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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你用绳子在捆什么呢？ ”“我在给布扎捆，我想染一
只漂亮的孔雀，待会点上漂亮的颜料，我的扎染就做好啦！ ”近
日， 在长沙高新区金桥小学， 美术社团学生能力测评拉开了序
幕。 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挂满了展厅内外，展厅内的亲子扎染活
动区域十分热闹。

此次美术社团汇报展现了社团课程育人的丰富成果， 也为
学生多元能力考核提供了优秀范本。 除了美术社团，该校的羽毛
球、足球、篮球等 17 个社团汇报活动也将陆续进行。

通讯员 詹垚

《食物链》 一课是二年级主题单元
《动物》中的系列活动之一。《动物》单元
中，授课教师选取的聚合概念是变化、联
系和相互依存。 在探究人与动物的关系
时，有学生提出“我们人类不该吃鱼，我
们要保护鱼”，但是这一倡议也引发了其
他学生的质疑，“如果不吃鱼， 鱼就会快
速繁殖，破坏环境”。那到底该不该吃鱼？
这就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辩论。

师：同学们，通过探究你们觉得人类
该不该吃鱼？

生 1：该吃，如果不吃的话，这些鱼
就会增多，它们就会吃许多的小虾小蟹，
小虾小蟹就可能灭绝了。

生 2：以前觉得不该吃，觉得它们很
可怜，现在觉得该吃，但我们不能吃太小
的鱼，那些小鱼是要放生的，不然鱼就没
法长大繁殖了。

生 3：是的。 渔民伯伯的渔网都是一
个孔一个孔的， 特别小的鱼会从孔里逃
走，捕上来的鱼是可以吃的。

师：同学们，刚刚你们提到一些新奇
的想法。 下面请大家思考， 我们和鱼之
间，鱼与小虾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生 4：鱼是我们的食物，小虾是鱼的

食物。
生 5：我们吃鱼，小虾被鱼吃。
师：是的，我们人类把鱼吃了，反过

来改成“被字句”怎么说？小虾被鱼吃了，
改成“把字句”又该怎么说？

生 6：鱼被人类吃了。
生 7：鱼把小虾吃了。
师：同学们，像小虾、鱼、人类之间这

种吃与被吃的关系，我们称为“食物链”，
用箭头的形式表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
小虾→鱼→人类。

师： 同学们， 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话
题，再来观察这条食物链，如果人类突然
不吃鱼了，鱼的数量会怎样？

生 8：鱼的数量会增多。
师：然后呢？
生 9：小虾会减少，甚至灭绝。
师：继续思考，小虾灭绝了，会造成

什么影响？ 它们是靠什么生活的？
生 10： 小虾吃一些海里的小虫子，

叫浮游动物， 那样的话浮游动物就会增
多。

师：你很博学，海里的浮游动物增多
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它们是如何生存的？

生 11：它们会去吃海藻、水草，海藻

和水草被吃光了以后， 海洋里就没有植
物了，氧气就会减少，可能许多动物就会
死亡。

师：是的，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生态系
统， 任何一个环节受到破坏都会造成失
衡。

师：在同学们的补充下，我们的食物
链更丰富了， 不再是单纯的三种生物之
间的关系了，谁能根据刚才的讨论，把食
物链完善一下？

生 12： 海草→浮游动物→小虾→
鱼→人类。

师：同学们的智慧是无限的，下面进
行小组讨论，如果人类疯狂捕杀鱼类，会
造成什么后果？

……
师：你们的讨论非常热烈，通过对这

两种情况的分析，你们有自己的观点吗？
你们认为“生态平衡”应该怎样维持？

生 13：我觉得生态平衡就是像人吃
鱼一样，吃得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正好。

生 14：我觉得生态平衡就跟天平似
的，一旦偏了就不好了，而且许多时候这
种平衡都是人类打破的， 因此人类要保
护环境、爱护动物。 韩彩

以“该不该吃鱼”趣探食物链 “国际范”校园里还能种菜？ 近日，深圳市龙
岗区外国语学校的“未来农业科学馆”瓜果丰收，
不时举行的采摘活动让师生和家长们体验了多
次“都市农夫”的乐趣。

“未来农业”不仅仅是无土栽培，在该校的
“未来农业科学馆”，红皱生菜、小辣椒等都是用
营养液和灯光控制其生长。 在低年级亲子活动
时， 孩子们对老师抛出的“植物工厂蔬菜安全
吗？ ”“无土栽培的蔬菜可以直接吃吗？ ”等问题充
满了好奇。 在亲自体验了种植和采摘之后，“原
来，植物离开了土壤还可以生长”这个新的发现
让孩子们对未来农业赞叹不已。

高年级的观察笔记活动中，学生们手绘的 50
多幅植物图惟妙惟肖。 不少学生的作品中不仅有
植物整体外形图、叶片细节图，还有花、果实等部
位的特征细节图、植物关键特征的文字标注说明等。 这可
都是他们在 1 个小时内完成的。 活动中，学生会选择 1~2
种植物作为观察对象，并按照从植物的整体外形到细节特
征的观察顺序，做好“手绘”记录，之后自由创作。

“未来农业科学馆”是该校的课程宝库。学生们可以零
距离体验全球最前沿的植物工厂种植技术； 参与蔬菜、瓜
果、中药材和花卉等植物种植；学习绿色无公害蔬菜相关
知识；参与寒暑假“亲子菜令营”活动；师生和家长们还不
时一同采摘馆里的新鲜蔬菜，制作成蔬菜沙拉共享。 学校
还在筹划“未来农业科学馆”的植物相框活动，个别老师的
作品已经展出，学生的活动也将逐步开展。 此外还有自然
记录、自然艺术等系列活动正在规划中，相关老师也在开
发更多课程，丰富该校的课程体系。

该校已初步构建了“综合、开放、系统”的“玉兰花”特
色课程体系。 目前，“玉兰花”课程图谱共有美思、美和等 6
个课程群，共 100余门校本拓展课程。“未来农业科学馆”
课程体系是该校近两年着力推进的课程开发项目。

刘丽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读到了同事李老
师给本班学生（小学三年级）写的期末评语，
惊喜又感动。这些评语结合学生平时的行为
表现和特点，从小事情、小细节入手，没有空
话、套话，如同一篇篇优美的散文。

先看她给一个名叫千月的女生的评语：
亲爱的千月：
你是温暖的姑娘———不给别人惹麻烦

是一种特别难得的教养，你做到了。
你是安静的姑娘———沉浸在书籍的世

界里，想必你已经从书中找到了很多的乐趣和甜蜜
吧！

你是善良的姑娘———你温和、谦让，总能给周
边的人带来美好，为同学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你是好学的姑娘———老师布置的任务你总能
独立自主又高效地完成，相信这样认真的态度会让
你逐渐成为更好的自己。

“真人不露相”这句话用在你身上最合适了。 在
你文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勤奋、努力、上进的心，
戏剧表演中，哪怕你只扮演小小的角色，也能让我
们印象深刻。 你的写作有真情实感，又不乏风趣幽
默……谢谢你为我们的班级带来那么多的美好。

这些评语把一个内敛而文雅、勤奋而好学的女
生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生动细腻。 再看李老师给
一个名叫宇行的男生的评语：

亲爱的宇行：
三年级过去一半了， 你也有了很多的变化，比

如你和小伙伴们玩得越来越好了，这都得益于朋友
之间的谦让和包容， 让你们之间少了很多矛盾，多
了很多快乐时光。 你给大家带来的欢乐那么多，能
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本领
哦！ 老师都开始羡慕你的机智幽默了！ 这学期看到
你一本正经、认真写字的样子，老师甚是欢喜，如果
你能一直保持住，并且说到做到就更完美了。 在课
堂上回答问题时，你讲话总是伴着生动的表情和手
势，声情并茂还直中要害，这点老师还要向你学习
呢！ 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你未来能成为
一名教师，肯定所有的学生都会喜欢上你的课。 到
那时或许我还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面对写作业磨
蹭、字迹还不太好看的学生，你会怎么办呢？

从评语中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有点顽皮的男
生，身上有些缺点。 教师评语中没有批评指责，没有
空洞说教，只有真诚鼓励、循循善诱和巧妙引导，相
信该生看了李老师的评语，内心会有所触动，会努
力改掉缺点，变得更加优秀。

刘跃

学生有成长才是好课
近日，在一次赛课活动中，笔者观摩了两节语文课，两

位执教老师课堂教学的设计理念，在当下也许很具有代表
性。

案例一：徐老师执教的五年级《郑和远航》一课。 上课
伊始，复习课文讲的三件事：扬帆起航、友好交往、战胜凶
险。紧接着，教师让学生聚焦在第三件事“战胜凶险”上，并
要求学生找到与郑和相关的关键词，再运用关键词，通过
想象的画面来说一说这部分内容，练习复述课文。 学生先
自由练习，小组交流，再全班交流。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选
择另两件事中的一个场景，再次练习复述。

这节课的教学重点，就是让学生学习复述课文，在教
学设计上体现了教师的大胆创意， 让听课老师都眼前一
亮。可是，在教学方法的突破和教学内容的取舍之中，笔者
却有这样三点疑惑：一是复述课文，首先需要学生进行怎
样的文本语言积累呢？ 二是作为小学五年级学生，抓关键
词来复述，能让他们在这节课上有所“得”吗？笔者以为，用
几个关键词把故事讲出来，并没有带给学生新的学习生长
点；忽视了五年级学生的真实学情，学生并没有得到在原
有基础上的提高，教学只是原地踏步。 三是教学设计的核
心指向是什么？ 作为一节比赛课，本课执教者更多考虑的
是教学另辟蹊径，让听课者眼前一亮，却没有关注五年级
的学生在学习这一篇课文时，他们可以获得哪些益处。

案例二：刘老师执教的六年级《孔子游春》一课。 上课
伊始，教师出示三组词语：桃红柳绿，绿草如茵；司空见惯，
意味深长；情不自禁，手舞足蹈。 练读后，教师请学生选用
部分词语说一说课文的内容，同时回顾课文所写的“赏景、
论水、言志”三件事。接着，聚焦于课文中孔子论水的语段，
让学生将自己体悟或者联想到的问题在书中写下来。 然
后，老师带领学生逐句学习，抓住文中词句，引导学生细致
品味，启发学生想象，帮助学生真正读懂孔子为什么说水
“有德行、有志向、有情义、善施教化”。在学习过程中，串联
起课文第一部分“赏景”内容，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启发
学生理解课文；接下来，老师又引导学生发现这一段中句
子的表达方法，并练习补充句子。学生在交流中，明白了第
一段末尾省略号的含义。接下来教师带着学生讨论“论水”
这一借物喻理的写法。最后，联系课文第三部分内容，引导
学生体会文中言志与论水之间的关系。

虽然在教法上， 后一堂课给人的印象似乎“不够出
彩”，但在课堂上，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真实的提高。

张晓华

“请加入我的战队，我可以教
你在演讲中更好地控制全息和换
气。”“请选我作导师，我能教你说
相声”……最近，一场别开生面的
“抢人”大战在浙江省温州市南浦
实验中学八（11） 班教室打响，6
位学生导师开出一个个诱人的条
件，争取学员加入自己的队伍。这
是该校拓展性课程“我是演说家”
的课堂缩影。

该校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表
达能力，语文教研组在 2015 年 9
月开发了“我是演说家”课程。

学生自己出题、选导师，然后
组建战队两两 PK。相声、小品、脱

口秀、辩论赛、演讲……很快，每
周的表达课成了学生们喜爱的口
才大擂台，各类节目轮番上阵。课
堂活跃了，40 分钟总是不够用。
学校“我是演说家” 社团应运而
生，层层选拔产生的 60 多名学员
有了进一步展现表达愿望的平
台。 每周三、周四的下午，在专业
教师指导下， 他们依照精心设计
的个人成长方案，练习诗歌朗诵、
脱口秀、单口相声等，个人特长得
到进一步放大。

除了挖掘个人特色， 该校还
聚焦情境模拟， 帮助学生领会语
言表达的特殊性。 金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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