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攻略

奖励学习秘籍

2004 年，我来到了阿坝州汶
川县桑坪中学和水磨中学支教。

我颠簸 7 小时之后， 晚上 9
点才到达汶川县城，当地老师以
热情的晚宴来迎接我。 饭后，我
得到了第二天上课的主题，没想
到是一篇说明文《漫话小行星》。
我绞尽脑汁，各种设计在头脑中
出现，否定，再设计，再否定，次日凌晨 1
点，教学设计才基本成形。

第二天，课前 5 分钟，当我走进上课
的教室， 只见教室里黑压压一片， 有学
生，有听课教师，有教研员，有摄像机，有
照相机，现场学生们都很紧张，我感觉到
气氛的压抑沉重，不禁心慌起来。

这时我灵机一动， 突然想到昨晚晚
餐时汶川老师的羌族祝酒歌《咂酒歌》，
我开口就唱：“清亮亮的咂酒……” 随着
我的歌声，藏族、羌族孩子热爱歌唱的天
性被激活了，他们跟着我唱起来，甚至后
面的听课教师也唱起来。 当羌族语言的
吉祥如意“纳吉阿路”出现时，现场气氛
达到了顶点，藏、羌族孩子们的热情被彻
底点燃了，上课铃声也响起来了。

随着课堂气氛的活跃， 我的现场教
学也精彩频出，一堂原本单调枯燥的说
明文课上，有辩论，有质疑，有思考。 两
名羌族学生围绕该不该用某个词去形
容行星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没有
发言的学生也积极参与，教学现场争论
之声此起彼伏，最后达成共识，较好地
完成了对“说明文语言要准确”的教学
难点的突破。 当下课铃声响起，我看见
校长悄悄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课后，我反思，在陌生教学环境中如
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如何调动学生
与任课教师互动的意愿？ 在教学中发挥
教学智慧、教育灵感，展示教师的特殊技
能如吉他演奏、演唱当地民歌、朗诵当地
名篇等，定会起到助燃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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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故事

多年前的一个下午，知了懒洋洋地趴
在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哼唱着。 我到了
工作单位———一所小巧玲珑的农村小学。

刚来学校我就成了班主任，原来的班
主任笑眯眯地对我说， 这个班的孩子很聪
明，就是纪律、成绩差了些。事后一打听，这
一差竟是上学期全镇语文统考最后一名。

第二天下午的班会课，我夹着课本，
心情复杂地走进教室。折飞机的、玩纸牌
的……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我一个箭步窜上讲台， 拿起教鞭狠
狠敲了几下讲桌。 学生大概是被吓住了，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我换上笑脸温和地说道：“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班主任……”

一个壮实的男生一脚踩在凳子上，
带着愤怒质疑道：“凭什么换老师？ 我们
班主任是张老师！ ”

“抗议！ 我们不换班主任……”呐喊
声见证了这个班的孩子有多么“排外”。

为了确保能“镇住”他们，我按老教
师的指点， 手拿教鞭走向最高大的一个
男生，对他说：“你叫王广东，爸爸很凶对
不对？ ”他惊讶极了，挠挠脑瓜看向另一
个长相帅气的男生。

我教鞭顺着他的目光指了过去：“别
看了，他叫毛家栋，你们兄弟几个的‘军
师’。 长相帅气，可惜学习一般。 ”

话音刚落，有个女生尖叫：“老师，你
说得太对了……”一本书从那“帅哥”的
手中飞出，可惜没打到人。 看他脸都气歪
了，大家瞬间笑成了一团。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随手又指着一
个大眼睛男生说：“你叫李辉，‘三剑客’
中的另一个。你是班长，学习好。告诉你，
我可认识你妈妈。”“哇，老师你神了！”他

的同桌拍着手说。
我又指着一个瓜子脸的女生说：“她

是咱们的班花吧，长得确实不错。 ”那女
生瞬间羞红了脸， 眼中对我也多了几分
好感。

接着我又介绍了一通，半节课下来，
大多数孩子已经没有了刚上课时对我的
敌意，反而带着几分想要深交的渴望。

我摸了摸第一排睡眼惺忪的男生，
温柔地对他说：“你叫毛小伟， 妈妈原来
也当过老师。虽然视力不好，但老师愿意
和你做朋友，好吗？ ”他懵懂地看了看我，
显然还没反应过来。 他的同桌不可思议
地问我：“老师， 毛小伟可差劲了， 还很
脏，你真的要和他做朋友？ ”

我点点头，也摸了摸她的小脑袋，认
真地说：“当然！ 你们都是我的学生，也都
是我的朋友。 ”

“你会像别的老师一样骂我们吗？ ”
一个小个子男生嘀咕道。

我转身走上讲台，郑重地对他们说：
“今年 6 月我刚毕业。 之前我也是一名学
生，你们的想法我都知道。 所以请你们相
信，我来这个班不是来管你们的，而是真
心实意想要帮助你们。 我知道接受一批
成绩较差的孩子，不发脾气不可能。 但我
保证，尽我最大的能力教好你们。 如果这
学期的期末统考咱们班还是倒数第一，
我去求校长让张老师来当班主任。 希望
大家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 ”

教室里很安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 班长显然没想到事情全然偏离了
预期的轨道。 他红着脸低声说道：“你要
说话不算话，我们还得赶走你。 ”

我开心地笑了， 学生也笑了。 就这
样，一场危机解除了。 王博华

“新官”智斗“小屁孩”

本周开启多音字复习程序。 六
年级学生积累的多音字有近百个，
我提议他们用联想法牢记。 比如

“埋”有两个不同的读音：“生活中我
们不要时常埋（mán）怨他人，要脚
踏实地，埋（mái）头苦干。 ”

学生们对此兴趣盎然， 对某个
多音字如何这般地用一句话牢记，
纷纷献计献策，一有灵感就告诉我。
我把学生们的智慧集纳起来， 再加
上从网上搜集的资料，编了一本《多
音字宝典》。

“这次细心观察生活、用心书写
漂流日记的同学，将收获一部有关多
音字的秘籍。 ”我提出奖励条件，学生
们两眼发光，紧紧盯着我手中的这一
叠东西。“一句话能巧记一个多音字，
共 88句话，88个多音字。这是集众人
之智慧，撷大家之想象而成。得此者，
定能轻松攻克多音字难关。 ”

“老师，我写作能力不好，有秘

籍吗？ ”
“老师，这本秘籍里有我的经验

之谈吗？ ”
“老师，还有什么秘籍？ ”

……
“下一回的秘籍是‘我为写作

狂’， 认真阅读鲁迅的《朝花夕拾》
者， 将得到一位大师对于写作要领
的指导秘籍， 共有 8 个主题。 其一
是———” 我略作停顿， 以“诱生深
入”，“‘如何在叙事时编制一个巧妙
的局’，敬请期待……”

在赏识教育的潮流中， 经过一
拨又一拨奖励后， 学生们似乎已经
对小红花和棒棒糖感到疲惫了，物
质奖励对人的作用毕竟有限。 自从
我把学习秘籍当作奖品之后， 学生
们既感到新奇，又能保持学习动力，
而且因为参与了秘籍的写作， 学习
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吕国飞

教学必须扬其长、避其短。 面
对学生、家长对教师与日俱增的现
实要求，我们教师是否也应该发扬
优点，减少缺点呢？

记得我曾听过一位优秀教师
上的“比武课”，课题为《用好跷跷
板，写出好文章》，这位教师将幼时
的小游戏与写作的抑扬手法结合
起来。 教师先选课文《蝉》作为例
子， 告诉学生怎样做一个跷跷板。
接着，又选择了“蚁球战洪水”这个
点，带领学生发现蚂蚁的智慧。 教
师巧妙地将抑扬之法与“跷跷板”
结合起来讲授，让学生沉浸在游戏
的快乐体验中，不知不觉完成了写

作任务。
这种对教学艺术、教学契机的掌控，可

能来源于环环相扣的预先设计， 也可能来
源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切入点， 也可能是
学生随堂的一种反应触发了教师的灵感。
教师适时把握这种教学灵感， 是为人师者
的一种智慧。

观人思己。外出学习时，我开始关注语
文教研的前沿动态， 逐步反思自己的教学
实践，追求一课一得。

在我的班级， 学生写作大多没有细节
意识，不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写人物经常出
现“千人一面”的情况。 为了让学生放慢眼
前的镜头，捕捉生活中的细节之美，我备了
一节作文课《绘出人物形与神，细节来写身
边人》。 一开始，我就设置了一个“悬疑”环
节，让学生竞猜小片段，看看片段中描写的
是班里的哪名同学。在上课之初，竞猜环节
就掀起了一股小高潮。导入环节活泼灵动，
学生的竞猜欲望很强烈， 然后再讨论细节
在人物塑形方面的作用就顺畅自然许多。

整个教学设计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
只要平时有积累、有观察，每个学生都可以
写出个性化语言， 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异彩
纷呈。打破了平时作文无话可写的僵局，出
现了许多妙趣横生的佳段。

如果能将学习教艺、 交流经验的活动
常态化，把每一次课当作是一次与学生“教
学相长”的机会，那我们一定会每时每刻都
在进步。

黄彪

且行且思

授
课
之
道
，长
善
救
失 “七一”来临之际，江永县第三小学教师为学生讲解共产党的

历史知识。 该校通过给学生上党课、讲党史的方式，让学生了解中

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喜迎中国共产党的 98 岁生日。

田如瑞 摄影报道

童心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