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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教材“全科”变脸
在当下中国的基础教育界，谈到课程改
到了三年级，学科逻辑加深，原本的包 “虫”画到了极致，各种“球迷虫”“超级英雄
革，“小学全课程” 无疑是避不开的一个热 班授课制就不再适用了。 根据学部实际情 虫”“机械虫”轮番上场，充分调动了孩子们
词。
况，三年级的全科教学采用大主题式，分为 的想象力和色彩搭配能力； 而体育课上，老
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一年级的全科教 月、虫、草木等几个大主题课程。 围绕主题， 师设计的贪食蛇、 蝴蝶游戏大受孩子们喜
室，一群热情的孩子七嘴八舌地介绍他们的 各个学科首先要找到自己学科适合切入的 爱， 这些游戏不仅培养了学生组织能力，也
蚕宝宝：最近又长了多少厘米、食量如何、处 教学内容，制订课程实施行事历，以主题式 通过让他们思考规则在游戏中的意义，培养
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于第几期……关于蚕，每一个维度的话题都 课程下的学科教学为方式进行教学。
比如“草木”课程：
可以引爆他们的激情。
比如“
虫”课程：
数理科学课上，学生们称量了蔬菜的重
在一、二年级，该校采用的是由两名老
数理科学课上学习高度、长度、厘米的
师包班的全科教学模式，即一名老师完成语 概念，学习动物的基础知识，组织养殖活动， 量，这是在学习“克”和“千克”，还通过比一
文、英语、国学、思品等人文语言类的国家课 教会孩子观察、记录；人文语言课可以学习 比学习了折线统计图的绘制，同时，学校开
程的整合，另一名老师完成数学、科学的融 有“虫”字偏旁的字，阅读与“虫”相关的书， 辟菜园，孩子们种植、观察，做了许多的自然
合，而音乐、美术、体育学科还是由专门的老 开展与“虫”相关联的英美文化探究；音乐课 笔记；人文语言课上，孩子们通过认识植物，
也不闲着，音乐老师搜集了许多与“虫”相关 创作热情高涨， 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故
师负责。
包班初始，老师们把一二年级的教材进 的音乐素材， 让孩子们一起感受小提琴、大 事；美术课装扮一根树枝，体会各种配饰和
行删减、重组，然后将学科内部相关联的内 提琴、钢琴的强大表现力；书法、舞蹈形体课 色彩带给它的改变；当然还有音乐课、体育
容进行跨界、融合，以打通学科之间的逻辑， 探究、书写、创造“虫体字”，用肢体来模仿 课……
“
虫”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美术课更是把
促进学生思维的横向发展。
王慧

教学攻略

刷新考试认知

课堂“
插曲”
令人难忘

日前， 岳阳市岳
阳楼区岳城小学伏羲
班的孩子们迎来不一
样的期末检测， 测试
的科目包括经典吟
诵、书法、器乐、武术
和习劳。 此次测试并
不给学生们打分、排
名次， 而是立足于发
现他们的优点与不
足， 测试结果将针对
性地运用到假期，哪
样不好补哪样，这样一来，每个孩子就有了各自不同的暑假作业，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做到“
因材施教”，同时，孩子们用开心和快乐刷新了人们对考试的认知。
通讯员 唐忠明 刘志恒 黄胜

近日，有机会观摩特级教师薛法根老
师执教《诚实与信任》一课。
在课堂教学中，有一个环节令人印象
深刻。 薛老师在引导学生准确认读和理解
生词后，揭示课文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就在听课者认为接下来
老师要带领学生走进这则故事内容时，老
师却问起学生对布鲁塞尔“撒尿小孩”知
道吗？ 在大多数学生都摇头的情况下，薛
老师给全班同学讲起了布鲁塞尔“第一市
民”小于连撒尿熄灭炸药导火线，救下整
座城市的故事。 老师娓娓道来的讲解，前
后用去近两分钟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时，
学生都在认真倾听着这一则与本课学习
没有一丝关联的故事。
从本课的内容学习来看，这一则故事
无疑令人觉得没有讲的必要，但薛老师认
认真真地讲了。 通过这一则故事，学生知
道了布鲁塞尔的一段历史，启发学生有关
随机应变处理事务的智慧以及内心民族
情感的播种，可谓一举多得。 而这些，不与
这一篇课文内容有关，却与学生的语文学
习有关。 着眼于学生语文整体能力的发
展， 这样的课堂插曲不也是实实在在的
“有用” 的吗？ 正因为有这样的课堂小插
曲， 才让学生的语文学习不那么正襟危
坐，让课堂学习有了弹性，有了空间，有了
趣味，即便时间流逝，仍能让学生回味其
中的美好。
其实，像薛老师这样令人难忘的课堂
“
插曲”还有很多。
在教学《黄鹤楼送别》一课，在介绍武
汉著名景观黄鹤楼时，老师用了近 5 分钟
向学生介绍唐代崔颢题诗黄鹤楼，李白望
诗兴叹，后来在南京凤凰台仿写崔颢诗的
故事；在学习《春联》一课，老师跳出课文
讲春联的声律美与对仗，讲起解缙与财主
智斗对联的故事，其中“家藏万卷书常用，
门对千竿竹短无”的添字联让全班学生哈
哈大笑；在教学《少年王勃》一文，与学生
讲的首先是文中阎都督力推自己女婿孟
学士给滕王阁写序的故事。 以上 3 例，每
一例的教学似乎都与课文学习本身无关，
可如果细细思考，我们却能感受到这样的
课堂中，学生有别样的体验与收获，也许，
这同样是我们语文学习的组成部分，语文
学习的美好也会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与
学生的生命不期而遇。
张晓华

多角思维

4 道题掌握二元一次方程组
笔者听过一节数学习题课，是讲“二元
一次方程组的解法”，教师在黑板上板书了
4 道题，点名 4 个学生到黑板上做题，其他
学生自主完成，用时 12 分钟。 之后，学生用
6 分钟小组讨论，分享做题的收获，探究做
题中出现的问题。 然后， 教师点评这 4 道
题，聚焦了学生做题的步骤，并对其中的一
道题进行了重点讲解。 此时，离下课还有 8
分钟， 教师又点评了当日午练中的两道难
度较大的题目。
这节课上，有自主学习，有小组讨论，
有合作探究，也有教师的点评精讲，形式上
符合新课堂的要求。 但细究课堂流程，学生
讨论流于形式，自主学习、合作交流、展示
分享等课堂教学形式为完成 4 道习题的
“教学任务”服务，课堂围着“教”来转，课堂
改革成了“教”的改革。
这不是课改中的理想课堂， 但这样的
课堂不在少数，究其原因，还是没有深刻把
握“课”改的本质。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
方式的变革才是课堂教学改革的唯一目
标，教师教学方式的变革，只是达成这一目
标的手段。 当然，这个手段非常重要。
同样是一节数学习题课， 当笔者走进
教师刘雅琴的课堂，景象大为不同。
刘老师也是用这 4 道题上课， 所不同
的是让学生学会解题的同时，刘老师借由 4
道题发现学生的思维障碍点、知识困惑点，
并带领学生自主破解， 最终掌握解决二元
一次方程组的程序性知识。
上课伊始， 刘老师与学生用 2 分钟回

顾了代入消元法、 加减消元法的解题方法
和步骤，并比较了两者的异同。 接着，刘老
师开始了一系列追问：拿到题就做吗？ 学生
们回答：不是，要观察。 如何观察？ 学生们接
着回答：竖着看，并列举了几个例子。 刘老
师说：空口无凭，做题为证。 于是，刘老师给
出了第一道题，6 个小组各有一个学生到黑
板上板演，其他学生自主完成。 7 分钟后，见
大部分学生做完，刘老师便追问：为什么有
的同学没有做完？ 在哪里卡住了？ 刘老师继
续引领：6 位同学的做法一样吗？ 哪里不一
样？ 哪个方法更简单？ 继续追问：方程 1 和
方程 2，谁减谁，一样吗？ 哪一步容易出问
题？ 学生的问题在不断追问中暴露无遗，思
考在追问中不断深化，问题在追问中破解，
知识在追问中完善。
解决第一小题，竟然用时 22 分钟（含
学生做题时间）。 接着，做第二小题，并在完
成后，刘老师进一步追问总结：看到一个方
程组，如何用“
适当”的方法求解？
到了这里， 解决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程
序性知识基本落地了，于是，刘老师安排做
第三、第四小题。 此时，离下课还剩 12 分
钟。
学生做题的速度明显加快。 3 分钟后，
刘老师见大部分学生已经完成， 便发出了
提示：没有完成的同学不做了，在小组内交
流，到底在哪里卡住了？
各小组讨论热烈， 问题在讨论中得到
解决， 刘老师让几个学生分享了自己解决
问题的收获。
赵桂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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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纯粹之教育， 内容应贴近孩童
的生长需求， 进程须符合生命的成长规
律——
—二十四节气文化课程便是如此。
从立春到立冬，从小大暑到小大寒，节气
循着自己的步伐款款而来，且不惊不扰。
一如我们的教育，循着生命的节奏，我们
该在课程的路上不断思考：以诗词为心，
以自然化情，以民俗悟本，以成长循迹。
以诗词为心。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内
心情感始终与节气变化息息相关， 今天
的我们，践行二十四节气课程文化，应以
诗词为心。
例如， 如何让孩子们立刻了解“惊
蛰”这一节气？ 宋朝张元干的诗《甲戌正
月十四日书所见来日惊蛰节》 就是不错
的文本——
—“
老去何堪节物催，放灯中夜
忽奔雷。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蛤蟆也出
来。 ”何为惊蛰？ 仲春时节，天气回暖，春
雷始鸣，“
惊醒” 了蛰伏于地下冬眠的动物。 于
是，当孩子们口中吟诵着“一声大震龙蛇起，蚯
蚓蛤蟆也出来”时，惊蛰节气所代表的生命动作
也栩栩如生。
以自然化情。 古人把每一节气平分为“三
候”，五天为一候。于是，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
细腻地在他们眼中枯荣、游走。 以自然化情，便
是走出我们的格子教室， 让孩子去真切感受节
气的生命。
例如，白露节气，天气转凉，水汽在地面或
近地物体上凝结而成的水珠，谓之白露。 因此，
老师可以带着孩子们清晨采集露珠， 让孩子们
摸一摸，体验仲秋清晨的温度，在不同的植物上
又有什么变化？ 白露茶如何制作？ 孩子们观察
了、体验了，便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或图
画、或文字、或表演、或制作……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
以民俗悟本。“
冰上走；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河开八九雁
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
以前，冬至一早，孩子们就会在院子里围成
圈，拍手唱完《九九歌》。 我们现在的孩子，依然
可以在冬至日后，吟诵着《九九歌》，在自己的书
桌前、窗台下，画下这样一枝梅、写下这样一排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这漫漫长冬，从此便有
了诗意的等待。
以成长循迹。二十四节气文化，蕴含着成长
的力量。 节气课程就是抓住了节气的自然本质
与儿童率真的契合点。
比如，对于节气文化的理解，低年级孩子与
中、高年级孩子的目标必然是不同的。 例如，之
前提到的“
白露” 节气课程， 低年段就可开展
“
‘摸摸’露珠，体验白露清晨的温度”以及“观
察、记录草丛中露珠的变化”课程；中年段孩子
可以开始于诗词的吟诵中慢慢体会节气的变
化，去观察物候的变迁；高年段孩子则可以试着
去做“
白露茶”，去学习“白露”后面的民俗文化。
……
以上仅为笔者之思考。而思考于此，更觉二
十四节气课程文化建设，长路漫漫。
黄珺

乐教乐学

试验大自然
在瑞典，2 岁多的小班学生最初学的单词
除了“
你好、谢谢”以外，都是森林里的植物及野
果的名称。在夏天，每星期中有两天需要老师带
着小宝贝们到森林里玩耍或做小试验。例如，在
地上挖几个坑，分别将塑料袋、纸、玻璃、香蕉皮
等埋入， 过了几个星期后再挖出来看看发生了
什么变化， 据此对小孩讲解土地可以或不可以
吸收哪些垃圾。像土地不会吸收玻璃，而且还会
伤害到人和动物，所以不可乱扔玻璃垃圾。瑞典
的环境建设搞得那么好， 这与自身从小受的教
育是分不开的。
易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