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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我听了一堂令我难忘的
课———这是三位教师同一位小老师
四人同台，上的一节语文、英语、音
乐多科融合课———《登鹳雀楼》，它
体现的是打破学科边界、教师边界、
学段边界、资源边界，进行多学科间
的高效合作。

三位教师一位学生小老师共上
一节课，一人上课，其他三位教师作
为“学情观察员”深入到学生小组学
习中， 提醒上课教师及时抓住动态
生成进行调整；在近距离的指导下，
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有利于学
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学习提示的引领下， 小老师
自信满满、 从容自然， 引领学生独
学、对学、群学。 随之教师深情地引
领学生读诗、悟情、想境、明理、创
作， 学生声情并茂的诵读感染着在

场的每一个人， 心中展现出一幅壮
阔诗境，由境入韵、由韵入情、由情
入作。

英文版《登鹳雀楼》十分吸引孩
子，他们动情地吟诵着，掀起了课堂
上的又一个高潮。 从孩子惊喜的眼
神中我看出了他们的小心思， 古诗
居然可以用英文吟诵。 音乐教师顺
势打着柔美的节拍， 带领孩子哼着
旋律，走进了盛唐的壮丽山河，感受
黄河的气势磅礴， 盛唐的壮丽景象
深深感染着每一个人， 所有的观课
教师不由自主地跟随孩子们一同哼
唱， 最后孩子们观看了清华大学上
海校友会艺术团的爷爷奶奶用中、
英、法、俄、德五国语言唱诗……在
这样浓厚的学习氛围中， 孩子们深
情地呼喊出“我爱你，中国！ ”

冯春梅

新课改密码

有意思的多科融合课

编辑：王燕 实习生：王姣
版式：曾善美 校对：李虹

2019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课堂06

班主任故事

双休日，我和朋友在超市买凤
梨。 老板娘说：“凤梨和菠萝各剩一
个，要不要各买一个？ ”

朋友笑问：“行， 你得告诉我
们，凤梨和菠萝怎么分别？ ”

“这还不简单？ 凤梨是十八岁
的姑娘，菠萝是三十岁的妇女。 ”老
板娘笑道。

这说法，新鲜、会意。 说着，老
板娘三下五除二把凤梨和菠萝削
好，各自分装。“你看，这就是凤梨，
嫩、白；这个呢，就是菠萝，硬、黄。 ”

虽说用姑娘和妇女来打比方，
有点对女性不敬， 但你还别说，话
俗理不俗，凤梨和菠萝我们一直傻
傻分不清，经她这么一说，从此一清二楚。

凤梨白，菠萝黄，不会再弄错。这老板娘
的语言表现力和敏感力，比一些优秀的语文
教师还厉害。

超市老板娘，靠嘴巴吃饭，在做生意过
程中磨炼语言；相声小品演员，靠嘴巴吃饭，
在训练和表演中磨炼语言；教师（尤其是语
文教师），也靠嘴巴吃饭，则是在上课过程中
磨炼语言。

磨炼语言的途径还有很多。著名作家汪
曾祺非常重视语言锤炼，他在不同文章中反
复提到：“怎样学语言？ 随时随地。 首先是向
群众学……”

刚工作不久时，我曾有意识地向我们村
的语言大师老毛先生学过一段时间的方言。

老毛先生是村里的孤寡老人，从我记事
起，老伴便过世了。他靠卖糖果为生，到学校
门口以及露天电影院、戏场摆摊。

我记忆最深的是，老毛先生无论和谁攀
谈，说得最多的就是“老话讲”，嘴里经常会
蹦出一串极为鲜活生动的谚语、歇后语———
遇事棘手，讲成“生猪头难拆”；分点小利，说
是“蟹脚钳掰只”；“鹅一声，鸭一声”指群情
激愤；“钉打钉，铁打铁”表示寸步不让……
这些方言俚语，多用比喻，形象生动，令人忍
俊不禁。

我曾经蹲在他低矮的小屋里，用“洋夹
土”的语言记录在本子上，并常常翻阅，偶
尔还会在课堂里蹦出一两句， 逗得学生哈
哈大笑。

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文化， 一个地
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 学习语言，就是学习
文化。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教师应该
成为语言高手，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博大
的文化传承给更多学生，这应该是语文教师
的天职。 张祖庆

七年级（3）班教室，我的一堂话剧课
正在进行。 班内 5 个小组，每组推出一台
5 分钟的话剧。

我给出的话题材料是： 中考前夕，
一个孩子不听母亲的劝阻，沉溺于网络
游戏，母亲愤而离家。 孩子不见了母亲，
幡然悔悟，在离家不远的公园找到了母
亲，劝母亲回家。人物是：母亲，孩子，一
个邻居或是一个亲戚。 环境是：傍晚，雨
天，公园。

课的起始， 是我和学生合作演出的
一场独幕剧———《慈母泪》。

我和两个学生课前进行了简短的排
练，我演母亲，一个女生演孩子，另一个
男生演的是孩子的叔叔。

正式表演时， 饰演孩子的女生紧张
得声音发抖。“母亲”万念俱灰，需要“女
儿”声情并茂，以图“母亲”回心转意的时
候，她竟然忘记了台词，只是抓着我的胳
膊，呆呆地望着我。 此情此景，我灵机一
动，低低地对她说：“快喊‘妈妈’！ ”女孩心
领神会，怯怯地喊了一声“妈妈”。 我略带
愠色，说：“你的态度根本不够真诚！ 大声
再喊一遍！ ”我的话一语双关，看似台词，

实是提醒。
女孩微微调整了状态， 深吸了一口

气，不知是紧张还是真的情到深处，突然
声泪俱下，摇晃着我的胳膊，深情洪亮地
连喊了三声“妈妈”，一声高过一声，真挚
煽情。“孩子”的激情，竟把我感染得泪水
涟涟，台下的学生也是热泪盈眶，有的女
生还哭出了声音。 课堂的氛围一下子高
涨起来， 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妈
妈” 的角色附身……我和两个学生都发
挥得淋漓尽致。 演出结束， 台下掌声雷
动，女孩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泪痕斑斑，

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情境中走出来。
这简短的话剧所表现出来的效果，

是我不曾预料的。
我和两个学生的“砖头”，带出了璞

玉一片。 接下来几个小组的表演，更是声
情并茂，高潮迭起，几个平时看似沉默寡
言的学生，在此次话剧课上大放异彩，吸
粉无数。 课刚一结束，就有学生围着我追
问下次话剧课的内容和演出时间。

教学，要引人入胜，教师应是风景，
课堂即是舞台。 教师的“入戏”，自会“惊
起一滩鸥鹭”。 张永玲

小小是一名四年级男生，年龄
最小、个头最矮，个性也像是一年
级的小朋友，贪玩好动。

有一天，体育课刚结束，有学
生急匆匆找到我，向我举报小小把
干燥剂洒落了一地，还强调干燥剂
遇水会爆炸，很危险。 不一会儿，又
有好几个学生陆续跑过来告诉我
这件事。

我赶紧到操场上去，把小小带
回教室。 当他回到座位上时，令人
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我们班的座位布置是小班化、
多样化、随机化的，只见小小的同桌将桌子
搬离了小小所在的第一组；接着，坐在他后
面的学生也把桌子挪开了；再接着，整个第
一大组的学生都迅速行动， 和其他组的学
生一起将桌椅挪向教室的另一边———为了
远离小小。

教室里发出桌椅挪动时刺耳的声音，
小小瞬间被集体孤立了， 可怜巴巴地站在
自己的座位边上。

我问学生们为什么要这样。
学生们愤怒地说：“他在玩干燥剂，外

面下雨了，干燥剂遇水会爆炸，太危险了。 ”
我问小小：“你身上的干燥剂呢？ 全部

交给我。 ”
他摇摇头，把口袋抖了抖，说自己没有

带，都扔在操场上了。
我对小小说：“干燥剂不是用来玩的，

我相信你知道自己做错了。 来，向同学们道
个歉，保证下次不玩危险品了。 ”

小小在我的鼓励下认了错， 但是全班没
有一个人愿意原谅他，也没有人把桌椅挪回来。

我继续说：“我们班的学生很有安全意
识，能及时阻止别人触碰危险品，了不起。
但大家有所不知， 干燥剂根据成分不同有
好几种分类，小小玩的是硅胶干燥剂，遇水
不会爆炸。 小小有错在先，但并不是说你们
就没有错。你们孤立同学也很不应该。我更
期待我们班的小朋友们都有一颗善良宽容
的心，能给人知错就改的机会。 ”

说到这里， 有一名男生将位子挪回去
了， 我立马表扬了他：“小阳， 我太欣赏你
了，这么勇敢，为其他小朋友做出了榜样。 ”

接着， 第一大组的其他学生陆续将桌
椅挪回了原位，我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表
扬他们是一个团结的组。 就这样，大家都将
桌椅移回了原位。

下课后， 我看到他们和小小像往常一
样开开心心地在一起玩游戏。

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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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中非少年足球友谊赛开幕式在娄底市体育中心举行。

本次比赛有来自非洲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四

个国家的少年足球队及上海足协、广东梅州、山东济南、湖南娄底

的四支国内代表队共 170 余名运动员参加。 开幕式现场座无虚

席。 据悉，赛事之外，非洲小运动员还走入娄底校园，进行文化交

流活动，让中非友谊薪火相传。

匡责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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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少年用足球拉近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