课堂教学是一种特殊的活动，是教师与学生通过
双边活动形成的一种复杂活动，教与学的互动，影响
着整个课堂教学的质量。 教学的质量取决于教学的有
效性。 教学的有效性又取决于师生的心理与行为活
动，尤其是学生的心理与行为活动。 什么是一堂好课？
《教育学》中写道：第一，目的明确；第二，内容正确；第
三，方法恰当；第四，组织得好；第五，积极性高。 因为
受到时空的限制，课堂教学变得如此的宝贵，教育者
不可能用这宝贵的时间去做所有的事情，但可以用这
宝贵的时间去做最重要的事情，去走最初的一步。 在
课堂教学中，最初的一步是什么？ 通俗地说，是触动与
震撼学生的心灵；科学地说，是打破学生的图式。 敢于

“打破”就能上好课！ 因为这是他人教育转化为自我教
育的第一步。

这也要求教育者有更复杂、更深刻、更广阔、更敏锐、
更有力的图式，对于这一点，所有教育者都应该深思。

为杜甫《望岳》正名
慈利县教育局 高群英 吴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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