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行且思

“非遗”课程是近年来不少学校都关注和
开设的一类课程，我校根据校情和地方文化特
色也开设了相关课程，“竹篾编织技艺”课程便
是其中之一，年过 70的老人许正阳是这门课程
的导师。

竹篾编织是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工
艺，是一项细致活，讲究手上功夫，需要制作者
拥有足够的耐心。 举止活泼的小学生能够坐下
来安安静静地学习吗？ 如何让学习有条不紊地
进行成了笔者的心病。

第一次课，许正阳老人带领学生走进大自
然，学生置身青翠竹林，听许爷爷讲砍、锯、切、
剖、拉、撬、编、织、削、磨等篾匠基本功，学生全
神贯注的模样让笔者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第二次课，许正阳老人教学生利用细软的
篾条编织竹篮。 当学生听到要将竹篮当作礼物
送给家人时，一个男生大声说：“爷爷，能不能
编其他物品？ ”话音刚落，教室沸腾起来，学生
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编蜻蜓，有的说编文具盒
……许爷爷忽然大声咳嗽， 教室瞬间安静了。
学生们看看许爷爷， 又看看站在一旁的笔者，
眼神里流露出不满。

笔者问学生：“你们不喜欢许爷爷吗？ ”
“不是。 ”“既然不是不喜欢，为什么在课

上吵闹？ ”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很喜
欢许爷爷，只是有的同学不想编竹篮，想编更
有意思的物件，比如中国结。 ”

其他学生表示赞同， 这时许爷爷犯了难：
“我不会编中国结怎么办？ ”

笔者一下子怔住了，不知如何收场。 幸好
学生严翱芸表示用红绳编织过中国结，许爷爷
也提议与严翱芸一起教大家尝试用篾条编织
中国结。

严翱芸有些胆怯， 许爷爷走到她身边，拍
拍她的肩膀说：“我这个老头也想赶时髦，学编
中国结。 ”其他学生也大声喊道：“请小严老师
上台！ ”

在大家的鼓励下，严翱芸走上讲台。 篾条
在严翱芸手中穿错交织，教室里鸦雀无声。 由
于篾条与红绳质地不同，严翱芸时不时停下来
思考，这时许爷爷会与严翱芸小声探讨如何解
决问题。

不断尝试后，竹篾中国结有了模样，有的
学生在圆润光滑的中国结上绘上精美的图案，
还有的学生在中国结上刻了诗句……许爷爷
说，学生为他带来了最新设计理念，做出了更
符合当下生活潮流的竹制品。 学生们还设想帮
助许爷爷创立自己的品牌在网上售卖，让更多
人感受竹篾制品的美。

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课程没有按章办事，
但是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却调动了学生的热
情，让课堂散发出更迷人的味道。 贺静

老匠人“师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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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攻略

乐教乐学

师：同学们，我们已经写过几次微童话
了。 你们知道在写微童话的时候，有几个重
要的方法是什么？

生：追问、倒着编、误解、意外……
师：接下来，听老师读一篇作家的微童

话，边听边回答问题。 故事现在开始：“苍蝇
吃了脏东西，肚子痛，倒在地上，挡住了小蚂
蚁的去路。”猜一猜，倒在地上的苍蝇遇到蚂
蚁，结果会怎样？

生 1：蚂蚁吃了苍蝇。
生 2：蚂蚁从苍蝇身上翻过去。
生 3：蚂蚁救了苍蝇……
师：刚才同学的回答，哪一种有些意外？
生：（齐声）第 3种。

师：好！ 我们继续往下读，“小蚂蚁动动
触角，咬了苍蝇一口，急急忙忙跑走了。 ”如
果，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好玩吗？

生：不好玩，没有意思。
师：对呀，故事要有“误解”，有意外，才

能吸引读者。 我们继续读：“一会儿，一条黑
线从墙角洞里爬出来，越来越长，把苍蝇捆
了起来。是小蚂蚁！它引来伙伴，齐心协力把
苍蝇抬进洞里去了。苍蝇会有危险吗？”听到
这里，你觉得苍蝇有危险吗？ 结果会如何？

生 1：被蚂蚁吃掉了。
生 2：苍蝇飞掉了。
生 3：苍蝇死了。
……
师：你们的每一个答案，都可以成为这

个故事的结尾。 那作家是怎么写的呢，我们
来读最后一句：“不不不，那是医术高超的蚂
蚁急救队，在救苍蝇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
了这个故事的结果， 你一定感到特别温馨，
多有爱心的蚂蚁啊！ 那么，我们人类有没有
这样温暖的故事？

生 1：有的。 比如，一个人遇到困难，有
人去帮助他；有人摔跤了，会有人去帮助他。

生 2：
有的。 有
一 次 ， 我
看到发生
车祸， 救护车很
快就来了……

师：对啊，童
话故事在生活中
是有原型的。 生活中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童
话故事里。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完整的微童
话———蚂蚁急救队：

苍蝇吃了脏东西，肚子痛，倒在地上，挡
住了小蚂蚁的去路。 小蚂蚁动动触角，咬了
苍蝇一口，急急忙忙跑走了。一会儿，一条黑
线从墙角洞里爬出来，越来越长，把苍蝇捆
了起来。是小蚂蚁！它引来伙伴，齐心协力把
苍蝇抬进洞里去了。 苍蝇会有危险吗？ 不不
不，那是医术高超的蚂蚁急救队，在救苍蝇
呢。

师：小结一下，童话要有意外，有误解，
故事才好玩，才能吸引人。今天，我们来写一
个微童话，也要做到这一点哦。

陈秀萍

苍蝇遇上蚂蚁，结局如何

油 菜 地 觅 写 作 素 材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就像是一位不会
说话的老师。 幼儿园的环境创设更是作为一种
“隐性课程”，在开发幼儿智力、促进幼儿个性
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教育作用。

长沙高新区中心幼儿园金南园的老师们
运用树枝、鸡蛋托纸、鹅卵石、纸张、颜料等材
料，大力开展环境创设。 所有的手工艺品和布
置都围绕孩子们的特点而展开。 希望让孩子们
感受到美的同时，激发幼儿探索兴趣，引导幼
儿形成环保意识。

在该幼儿园一楼的教室内，老师们有的负
责在纸上画好图样， 有的负责裁剪和粘贴，有
的正在鹅卵石上绘画， 有的运用橡皮泥做造
型；在楼梯间，几位老师一手拿着纯白的面具，
一手拿着毛笔沾上颜料， 绘制丰富多样的脸
谱；还有几位老师忙着给树枝上色，给塑料花
染色，并一一粘贴，制作专属的“十里桃花”。

二楼过道，几位老师正在墙壁上为孩子们
设计“小汽车赛道”，一个展示设计图，一个现
场操作，一个负责校准角度和路线，配合得非
常默契；

三楼大厅，老师们手握毛笔，把该幼儿园
所倡导的礼仪，书写在墙壁上，礼仪教育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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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 涟源市第二课堂培训学校在涟源市桥头河中心小学
开展“春风和畅艳阳天，佳韵诗词进校园”公益活动，老师们不仅讲授
如何写作文、写诗词，还把课堂搬到野外，带领孩子们去附近的油菜
地体验生活，了解油菜花的结构，积累写作素材。

通讯员 张扬

现代课程把教学目标定位在知识和
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三个角度， 这就要求教师一方面必须从
这三个角度去研究教材和体会、 开发教
学目标，提高对课程的整合能力；另一方
面要结合学生各自的特点， 根据其体验
与感受， 注重学法指导和学生学习习惯
的养成。

针对现代课程提出的新要求 ， 以及
感受性学习的需要， 教师必须实施与之
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感受性教学。 在
感受性教学中， 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中心
和主宰一切的知识权威， 而是教学的设
计者、引导者和参与者。 教师与学生在教
学过程中是平等的， 教学过程是师生之
间交流和沟通的过程。 在新标准中，有些
目标是明确提出的，例如知识的目标；但
也有些目标并不是明确提出的， 例如能
力的目标 、方法的目标 、情感的目标等。
这就需要教师去开发这些目标， 开发的
目标一方面要符合课程的要求， 另一方
面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特别是心理
发展的实际情况。 因此教师要研究教材，
还要了解和研究学生， 不仅要研究学生

的知识、 能力基础， 还要研究学生的心
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教师要根据教学的目标组织学生的
学习活动，首先，活动的目标要指向教学
的目标。 活动是为学生实现教学目标去
经历、体验而设计的，不是为了活动而活
动，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展示，活动的设计
要具有连续性、和谐性。 其次，要注意开
发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教育资源，使学生
真正走进活动并亲身体验。 教师要深入
学生及其家庭、社区，对于这些教育资源
做到心中有数。 再次，由于学生之间存在
着个体差异， 不同的学生会在不同的活
动中有不同的体验， 所以应当尊重每一
位学生的不同体验，不必统一认识，教师
的体验也不应成为“标准答案 ”，不要把
自己的体验强加给学生。 正如“树上有十

只鸟，一枪打死了一只，问树上还有几只
鸟”的答案不是唯一的“全飞了”，而是有
多种答案，因此，教师不能禁锢学生的体
验， 让学生体会到“打死了一只挂在树
上，树上有一只鸟 ”或“打死了一只掉在
地上，但树上还有三只小鸟不会飞，因此
树上还有三只鸟” 等等多种答案都是有
可能的。 教师不宜过多追求学生体验的
行为表现， 而是要更多地关注学生是否
积极、主动、全面地参与。

反思性活动与体验性活动一样是学
生的主动性活动， 教师应怎样引导学生
在领悟、自省、交流和讨论过程中进行比
对呢？ 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比对要有机地融合在学生的体
验活动中，要抓住时机进行引导，促进学
生反思。 例如，在教《愚公移山》一课时，

学生会问：“山挡住了愚公的家门， 可以
搬家嘛， 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和那么
大力气去移山呢？ ”这时教师就应及时引
导学生讨论：“山挡住了家门可以搬家，
也可以挖山，而且搬家更容易，可作者为
什么要这样写呢？ ”以此引导学生体会文
章是要赞美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 从而
真正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二、比对的结果往往不会很快外显 ，
它是一个内省过程， 是一个知识重构过
程，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教师在教
学中不要急于获得一个自认为“满意”的
结果，更不能以自己的认识、想法去规范
学生，追求统一。

三、与感受一样，比对也是因人而异
的， 不同学生反思的方式和反思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除了内容指向的不同，其深
浅度也会不同， 教师不应追求统一的认
识和统一的结果，只需对学生予以引导，
而不要对学生的反思进行评判。

总之，只要真正做到精心设计 、科学
引导和积极参与， 现代课程的课堂教学
一定会更加精彩， 广大教师也能从中提
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邵阳市洞口县马安中学 杨大桥

精心设计 科学引导 积极参与
———浅谈如何努力适应现代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