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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有效课堂，应以生为本，倡

导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尊重个体差异，

因材施教，让“问题”激发学生的思维，构

建和谐、灵动、有生命力的有效课堂。

关键词：以生为本，有效课堂，古诗教学

2017年，笔者所在学校成功申报省级

课题——“小组合作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

策略研究”。作为课题组的核心成员，笔

者开始关注“小组合作”，并思考“有效课

堂”等问题。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

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关注学生的个体

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

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

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秉承这一基本理念，笔者在古诗词的

有效学习上做了以下尝试：

一、关注学生，尊重差异

每次上课前，老师要注重“备学生”，

在了解学情的基础上，尊重学生差异，在

教学活动的安排上尽量照顾到每个学

生。让每个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课堂上

才能融合不同声音，更具活力。

比如胡芳老师在执教《寒食》一诗时，

课前她充分考虑到优生、中等生和潜能生

学习能力的不同，设立了不同的学习目

标。课堂上，胡芳老师始终关注全体学

生，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调动每个孩子的

积极性，将展示古诗朗读的机会交给基础

稍差的孩子，将理解古诗大意、体会作者

的情感这类难度稍大的问题交给基础好

的学生。在猜测环节中，鼓励每个学生大

胆猜测，猜错了也不否定，而是表扬学生

积极思考，营造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

围。学生学得积极主动，参与度高，教学

效果自然好。

二、小组合作，鼓励参与

小组合作学习可增强学生的自信

心，改进学生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可提升

他们的社交技巧和学习能力。在古诗教

学中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可更好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会觉得古诗学习

枯燥无味。

如邓丽老师在教学《送元二使安西》

时，课前布置学生查找与本诗有关的资

料，课堂伊始，先组内交流，分享各自查找

到的资料，再全班共享。有的小组介绍作

者王维与元二的深厚交情，为学生理解诗

意做了铺垫；有的介绍安西、渭城、阳关这

三地的方位，让学生知道此别天各一方，

不知何时再相会；有的通过查找资料已经

大致了解诗意。小组交流，给学生提供了

展示学习成果的机会。

在读诗环节中，则采用“组内合作、组

间竞争”的方式，首先组内互读互听，互相

指正，做到人人读准；再小组齐读，朗读水

平高的给其他组员示范和指导，做到尽量

读出诗的韵味；然后小组之间进行比赛。

竞争激发了学生的好胜心，组内练习时每

个学生都非常主动和认真。学生成为学

习的主人，落实了教学目标，提高了课堂

效率。

三、以疑导学，激发思维

“学而不思则罔”，伴随积极思考的学

习才是有效的。胡芳老师的《寒食》一

课，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课堂

导入部分，先出示《风》的诗句，让学生猜

猜写的是什么。然后出示诗句“春城无

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让学生读

读猜猜：这两句诗写的是什么？并说出理

由。接着在反复读三四句诗后，继续让学

生猜“从哪里传出蜡烛？为什么会传出蜡

烛？蜡烛传到哪里去了？”学生在猜猜想

想中，始终处于被点燃的状态，保持浓厚

的学习兴趣，思维得到有效训练。

构建有效课堂，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教师要始终以学生为本，做到“眼里

有学生，心中有目标，嘴里有鼓励”，让学生

在小组合作学习中，爱上古诗，亲近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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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学校教育教学中,探索小组

合作学习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其实践

意义是很明显的。用心创建学习小组，营

造小组合作学习氛围，创建核心素养的培

养文化；多元化评价与奖励，促进小组合

作学习实施，聚焦核心素养的培养措施；

多方团结长期坚持，提高小组合作学习有

效性，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式。

关键词：核心素养；课改；学习小组；

合作学习；

2012年3月，衡阳市开始基础教育改

革，借着课改东风，本人所带的班级成为

课改试点校的课改实验班，小组合作学习

开始实施。

1.创建核心素养的培养文化——用

心创建学习小组，营造小组合作学习氛围

1.1首先是小组座位安排。根据班级

人数，将全班分为六个大组，每组 9-10

人，选出一名组长；每个大组又分为两个

小组。

1.2其次是小组成员组成。一般遵循

“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每个组员

也都根据各自的特长承当相应的任务。

1.3接着是小组文化建设。小组名称

确定由小组讨论决定，一般结合学生的年

龄特征以及品德教育内容，老师给予适当

的引导。

1.4 最后是小组常规训练。学习小

组确定后，对小组合作学习的细节进行

规定。

2.聚焦核心素养的培养措施——多

元化评价与奖励，促进小组合作学习实施

2.1 课堂评价标准：展示小组成员的

参与面；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条理性；

声音是否洪亮，口齿清楚；是否有询问质

疑补充点评；课堂纪律等。

2.2课堂评价方式：

2.2.1课堂即时性、激励性评价

每节课教师对每个学习小组进行评

价，从学案预习、黑板板书等方面及时给

予过程性评价。教师要抓好小组学习的

即时性评价，一评知识；二评情感态度；三

评行为习惯、动作语言。

2.2.2评价小组与评价个人相结合

教师评价学习小组，由组长和教师共

同评价小组成员。

2.2.3量化赋分

小组评分：教室黑板前每天用“正”字

记录小组得分。

个人评分：各学习小组的黑板上有每

个学生的照片，每人的得分以笑脸的方式

记录，每周进行统计。

2.2.4记录统计

各小组及每个学生每周的得分情况

汇总在两张表格中，每个学生都能随时看

到得分变化。

2.2.5结果利用

每周得分最多的小组全体成员可以

获得奖励。

3.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式——多

方团结长期坚持，提高小组合作学习有

效性

3.1团结就是力量。

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小组合作的前提

就是小组成员团结互助，要提高小组合作

学习的有效性，还必须有外部的团结给予

支持。

3.1.1 团结班级的任课教师，齐抓

共管。

与班级的每一位任课老师经常交流、

讨论，了解学生在课堂里的情况；一起对

课堂小组合作学习提出一些大致相同的

方式和标准。

3.1.2 团结班级学生的家长，家校

联手。

家校联手，小组合作学习就会有事半

功倍的效果。

3.1.3 团结班级的全体成员，共同

进步。

小组成员之间的团结能提高小组合

作学习的有效性，而小组与小组之间的团

结更能营造一个积极的氛围，形成一种良

性竞争。

3.2坚持就是胜利。

要提高课堂中小组合作的有效性需

要更多的坚持。

3.2.1坚持小组建设中的常规训练。

小组是合作学习的基本元素，建立有

序的合作常规，并不厌其烦地进行训练。

3.2.2坚持小组长的培训与指导。

课堂中的小组合作学习需要小组

长对本组成员进行分工，组织全体成

员有序地开展讨论交流、动手操作、探

究活动。

3.2.3坚持个人与小组的全面评价。

同组的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组在合作

学习中解决问题的表现进行自我评价和

互相评价。

4.落实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丰

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延伸小组合作学习

意义

要让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体验

并体现自己的价值，学会在团队中生存和

进步，在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

活动，让学生们在团队任务中互相合作、

互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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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与应用一个贴合课本

内容的情景，对于技工院校语文

课堂教学来说尤为重要。情景

教学法在课堂上有利于引导教

师与学生积极主动去寻求生活

经验，发现生活本质，引导学生

将生活重新融入到课堂上去。

一、情景创设教学实例分析

（一）感同身受，以情动人

朱自清的《背影》一文中写

道：“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

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

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

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

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

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

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

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

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

来了。”

这段情景中，作者描述了父

亲艰难爬上月台穿越铁道买橘

子的情景，将父爱如山表现得淋

漓尽致，无言中把对儿子的关爱

和呵护，默默浸润我们读者的心

田。

情景创设：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在多媒体投影上放映

老旧车站的影音或者图片，在课堂前利用闲置课桌

搭建一个“月台”，“月台”前面是轨道，让一个身材

稍胖的学生扮演文中的父亲。

随着老师的朗诵：学生把“蹒跚地走”“穿过铁

道”等动作着重演绎出来，把文中父亲穿越铁轨，攀

爬“月台”的全过程重现，让所有学生身临其境地去

感受此情此景中那份真切的亲情，那份静默无言的

父爱。

（二）身临其境，景由心生

鲁迅在《孔乙己》一文中写道：

“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孔乙己）便排出

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

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

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

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

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

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作者通过一段简短的对话，便将孔乙己这个在

旧社会科举制度下，饱受毒害的旧知识分子形象，

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

情景创设：

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旧社会酒店影音资料作

为背景铺垫，再摆上几张桌椅当作酒桌，然后邀请

一名学生扮演孔乙己，其他数名学生扮演对话者，

老师进行旁白。

一个酒店内围观、笑话孔乙己的场景便可以生

动形象地演绎出来了。这样的情景教学法可以让

学生主动去了解当时的社会人文，感受孔乙己和其

他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

情感共鸣，达到教学相长的教学效果。

二、情景创设与应用的基本要求

情景教学法对我们技工院校语文课堂的老师

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情景教学过程进行观察和思

考，需要我们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学习，做个知识渊博的老师。为人

师表，应该注重知识积累，强化教学能力，丰富教学

方式。一个老师只有自身学识渊博、教学方式新

颖、课堂生动有趣，才能全面深刻打动学生，激发学

生学习积极性。

第二，注重互动，做个平易近人的老师。“人

心齐、泰山移”。情景教学法注定是一个需要多人

参与、多人互动的教学过程。因此，老师必须处理

好师生之间的关系，拉近师生的距离，让师生真真

切切地共同参与到情景模拟、情景演绎中来。

第三，坚持创新，做个别具一格的老师。要想

让技工院校语文课堂精彩，就必须坚持创新，因材

施教，真正做到情景相融，教学相长，不断探索、发

展和完善情景教学法，尤其是在我们比较容易施

行、效果出众的技工院校语文课堂，更应该大力提

倡情景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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