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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我听了教师许嫣娜执教的
一节小学二年级绘本课《纸马》。 课堂
上精彩的师生互动与生成， 以及最终
实现的文本重构，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这节课最为精彩之处，就是许嫣
娜带领学生和《纸马》中的“我”进行
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师生与“我”融
为一体，变成了故事中的人物。 在教
学过程中，许嫣娜通过对话时机的把
握和对话情境的设计， 实现了教师、
学生与“我”的思维碰撞，产生了最美
的生成。

故事开始，呈现“我”站在窗前望
眼欲穿等待爸爸妈妈回家的画面时，
许嫣娜增设了奶奶和小胖都劝“我”不
要再等的话题，让学生进入故事中。

师：（读）“那一年下了很大的雪，

厚厚的一场雪盖住了道路。 已经是除
夕，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 ”现在你就
是 故 事 里 趴 在 窗 户 上 向 外 张 望 的
“我”。

师：天亮了，孩子，你为什么起得
那么早呀？

生：因为我很想念爸爸妈妈，我想
让他们快点回来陪我过年。

师：到了下午，隔壁的小胖来找你
玩。

生：不，我不想玩，我要等爸爸妈
妈回来。

师：夜幕降临了，奶奶说：爸爸妈
妈估计明早回来，你就先睡吧。

生：不，我要等他们回来。
在这段情境对话中， 学生化身故

事中的“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我”
盼望爸爸妈妈归来的心情， 师生对文

本的补白和再创造让《纸马》更加鲜活
和丰富，让学生的思维跟着“我”盼望
着爸爸妈妈回来， 成功地让学生走进
故事。

最高潮的部分就是结尾的设计，
“我推开门，太阳出来了，雪也化了，爸
爸妈妈回来了！ ”绘本故事到这里就讲
完了， 但许嫣娜的课并没有结束。 她
问：“爸爸妈妈回来了，‘我’ 应该怎么
做？只允许做一个动作，你会做什么？”
学生情感的积累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出
来，回答让人拍案叫绝，“抱”“奔”“亲”

“笑”等精彩回答从学生嘴里蹦出。 突
然，有个学生说出了“哭”，许嫣娜马上
评价：“你真正走进故事里了……‘我’
等了整整一天， 这个时候什么都说不
出来了，任凭泪水往下流……”

齐刚

我们成了故事里的“我” 周五最后一节自习课，分针已经
走到了距离下课不足两分钟的时间
点，班长把所有住校生的手机发还。

这时，一个学生很自然地拿出手
机摆弄。 当时我正坐在讲台上，从我
的角度看过去，这个学生似乎在玩手
机。 我高声质问这个学生：“你在干什
么？ ”他显然被我吓到了，解释说自己
只是开机。 我继续质问他是不是在玩
手机，他坚持说自己没玩。 在我的不
断质问下，他的情绪也上来了，甩出
一句“你要收手机就尽管拿去好了”。
我顿了一下，感觉气氛有些尴尬。

我把他带到办公室教育。 首先，
我问他拿出手机这个行为对不对。 他说了一
堆理由，最后承认自己确实做错了，所以他愿
意把手机给我， 但他再一次强调自己没有玩
手机。 既然他这么坚持，我反思了一下，自己
也的确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他在玩。所以，我
选择了相信他。

在说出“相信你”这三个字后，我能明显
感觉到他的放松和配合。 我抓住这个教育契
机，问他：“老师刚才也有点着急，但老师问你
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不是也有不对的地方？ ”

“我太冲动了。”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比我直接指出他的错误要好很多。

如果只是到这里， 学生至多也就认识到
晚一点拿出手机、尽量不冲动，这并不能完全
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可以说，此时只是技术
层面的教育，还没有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

于是，我又加了一些话，包括我对他的喜
爱、器重和付出，尤其之前我是怎么背负压力
维护他的，许多的压力、委屈、付出倾泻而出。
我努力保持平静， 但他却不平静了。 他走上
前，抱住了我，这个拥抱让我感到温暖如春。

他嘴上说着“对不起”，手拍着我的背表
示安慰。 离开时还拉着我的手， 重复着那句
“对不起”。

到这一步， 我想我是真正走进了他的内
心。 他以后不仅不会在不合适的时候拿出手
机，其他方面肯定也会表现得更好。

教育是什么？ 有人说，“教育是人的灵魂
的教育，而非理智和认识的堆积”。 这个年纪
的孩子， 大多数都懂大道理， 规则也基本明
白，他们往往只是缺少一些自制力。我们的教
育就应该给他们自制的理由与动力， 激发他
们内心向上向善的力量。

叶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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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时间， 我带中班的孩
子去院子做游戏。 不一会儿，3 个从
厕所回来的小女孩跑来告诉我：“老
师，厕所有只鸡。 ”我很纳闷：“学校
厕所哪来的鸡呢？ 可能是墙外农户
养的，从墙洞钻进来的。 ”说完，我也
没太在意，和孩子们继续游戏。 没想
到孩子们竟然对这只鸡产生了兴
趣，一会儿走 3 个，一会儿去 5 个，
回来纷纷告诉我看到这只鸡的情
况。 看到孩子们对这只鸡这么感兴
趣， 干脆上节科学课吧。 我问孩子

们：“哪个小朋友能告诉老师， 厕所里的那
只鸡是公鸡还是母鸡？ ”

有的说是母鸡，有的说是公鸡。
我很奇怪： 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怎么会

不认识公鸡母鸡呢？ 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
我说：“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和中班的小
朋友一起来到厕所， 一只长着褐色羽毛的
母鸡正一脸惊慌地在厕所乱跑， 一定是刚
才被孩子们多次“审视”吓坏了。 我赶紧走
到最前面， 用胳膊拦住准备向前围观的孩
子：“孩子们轻声点，别吓坏了鸡妈妈，老师
告诉你们，这是一只母鸡。 它的羽毛虽然没
有公鸡漂亮，但是它会下蛋，一年能下好多
呢。 每天吃一个鸡蛋可以让小朋友个子变
高，身体强壮。 ”

“刚才你们追赶鸡妈妈， 它一定吓坏
了，咱们别堵着门，让出一条路，让它回家
下蛋好不好？ ” 孩子们很自觉地让出一条
路，母鸡吓得一溜烟儿跑远了。

我把孩子们从厕所带出来， 又继续刚
才的话题：“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只会下蛋
的母鸡，谁能告诉我公鸡长什么样，它有什
么本领？ ”有几个小朋友抢着说：“我知道，
公鸡会打鸣，它们的羽毛很漂亮。 ”看到说
出来的幼儿并不多， 知道他们对这方面了
解还不够， 我就顺势给他们布置个任务：
“回家仔细观察你家里或邻居家的鸡，用你
的画笔画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 看谁画的
鸡最漂亮。 ”

回到办公室，我陷入了沉思，现在不仅
城市的孩子五谷不分， 农村长大的孩子也
一样了。 这节意外的课让我深深体会到，对
幼儿的教育是随时随地随机随处的。 大自
然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一切都可以
成为我们教育的素材。 褚燕

且行且思

青春心向党

5 月 5 日，江永县第三中学学生新团员面对团旗宣誓。 当日，江
永县各校团委积极开展“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
引导广大团员继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矢志建功立业。

田如瑞 摄影报道

在一次三年级语文备课组活动
中，有教师说：“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学
生作文还过得去。 ”这引来其他教师的
共鸣。

尤其是三年级，作文刚起步，作文
写不长、事件不具体、语句不生动是通
病。 我觉得，对于作文起步阶段的三年
级学生来说，用问答方式来批改，是个
不错的方法。 在批改作文时，根据习作
内容，设计几个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写
在作文后面，让学生作答，像做课后练
习题一样。 这样能对症下药，对学生提
高写作水平，帮助很大，效果也好。

以下是问答式作文批改范例，供
参考。

学校运动会
今天，我早早来到学校，心里很开

心。 因为今天学校要举行一年一度的
运动会。

①八点半，运动会开始了。 我们排

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操场上参加开幕
式。 在运动员进行曲中，一个班接着一
个班通过主席台。

② 开幕式后， 比赛就开始了，原
本安静的体育场，热闹了起来。

我们班有 8 个学生参加比赛。 6 个
学生参加长跑和短跑， 原本看好的姒
梦洁和何洋，跑了个倒数第一和第二。
郭相茹出乎意料跑了第一名。

③ 最刺激的是 20×50 米 接 力
跑，我也参加了。 同学们拿着接力棒，
一个接一个地跑。 轮到我时， 我很紧
张。 我拿着棒，向前跑去。 听见同学们
为我加油，我使出全身力气 ，向前冲 ，
把棒顺利地递给了对面的同学。 最后，
我们组得了第二名。

这一天过得真开心。
问题：
① 我们班是怎样通过主席台的？

喊口号了吗？ 做动作了吗？

答：我们班学生个个精神抖擞，脚
步整齐划一， 喊着响亮的口号：“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 ”

②能说说体育场上的热闹场面
吗？

答：各个运动场地上，运动员们都
摆开架势， 做着预备动作。 操场看台
上，班级拉拉队员们，挥舞着小旗，挥
舞着鲜花，都在为运动员们加油助威。

③能写一写你当时紧张的心理
吗？

答：这时，我心里很紧张，心脏“扑
通扑通”直跳，都快跳出来了。 我怕接
力棒在我手上掉了， 又怕我这一棒被
别人追上。

要注意的是， 学生的回答教师也
要认真批改，直到满意后，再让学生把
这些答案，补充到相应位置，对作文进
行一次完整的誊抄。

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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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