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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思维

课前，几名五年级的学生雀跃着冲
进美术室。 其中一名学生到我跟前说：

“老师，小畅说不喜欢美术课。 ”
旁边的学生也应和道：“对，他不仅

自己不喜欢美术课， 还影响了其他同
学。 他们都学他，在班里说不喜欢美术
课。 ”

我停下手上的事，看看时间，距离
上课还有几分钟，便示意学生们安静下
来。

我当然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会喜
欢美术课， 但小畅这样鼓动其他学生，
这不是故意捣蛋吗？ 我压下情绪，对全
班学生说：“听说我们班有同学不喜欢
美术课，老师想知道是谁？ 请你说一下
自己的理由。 ”

两名学生低着头站了起来。 小畅一
看有人站起来了，也犹犹豫豫地站了起
来。 我翻了一下美术作业登记表，果然

是三个作业完成率不怎么高的学生。 我
心想：接下来就是引导学生分析反思。我
问他们：“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
美术课的？ ”

两名学生说自己从小不喜欢美术，
我心里偷偷舒了一口气：属于历史原因，
跟我的教学扯不上关系。

最后问到小畅。我在心里笃定地想，
他的回答应该也差不多。

“是从这个学期你教我们美术课开
始的。 ”他的话让我愣了。

“老师哪里做得不好吗？ ”
他说：“老师， 你在说专业术语的时

候，能不能写在黑板上？我根本不懂你说
的是哪个词、是什么意思。 ”

我先前的自以为是被推倒了， 从心
底涌起一阵羞愧———我确实从来没有注
意过这一点。在我看来，有些词或许不是
美术专业术语，但学生们很少接触，大概

对他们来说都很难懂，应该算是术语吧。
这些年来， 我为了提高农村学生的

美术素养， 课前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
作， 课堂上讲解美术欣赏的部分也略多
了些。 但我却忘了我的课堂语言与学生
的距离，忘了应该先从儿童的角度出发，
设计出更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 如果不
是小畅的大胆提醒， 我就察觉不出教学
系统中的大漏洞， 系统就会这样一直运
转下去，真可怕。

我走下讲台，走到小畅的身边，诚恳
地对他说：“谢谢你给我提出那么好的建
议，老师以后会注意并改正的。希望你以
后能喜欢美术课，好吗？”他看着我，点了
点头。

课后，我翻开教案，认真地在一课课
中圈出：“构图新奇”“笔墨浑厚华滋”“块
面”“气势”……

董芳蕾

喜欢美术为什么不喜欢美术课

学校决定由年轻的我上一节复习示
范课。 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提升自己的机
会，也可能会通过首次示范课而“一课成
名”。 为了上出新意，我决定另辟蹊径，上
一堂作文讲评课。 于是，我花费大气力将
学生的作文全部认真批改了一遍，发现了
部分可以当堂朗诵的一类文，也发现了一
篇写作“失败”的文章：一是跑题，二是不
符合文体要求。 高三作文备考，为了求个
四平八稳的分数，教师普遍要求学生写议
论文，而该生写成了记叙文，文中出现了
想象、虚构的文字。 但对于要执教示范课
的我来说，这些问题却让我有了底气———
一节对比教学，一定能重点突出。

正常来说， 课堂上应该以鼓励为主，
着力于正面评价与肯定。 那天的课，一开
始似乎也是这样进行的。 但是，我鬼使神
差般地把矛头对准一名写作“失败”的学
生，我的语言开始变得犀利，好像是千万

发炮弹砸向那个女生。 她一开始还端坐
着，最后就像一棵倒伏的小树，越变越矮，
无声地流着泪，趴在了课桌上。

在课后点评、反馈环节，不管是学校
领导还是教科院领导， 都语重心长地指
出，我的那节课严厉有余，温馨不足；批评
学生时，不应该点名道姓。显然，课上我伤
害了那个学生，成为那节课的“硬伤”。

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平日和蔼
可亲的育人风格去哪了？我对自己的学生
为什么变得如此刻薄？把学生放到平等位
置上了吗？ 我越想越愧疚，意识到这样的
行为不仅挫伤了一个学生学习语文的积
极性，还有可能伤害了她的心灵。当天，我
就找到那个学生，真诚地向她道歉。 学生
的表现却让我一惊，她问：“老师，是不是
因为我的作文没写好，让您挨批了？”那一
刻，我无地自容。

事后，我又到班里，在全体学生面前

向她表达了我的后悔之意、 忏悔之情，我
想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她的伤害。

我知道，表面上我是“败”在那篇“失
败”的作文上，其实是“败”在自己的自以
为是上。 同样是作文讲评课，我可以调整
思路上出“作文提升课”。 比如，课堂上先
读范文，让大家学有示范；然后指出存在
的共性问题和个别典型问题，带领大家现
场修改，完成升级演练。 我也可以直接上
成“作文修改课”，只是主角要换成学生，
四五个学生一组，尝试批阅、修改同学的
习作，然后让学生当堂展示自己批阅的成
果，教师再给予适切的点评……

那次“失败”之后，每当面对表现不尽
如人意的学生准备发火时，我就会想起那
堂课，想起那名无辜的学生———每个学生
都是一颗闪亮的星星，只要用心，就能感
受到他们的光亮。

璩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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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是学生为班里的一
个男孩取的绰号，我是接班后不
久才知道的。

人如其名，“慢慢”做事情很
慢。 家长常常是一肚子苦水，他
让赶着上班的家长急得头上“冒
烟”；做家庭作业时，半小时可以
做完的作业往往要用一个半小
时。

“慢慢”在值日同学中是最
不受欢迎的。同小组的学生每次
都对他“网开一面”，知道他很难
胜任拖地、 洗拖把这类活儿，便
吩咐他摆放凳子。课堂作业十有
八九不能当堂
完成， 以至于
组长常常在我
面前撂挑子。
各科任教师对

“慢慢”考试答
卷的“惊人速
度”摇头叹息，
甚而无语……

家长的“苦水”、同学的“告状”、老师
的“埋怨”，这些不得不让我更加“厚待”
于他，努力让“慢慢”慢慢改变。

我没把“慢慢”当成“管理”对象，而
是视其为“研究”对象。于是，逐渐形成了
《“慢慢”改变方案》：

一是管住众人口。 从此以后不能管
他叫“慢慢”。 经验告诉我，越说越磨蹭，
说多了就会形成“自我确认”，反而强化
了他自己的“慢慢”意识。

二是行动是关键。 不迷信“说服”手
段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有时要靠行动来
改变。鉴于他总是赖床不起，家长不妨用
“硬手腕”，不必多费口舌，狠心将其“拽”
起来。

三是注意研究。分析是什么情境、什
么动机使他快起来的， 这样有助于创造
类似的情境，使其真正快起来。

四是承担责任。 要让“慢慢”承担磨
蹭的责任。

五是各个击破。 不要奢望孩子一下
子改掉一身的毛病，先拣最易改的“磨蹭
点”帮助改正。改了这个再改下一个，“各
个击破”就是这个道理。

在周围人的密切配合下，“慢慢”终
于向着期望的目标慢慢改变。

刘守华

家风课堂传家训

5 月 19 日，江永县源口瑶族乡清溪村，72 岁的退休教师田万载为孩子
们诵读家训佳句、讲述家风故事。 从教 39 年的田万载退休后，致力瑶族文
化研究，10 多年来收集瑶族文物 1 万余件， 并自筹资金 30 余万元创办清
溪瑶族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设立家风家训馆，义务宣讲祖训家风，传承
修身治学、耕读传家、孝廉勤俭、尊老爱幼等良好风尚。

田如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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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以其言简意
赅的形式受到人们的
喜爱，寥寥几字却蕴含
着深层含义，字里行间
所包含的每一个小故
事都与国学有着极大
的关系。

语文教学中，成语
的理解与运用是学生
学习的重点与难点之
一。教师可将成语背后
的故事讲述给学生听，
能够提高学生对成语
本身的记忆，促使学生
理解成语的含义，从而
提高语文成语教学的
效率。

在成语“不耻下
问”这个教学中，教师

就可以将成语背后的故事讲述给学
生听，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加深对
成语的印象。 在教学中向学生讲述
成语故事：卫国有个大夫叫孔圉，聪
明好学，非常谦虚。 孔圉去世后，卫
国国君为了让后人学习和发扬他的
好学精神，特别赐给他一个“文”的
称号。孔子有个学生名叫子贡，也是
卫国人， 他认为孔圉并不像人们所
说的那样好， 不应得到那么高的评
价。 于是去问孔子：“凭什么赐给孔
圉‘文’的称号？”孔子说：“孔圉非常
勤奋好学，聪明灵活，而且经常向比
自己地位低的人请教， 一点儿也不
感到羞耻。 ”成语教学中，让学生了
解成语背后的小故事， 同时从这个
小故事中明白， 做人做事要谦虚好
学，不介意向不及自己的人请教，并
从中引申了解国学经典中更多孔子
思想的文字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