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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课堂
多角思维

“筷子兄弟”，学生喜欢用这个叫法称
呼我们的班本微课程（以班级为单位的特
色课程）。

事情缘于一次假日活动成果展示。 那
天，在一大堆颜色艳丽、形式繁杂的作品
里，一个小小的木筷水桶引起了大家的好
奇心。

“木筷水桶，是你自己做的吗？ ”拎着
粗糙但又新颖的小水桶，笔者走过去问水
桶的主人。

学生自豪地告诉笔者：“老师，是我自
己做的。 ”

“哪来那么多筷子？ 怎么做的？ ”好奇
的学生纷纷问他。

水桶的主人告诉我们：“我家对面有
个快餐店，门口经常散落着被人们随手丢
弃的一次性筷子，既浪费还煞风景。 于是
我和妈妈就商量着，把筷子捡起来清洗干
净，做成这个木筷水桶。 ”

变废为宝，即保护环境，还其乐无穷。
何不让全班学生一起来行动？

笔者和学生们在校内经过一系列调查， 发现
大家都十分乐于参加到“筷乐”主题活动中。

学生根据不同探究内容组成多个实践小组，
讨论并设计一系列活动，如“绿之名”小组探究筷
子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筷乐” 小组探究使用
一次性筷子对人身体的危害，“七彩筷子” 小组采
访人们对一次性筷子的认识， 其他还有探寻筷子
历史变迁、收集筷子材质种类、了解筷子的文化底
蕴等。基于调查和探究的结果，我们决定从自身做
起，杜绝使用一次性筷子。

我们以绿色行动为活动主题， 走入社区、街
道回收每一双被人们丢弃的“一次性筷子”。
但看着这一箱又一箱的脏筷子，怎么办？ 我们
打算赋予它们新生。 于是，回收、清洗、晒干、
挑选……再次生成多个合作小组，商讨下一步创
意制作内容，有的小组制作“筷子桌椅”，有的用
筷子模仿奥运会建筑物“鸟巢”，有的与废旧纸板
结合制作一系列“筷乐相框”……

学生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时刻记录下自己的体
验和感悟，汇成小报，整理成册，与人分享。这是一
趟属于每个学生的“筷乐”旅程。 学生们从中学会
珍惜，学会创新，学会合作，学会许多课本上学不
到知识和道理，学会全面地看待问题。

合作并不可能都一帆风顺。“筷乐拼盘”小组
内部产生不同意见而导致计划无法继续，“筷乐鸟
巢”也因为作品难度较大而常常遇到技术难题，此
时教师的正确引导必不可少， 而学生的榜样作用
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一个简单的“变废为宝”行动，到自成系统的
班本微课程， 一件件精美作品蕴藏着学生绿色之
梦，分享变成每个学生最大的乐趣。王珊珊 季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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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烘托 讲解法
对于小学高年级学生而言，侧面烘托的

写作手法已经不再陌生。 可举例讲解也好，
对比赏析也罢，总有部分学生不能领会其中
真谛， 常常出现画蛇添足或喧宾夺主的情
况。 为此，笔者颇费心思。

那天清晨，雨刚停，校园花圃内一片生
机盎然。 其中有几株橘黄色的金盏菊，长长
的茎托举着大朵的花，互生的叶片和顶端的
花儿遥相呼应，相得益彰。顿时，笔者眼前一
亮，计上心来。

上课铃声一响，笔者信步走进教室，手里
的纸袋装着两朵向园丁要来的金盏菊。 学生
见状，一脸狐疑，嘀咕声四起。 当笔者举出第
一朵金盏菊时，他们的注意力立马汇聚过来。

笔者抓住时机，开门见山：“谁能用自己
的语言描述这朵金盏菊？ ”

一番观察后，学霸小航“倏”地站起来，
大声说道：“我觉得应该从颜色、形状、香味
三方面来介绍！ ”

经小航这么一说， 学生们的思路瞬间

打开。
古灵精怪的小轩拔得头筹：“远看这朵

金盏菊是橘黄色的， 可近看花瓣正面是橘
色，反面是青中带黄，花蕊是金黄色的，颜色
很鲜艳，搭配也很自然。 ”

小涵用甜甜的嗓音介绍道：“金盏菊有
细长形的花瓣，还层层叠叠的，像一袭国标
舞的舞裙，华丽而大气，端庄而迷人。 ”

学跳拉丁舞的她竟然还了解国标，而且比
喻得如此恰当，笔者向她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老师，给我闻闻！ ”调皮的小远喊道。
笔者应声将花送到他的鼻尖前，他竟闭

上了眼，还深吸一口气，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然后， 他伸出小手仔细摸了摸几片花瓣，像
在鉴别某件宝物。 最后，他得意地说道：“花
香淡淡的，不使劲闻都闻不到。不过，花瓣柔
柔的、凉凉的，摸上去像绒布。 ”

见学生们个个都很投入，笔者赶紧拿出
第二朵金盏菊， 轻声问道：“你们发现了什
么？ ”

眼尖的学生抢答道：“这朵金盏菊有叶
子！ 刚才那朵没有！ ”

“那你觉得哪朵花更漂亮一些？ ”笔者趁
热打铁，将两朵金盏菊一同高高举起。

人小鬼大的小凡比较道：“第二朵花有
了绿叶的衬托，显得更加鲜艳了，看上去也
不那么单调了。 ”

“虽然两朵金盏菊都亭亭玉立，但第二
朵似乎更充满生机，更具有观赏感。 ”富有审
美观的小奕说道。

见时机已到，笔者小结道：“这两朵金盏
菊都很美，而有了绿叶衬托的这朵看上去更
加楚楚动人，引人注目。 ”

笔者接着点拨：“正如我们写作文时，红
花就好比你描写的主角，绿叶就是用来烘托
主角而进行的侧面描写。 这样，你的文章就
更加丰满，更加深入人心了！ ”

学生们恍然大悟，连忙点头。 在笔者的
安排下，学生们开始小试牛刀……

朱增明

另类

校内“观影”体验

近日，长沙高新区麓谷第二小学筹划许久的电影课程首次开课，观影活
动的检票工作、引导进场、秩序管理等，都由小朋友们一手操办。

据悉，从开始筹备，小朋友们就亲手制作电影票、安排座位、出售电影票，
每项准备工作都有条不紊，深刻体验了“职业”的概念。 该校计划每月开展一
次观影活动。 通讯员 周秋燕 陈思 李红玉

乐教乐学

在上海市徐汇区位育初级中学，老
师的“作业”比学生更多。 从 2013 年起，
该校推出了“校本作业”研究，学生做的
每一道题， 老师不仅要用规范的格式先
完成，还要把每道题为什么这么出，关系
到哪些知识点，写得清清楚楚。

“涉及核心知识点”“设计意图”“检
测点” ……在一页有关“相似三角形判
定”的几何作业设计上，虽然“例题”和

“跟进题”只有各两道，但是，老师的笔记
写得密密麻麻。除了解题步骤，老师特意
用红笔圈出， 要“培养学生有序思考问
题”。 每本这样的册子，都是集体教研的
成果，既让年轻教师迅速汲取经验，也促
使老教师与时俱进， 更避免了老师大笔
一挥、随意加重学生学习负担。

位育初级中学物理教师范其一上
课风趣幽默、点子多，被孩子们亲切地

叫做“其一哥”。“指甲钳究竟是省力杠杆还是费
力杠杆”“人体本身有杠杆吗”“你家的水费表上
有什么秘密” ……和生活紧密相关的原创习题，
有的改编自中考真题，有的来自老师巧思，受到
学生欢迎。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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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
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
而作文是最能集中反映学生语文素养的关键
所在。本人从事语文教学多年，多次指导学生
参加各类作文竞赛，屡获省市一等奖。在第十
八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少年向上·真善
美伴我行”主题教育活动中，我指导的学生陈
诗萱获国家级征文比赛小学组一等奖， 本人
也因此获得国家一等指导老师奖。 作文教学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但
本人在教学过程中感觉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其实诀窍就是将作文教学寓于每天的阅读教
学中。 下面就作文教学中的一点收获与大家
一起分享。

一、抓住阅读文章的题目指导写作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审题就是深入思考和

反复推敲作文题目（话题包括材料），以求理解
其含义，弄清写作的具体要求，确立写作中心，
确定写作范围和重点，确定下笔的角度及感情
抒发的基调，明确写作方式和方法的过程。 一
个好的题目能使文章增辉添彩。以小学 S版教
材四年级上册《倔强的小红军》为例：从文题中
就知道，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而且主人翁是

小红军，文章的中心是小红军的倔强。 我引导
学生先看作者是如何写，然后思考如果自己写
该怎样写？ 这样既激发了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同时也教会他们如何进行作文审题。

二、抓住阅读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指导写作
开头和结尾是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米

芾学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米芾是宋代著名
的书画家，他不但绘画有名，而且书法也很有
造诣。 ”这就是开头点明中心，总结全文。 每篇
文章都有不同的开头， 学生阅读的文章多，开
头的方法也就自然多了。 结尾也同样如此，学
生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结尾方法，作文结尾时收
束有力，自然运用得好，并能产生“言有尽而意
无穷”的艺术效果。

三、抓住阅读文章中的语言指导写作
语言在写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在阅读

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让学生对文中语言进
行学习和借鉴，引导学生从修辞的角度揣摩课
文中的精彩句段，并运用仿写、造句的方法进
行写作锻炼，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发展。

四、 以课文写作方法的特点为指导进行
写作

语文课标标准指出：“语文教学应为学生

的自主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写自
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物，写出自己对周
围事物的认识和感想。 ”但作为一名小学生，要
想提笔就写出一篇优秀的文章， 难度确实很
大。 课文的学习就给他们提供了范例，指明了
方向，明确了目标。尽管语言并不十分成熟，但
他们能掌握文中的写作方法，模仿作者的写作
思路，便可很流畅地表达自己的心声。

五、理解课文，续写故事
如果将阅读视为理论学习， 那么写作就是

实践。 许多课文的结尾意犹未尽，嘎然而止，为
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我善于利用这种
有效的资源，让课文为写作服务。如《神鸟》一文
讲述了依尔特戈尔可汗三次捉到神鸟， 神鸟却
通过讲故事的方法三次逃脱了。 神鸟分别讲了
猫、狗、乌鸦三个善良的小动物被错杀的故事，
刻画了三个忠于职守，勇于救人的形象。读了文
章后，我启发学生展开合理的想象，续写课文。
这样，既补充了课文内容，为孩子的想象插上了
翅膀，又丰富了情感，深化了课文的主旨。

六、教改诗词，拓展思维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诗的历史源远流

长。新课标指出：“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

字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 丰富语言积
累，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 ”学习古诗词，
既重在学，关键在用。 教师要善于抓住古诗的
精华，激发学生们学习优秀诗文的兴趣，并灵
活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引导学生去诵诗、歌唱，
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使其积极体验诗中蕴含
的情感，并能把这种水到渠成的情感用自己的
语言表达出来，使学生想象思维、创新意识得
到发展，语言得以锤炼，所学内容得到巩固升
华。 如在教小学 S 版教材《枫桥夜泊》时，我先
通过吟读，解释诗词，然后引导学生展开想象，
激发其写作兴趣，多数学生不到半个小时就能
写出一篇高水平的记叙文。

总之， 写作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难点，
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教师可以将阅读教
学与写作相结合，通过阅读能力的提高促进小
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要
想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就需要激励小学生大
量阅读。 将作文教学寓于阅读教学中，把抽象
的作文教学具体化了，学生有据可依，有理可
循。 学生学得轻松，写作起来游刃有余，何乐而
不为呢？

衡阳市雁峰区环城南路小学 周常春

浅谈如何将作文教学寓于阅读教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