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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攻略

“我可只看见一个儿子”
课程： 二年级语文课
授课老师： 杨梅
地点： 永州市冷水滩区翠竹园小学
时间：2017 年 4 月 14 日
“既然”“嗓子”“晃荡”“拎水桶”“沉甸
甸”……随着小朋友们的朗读，电子投影仪
上苹果树上的苹果逐步减少。
这是杨梅老师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
利用玩“摘苹果”的游戏机制，由杨梅老师
指名学生读词语， 发音正确的才能摘下苹
果。 通过这样的游戏引导孩子们认识生字，
为接下来的阅读做好准备。
热身游戏做完，屏幕上出现了一幅画，
画面内容对应的是课文《三个儿子》的 1—6
自然段，三个妈妈在井边打水，一位老爷爷
坐在旁边的石头上休息。 老爷爷还有台词：
“三个儿子？ 不对吧， 我可只看见一个儿
子。 ”
课文题目明明是说“三个儿子”，为什
么老爷爷会这样想呢？
带着问题， 全班学生 5 人为一小组进
行合作学习。 小黑板上出示了小组合作要
求：自读课文 1—6 自然段，把三位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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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划上横线，并在小组内分角色朗读，还 答案，“一个孩子翻着跟头，像车轮在转，真
好看！ 三个妈妈被他迷住了。 ”“
要思考三位妈妈说话的语气和动作等。
一个孩子唱
另一个孩子跑到妈妈
小朋友们很快领会了课文内容， 并以 着歌，歌声真好听。 ”“
表演的方式来回答问题。 第一个“妈妈”自 跟前，接过妈妈手里沉甸甸的水桶，提着走
豪地说：“我的儿子既聪明又有力气， 谁也 了。 ”
比不过他。 ”第二个“
妈妈”骄傲地说：“
我的
“最后一个孩子是怎么想的？ ”有小朋
儿子唱起歌来好听极了， 谁都没有他那样 友立即举手回答：他觉得妈妈特别辛苦，胳
的好嗓子。 ”第三个“妈妈”却不同，她谦虚 膊都痛了，腰也酸了，非常吃力，他就跑过
去帮助妈妈提水。
地说：“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
杨梅老师俏皮地说：“听到妈妈们谈论
看到这个孩子的做法， 他的妈妈在想
自己的儿子，我真好奇，我们就跟着妈妈们 什么？ 一直跟在后边的老爷爷心里在想什
回家，见见她们的儿子吧。 ”
么？
此时，PPT 上出现了第二幅画，场景对
杨梅老师鼓励小朋友们展开想象，并
应的是课文的 7—13 自然段， 三个妈妈打 大胆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
了水，拎着水桶回家去，老爷爷跟在她们后
“他的妈妈在想：我的儿子翻跟头和唱
歌比不过别人， 但是他知道帮助妈妈提
边慢慢地走着。
“这桶水重不重？ 你从哪里知道的？ ” 水。 ”“
老爷爷心里在想：只有这个儿子看到
“一桶水可重啦！ 水直晃荡，三个妈妈走走 妈妈提水很吃力，主动地接过水桶。 这是一
停停，胳膊都痛了，腰也酸了。 ”
个关心父母、体贴父母的好儿子。 ”……
“假如是你拎着这么重的水桶，你会有
“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老爷爷说只看
什么想法？ ”“真想有人来帮忙。 ”
见一个儿子的意思了吗？ ”
“看，妈妈们的孩子跑来了。 他们各自
“因为主动帮妈妈分担水桶的重量。 ”
有什么表现呢？ ”杨梅老师继续引导。
“
因为他不想妈妈太辛苦，主动帮忙。 ”
本报记者 彭静
孩子们结合图片内容在课本里找到了

多角思维

“
死亡”探讨
下午加餐后， 涵涵背着书包在院子里把我拦
住，神情焦急地问：“
老师，一百年后，会不会死？ ”
他好像是在担忧什么。 我蹲下来，把他的小手
握在手心：“宝贝，你问的是谁？ 是谁会不会死？ ”
他的眼神里布满着惘然，但很确定地抽回右手，
往自己的胸膛拍：
“
我，涵涵。”我凝视着孩子脸上僵硬
的表情和紧锁的眉头， 他似乎急需为此刻面临的问
题找到答案。 我沉思了一会，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
说：
“
宝贝，一百年以后，我和你都会死的。 ”
“
啊！ 为什么要死？！ 我不想死！ 我不能死！ ”他
的情绪有些失控，他极度地恐惧，并且不断地紧握着
我的手，一直追问：
“
老师，一百年之后，我真的要死了
吗？ ”
我在寻找着如何给孩子解释死亡。“啊，我不想
死，老师，一百年到了，我要躲到哪里去呢？ ”
我抱住他，紧紧地揽着他。“
宝贝，你放心，你现
在才四岁八个月，你现在过得很好，爸爸妈妈老师
都非常爱你。 一百年以后，也许不会死。 ”
“
啊！ 你说，我有可能不会死？ 这是真的吗？ 那
你刚才说我会死，是跟我开玩笑的吗？ ”
看来我们困在僵局里了。 我建议道：“宝贝，我
们再请教一下其他的老师，或许他们能给一个更明
确的答案。 ”他松了口气，“好的，你问了，然后再告
诉我，好吗？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恰好，转身我就遇到了丁老师。 我马上迎过去，
把刚才的情况跟她描述了一下。 丁老师和我一起来
到涵涵的面前。
“宝贝，一百年以后我们的身体会死的。 ”丁老
师带着笑容很坚定地告诉他：“你认为死是怎么样
的？ ”
“
可是，我不想死啊，我死了怎么办？ ”
“但是我们的精神永远都不会死。 你不想死对
吗？ ”
“
是啊，我不想死。 ”
“
身体会死亡，但是精神是不死的。 你认为你不
想死，你的精神就可以不死。 ”
“我不想死，我就可以不死了对吗？ ”他睁大眼
睛充满期待地问道。 我们都笑着点头：“是的。 ”
终于，他释然地走开了。
这个孩子只是在老师的语言里急切地寻找着
不死的确定，这对他就足够了。 对于儿童来说，死亡
作为感觉而存在。 一个孩子无论通过何种渠道致使
自己触及到“死亡”都会反映到自己身上，为什么自
己会消失了？ 死亡从不是老人或是直面死亡者才面
对的难题。 对于孩子来说，生与死被连接在一起成
孙瑞雪
为他们关心的基本问题。

剪纸大“
变身”

每个学生的发展都有无限的可能
性，在学好课本知识的基础上，教师还应
把学生带进更广阔的阅读世界， 引导学
生借助有深度和广度的阅读， 学会有效
的思考和表达。 因此，小学生的阅读，尤
其是“
整本书阅读”显得尤为重要。
依托课题研究，我初步探索出“整本
书阅读”的基本阅读模式。 具体为：教师
导读课——
—学生自主阅读——
—师生阅读
分享课——
—读后写作交流课——
—阅读实
践活动 5 个步骤。
以师生共赏《城南旧事》为例：选定
《城南旧事》这本书阅读后，我设计了《城
南旧事》导读课。 课上，我引导学生初步
了解文章的大概脉络， 选取学生感兴趣
的篇章段落读一读， 培养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
在自主阅读《城南旧事》这一环节，学
生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在书中圈画批注，也可以做读
书笔记，梳理出自己不理解的问题。 阅读后，学生填
写《城南旧事》自主阅读导学单，借助导学单梳理书
的脉络结构，对人物形成初步印象，提出自己的疑
惑。
课上，我关注导学单中学生的质疑，即“草地
里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如何评价他？ ”“宋妈到
底爱不爱自己的孩子？ ”等引发讨论，引导学生通
过品悟语言文字和有特点的描写片段，感受书中
人物的悲欢离合。
充分的阅读交流后，我引导学生用写作的方
式抒发自己独特的阅读情感。 学生在课上自己设
计书卡，采用画一画、写一写的方式记录阅读后
的感受并形成作品。
在学生充分阅读和写作后，我们又走进电影
世界，一起观赏影片《城南旧事》，进一步提升自
己的感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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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乐学

古文太极

4 月 12 日上午， 益阳市华德博才学校四年级明伦 27 班和六年
级 21 班学生通过老师的演示，慢慢掌握剪纸要领。 随着剪刀的“刷
刷”声，金鱼、小熊、兔子等动植物作品出炉，形象逼真。 该校从 2004
年创办开始就开展手工剪纸活动，剪纸艺术深受学生喜爱。
通讯员 曹国军

“
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人们熟知的国学
六艺， 如何让传统文化精髓扎根课程并让小学生
接受呢？ 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率先开设以剧、
乐、术、文、书、体为代表的六艺课程，让孩子们走
近国学。
六艺课程中的古文太极课程，行云流水的动
作、刚柔并济的招式，既展现了太极风采，又传递
了中华文化， 寻求的正是那一份气定神闲的气
质。 一套古文太极全程下来需要 ５ 至 ６ 分钟，
通常会微微出汗， 孩子们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学
曹阳
习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且行且思

中小学政治教学如何坚定“
四个自信”
岳阳县杨林乡中心学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不断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在中小学政
治教学中坚定“四个自信”，实际上是帮助
孩子们从家国意识层面认识“我是谁”“我
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的深刻人生道
理和政治道理， 成为在思想政治上和价值
观上健全的中国人。
那么， 如何才能在中小学政治教学中
坚定“
四个自信”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下述
几个方面着手——
—
从教师层面而言， 中小学政治教师要
加强对中国历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
习和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大量关
于“四个自信”的内容有着丰富的内涵，值
得将其运用到中小学政治课教学中。 对比

罗拾贝

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的辉煌成就， 可以更加坚定我们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从课堂教学层面而言，要讲清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讲清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并旗
帜鲜明地批驳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首先， 课堂教学要有广阔的视野。 例
如， 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
论、制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起来。 事
实上， 中国共产党自从革命年代以来一直
强调的许多原则， 深刻地蕴含着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神。 其次，课堂教学要重视“讲故
事”。 例如，通过长征故事、“
两弹一星”等有
关故事来阐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就更容易让学生们接受了。 再
次，课堂教学要有批判精神。 政治课教师应
当有理有据地批驳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
点， 从而坚定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心。

从实践教学层面而言， 要通过参观革
命圣地、 历史博物馆， 布置校园文化宣传
栏，组织征文比赛和手抄报比赛等方式，从
多方面塑造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中小学生教育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课堂
教学，必须树立“生活处处是课堂”的理
念。 老师可以通过参观革命圣地、革命博
物馆，组织学生到革命烈士陵园献花等活
动，让学生切身感受到今天的和平生活来
之不易；通过布置校园文化宣传栏，展示
当地、本校的名人事迹，让学生将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
信转化为对当地、本校的自信；还可以通
过组织征文比赛、手抄报比赛和家庭采访
等，引导学生思考“我的中国梦”“我最敬
佩的中国英雄”“听爷爷 （奶 奶 、 外 公 、外
婆）讲我国这几十年来的变化”等问题，让
学生在亲身参与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生
成对“四个自信”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