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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

从“题海战术”中摆脱出来

常德芷兰实验学校 罗先文

在高考复习中，如何摆脱“题海战术”，

大面积地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一直以来都

是广大高三教师在不断研讨的课题。近几年

来，我们围绕这一问题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积

极的探索，也许它不一定正确，但它的确是

一种尝试。

一、强化目标管理，完善目标激励机制

历年来，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让优秀生

出类拔萃，让中等生脱颖而出，让普通生超

常发挥， 让艺体生专业与文化齐头并进，力

争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考入与自身实力相当

的高等学府。 进入高三之初，年级根据学校

往年的高考水平及当年全省高考招生计划

制定全年级的高考目标，然后将目标根据本

届学生的入学成绩并结合学生当前的发展

水平分解到各个班级，各班班主任与科任教

师一道为每一个学生分阶段制定学科目标

和高考总目标。 这样层层制定目标，大大提

高了师生的目标意识，从而有效提高了师生

的工作和学习积极性。

要彻底从“题海战术”中摆脱出来，大面

积地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以实现我们自己

的奋斗目标，在学生的学习成绩上必须密切

关注“四率”的变化情况。 所谓“四率”，是指

优秀率、低分率、淘汰率、违纪率。 从年级到

班级再到每一个科任老师对“四率”管理都

有工作目标。 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掌握每

一个学生学习目标达成情况； 在课堂教学

中，科任老师细化教学目标，因材施教，将每

一个学生的学科目标认真落实到每一堂课

堂教学中；每次月考或模拟考试之后，年级

都要对“四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

和总结， 并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和重

点，不断调控“四率”，努力提高优秀率、控制

低分率、减少淘汰率、降低违纪率。

二、强化教学管理，突出训练的针对性

和时效性

为了克服“题海战术”，加强高三训练的

针对性和时效性， 我们强化了教学管理，从

如下两个方面做了探讨和实践。

1、分阶段的训练策略

高三第一轮复习的主要任务是夯实基

础，教学进度不宜过快，而且必须保证学生

有一定的训练量，以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和

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牢固掌握解决问题的

基本方法。第二轮复习是学生学科知识的整

合和能力提升阶段，这一阶段我们要求老师

分专题精选精编习题，按高考模式对学生进

行题型训练，每节课题量不超过高考题量的

三分之一，学生先做（限定时量），当堂反馈

信息后，再由老师选讲，做到“堂堂练，堂堂

清”，家庭作业不得超过 20分钟。 第三轮复

习是高考冲刺阶段，主要是通过精心组织的

模拟考试，使学生的学科能力得到巩固和提

高，考试次数不宜频繁，老师讲解不宜过多，

要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消化，自己体

会，自己“悟”，自己整理，重点知识（主干知

识）、典型错题回头看，将所学知识系统化，

内化为自身的东西。

2、分层次的训练策略

训练是否具有针对性，是能否克服“题

海战术”并大面积地提高学生高考成绩的关

键。 为此，年级组对班级分层管理，对学生因

材施教，对不同层次的班级和学生，从管理

和教学任务这两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

目标；在课堂教学中，学生训练的目标任务

因人而异，并分层进行信息反馈，分类辅导；

对专业特长生的文化辅导由任课教师单独

自编资料和习题，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切实

做好“扶弱促中辅尖”工作。

三、加强心理疏导工作，切实做好应对

考试的准备

高三学生面临繁重的学习任务与升学

双重压力，经常表现出压抑失望、焦躁不安

等不良心理现象。 因此，引导学生逐步养成

良好的高三心理，营造张驰有度的班级文化

氛围， 对学生最终能自信地走进高考考场，

超常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是十分重要的。

1、通过活动释放压力

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文体活动， 比如：课

前唱支振奋人心的歌曲、 三分钟演讲等活

动，课间聊聊天、听听音乐等，早晨或者晚上

睡觉前跑跑步， 周末抽一定的时间散散步、

打打球等活动。

在复习迎考的过程中，适当地开展一些

文体活动，不仅可以调节学生的生活，放松

心情，做到有张有弛，而且能使学生的体能

得以锻炼，保持充沛的精力，消除疲劳，有助

于提高学习效率。

2、缓解家庭压力

大多数家长都望子（女）成龙（凤）心切，

这会给学生带来较大心理压力，甚至有些学

生会与家长产生对立情绪。 每年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召开家长会或其它途径指导家长

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思想动态，指导家长

与自己的孩子做朋友，着重做好孩子的后勤

保障工作。 家庭环境宽松了，学生学习的心

情才会舒畅，这对高三学习是十分有利的。

作为教师了解学生心理变化，帮助他们

打好心理战是心理疏导工作的重中之重；作

为学校管理层，关注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问

题同等重要，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教

师特别是高三教师工作强度大， 压力大，再

加上家庭原因或个人琐事都有可能导致他

们心理出现压抑、焦虑等不良情绪。 教师的

不良情绪则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质量，以致

传染给学生，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作为管

理者要善于分析教师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

找到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保证老师有一个心情愉快的工作环

境，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老师，请听我说

澧县第二中学 李韶庭

在深深感动我的许多人许多事中，令我

永难忘怀且常思常新的是一位学生的作文

心声。 当时做为班主任的我，在学校放寒假

的那天，为了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以提高

工作效益， 我给全班的同学布置了一项任

务：每个人下学期开学时必须交一篇命题作

文：《老师，请听我说》。

新学期伊始，我就迫不及待地翻阅学生

的作文，希望能走进学生丰富多彩的内心世

界。其中，刘霞同学的作文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在文中这样写道：“老师，假期里我看到一

幅漫画，画面中有个人拿着斧头先砍倒了一

颗大树，再砍掉这颗树的枝枝叶叶，边砍边

说，这些枝叶是没有用的，然后将树干背回

了家，做成了漂亮家具。 接着又有一个人将

先前那个人抛弃的树枝做成了耙，把树叶耙

回家烧了一顿饭。 是啊!树杆是栋梁之材，但

没有树枝树叶树杆怎能成材？树的枝叶不能

做漂亮家具， 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就毫无用

处，至少它们可以生火取暖烧饭。 当然把这

些粗壮的树干当柴烧， 那无疑是大材小用，

是绝对的浪费……”

在文章的最后她联系实际真诚地说：

“老师，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同

学都是有优点的，你固然应该为陈波同学在

期末考试中夺得年级第一而感到欣慰，难道

你就不为张霞同学在校艺术节上获得女声

独唱一等奖而骄傲？不为李锋同学在校田径

运动会上获得男子 100米冠军而自豪？为什

么老师们的眼光总是只盯着学习成绩，而忽

略了学生独特的个性、特长和风采呢？ ”

刘霞同学的文章虽然短小，却闪耀着思

辩的火花，让我感触良久。 她的言辞之间表

面上看是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能以文化

成绩的优与劣来判断一个学生的好和差，要

全面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的问题，实质上

触及到了教育的核心问题—————教育工作

者应该有怎样的教育理念，有怎样的教育人

才观的问题。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正在上高

中的女儿，她也表达了同感，她说：“是啊！ 老

师们总是喜欢成绩好的学生，总是希望学生

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学习，这不能算错。 可

是，学生是为自己的生命活着的，生命的个

性决定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怎么会不去

自己决定自己、发展自己呢？ 这也许就是老

师与学生常发生教育冲突的一个原因吧。 ”

孩子们的话朴素而直爽，他们用自己的简单

方式表达着对现实教育缺失的不满与困惑，

却又无力改变现状。 今天的孩子们如此，也

许明天的孩子们亦会如此，他们的不满与困

惑也许将一直持续下去。

其实， 孩子们的不满我们何尝不知道

呢？ 作为与孩子们朝夕相伴的一线教师，我

也深知， 成绩并不能绝对决定一个生命个

体在漫长人生路上的成功与失败， 面对孩

子们的不满， 我们内心深处也充满了无奈

与困惑。

我们知道，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成人；根

本指向是要启迪、培养生命个体的尊严感与

幸福感； 最大的效益是发展学生的个性，开

发学生的潜能，能够让他们在丰富多彩的社

会生活中承担起自我的责任。 然而，尽管素

质教育的口号喊的震天响，素质教育的整体

推进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无庸讳

言，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基础教育特别是

高中教育很大程度上还是在按照高考的音

律跳舞， 高考应试重点在于选拔和淘汰，这

就直接导致学校教育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重

视智育，而忽视了学生的德育和其他方面素

质的培养，课堂上也就直接地采取“满堂灌”

的填鸭式教学方法。这些根本就不能适应当

前中小学学生的需要，更不适合这个时代学

生在相应年龄段知识需求上的特点，这种教

育方式必定会严重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个性。 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忽

视的是学生个性的培养，“人”的成长，付出

的代价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丧失尊严感与

幸福感，学生不理解自己的老师，而教师又

在无奈与困惑中，与教育的初衷背离得越来

越远。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广大家长

都希望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望子成

龙”的急切心情，教师的工作可以说关系到

千百万家庭的幸福。 面对目前的教育现状，

我们该树立怎样的人才观呢？在教育中的现

实利害得失的计算与现代教育理念的搏弈

中，怎样才能树立起科学的教育理念，怎样

才能让学生们张扬个性，怎样才能让一线教

师不再受学生的误解，不再困惑呢？ 这几年

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我深为赞同当今主流教育理念中所说

的：“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材”。 中小

学教师的职责是使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提

高、个性特长获得充分发展，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

我多希望有一天孩子们不再对我们诉

说不满。

我多希望有一天孩子们不再对我们诉

说困惑。

我多希望有一天教师们面对孩子的诉

说时不再无奈。

我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素质教育

的成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始花开遍地，繁

花似锦。

新

课

标

下

文

言

文

教

学

的

几

点

思

考

澧

县

第

二

中

学

易

延

华

在文言文教学中， 我们采用的大多是

传统的评点法。 教学的重点还是放在字、

词、句的诠释上。 对于文章的谴字造句、篇

章结构、思想内容则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文

言课是中学生们感到最没劲的课，枯燥、单

调、乏味。 现行一些教法的最大缺陷是：学

生学的死，觉得学古文枯燥，很难开发学生

智能。 究其原因主要是课堂教学方法的陈

旧、僵化。因此，要走出课堂沉闷，学生厌学

的困境，能不能采用一些更合理的教法，重

新回到我们教学的初衷上来： 如何通过教

学，既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提高学生文

言文的阅读能力， 同时对开发学生的智能

又起到促进作用呢？我的主张是：落实新课

标，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引导他们自

主学习。

一、诵读法

传统的文言文教学采用的是评点法，

逐字、逐词、逐段、逐篇地进行讲解。文言文

的教学课堂应该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笔者

在对改版后的教材中的两个文言文单元和

读本中的文言文进行了认真的钻研， 在教

学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探索。 在此谈谈自己

一些不够成熟的想法： 关于诵读似乎是一

个不需要再提的老问题， 语文课堂当然要

读了。 但事实是我们现在的课堂读得的确

太少了。一是许多学生不喜欢放声朗读，二

是我们有些老师满堂的讲解或是问答取代

了诵读。 我们的前人早就明白了诵读的重

要性，“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写诗也会

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心理学有关理

论也指出，声音刺激能在大脑的某个区域产生兴奋点，让阅

读者在短时间里从阅读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多诵读，有助于

学生对语言节奏、句读、语调、情感的把握，从中获得美的享

受，提高阅读效率。

二、背诵法

背诵之于文言文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有效的一条

学习文言文的途径。 整篇的文章记熟了， 其中的实词的意

义，虚词的用法也就记住了。积累得越多，就越能触类旁通。

背诵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而是边朗读，边体会，边记忆。要

提高学生的背诵效率，除了让学生扫清文字上的障碍以外，

教师应该要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理清行文的思路。比如《邹

忌讽齐王纳谏》，以“三”字为核心，可以引导学生理出“三

问”———“三答”———“三思”———“三谏”———“三赏”———“三

变”的行文线索，学生背诵起来也就容易一些。 对于那些篇

幅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文章， 更是需要把每个部分或是每个

段落的行文线索理清，比如《六国论》，第一自然段，提出“弊

在‘赂’”的中心论点和“赂者力亏”“不赂者以赂者丧”的分

论点；第二自然段通过三个对比，即“得”与“亡”，“难”与

“易”，“有限”与“无厌”论证“赂者灭亡”。 这样逐个落实，背

诵起来也就不难了。

三、比较法

比较法是一种很典型的教学方法。通过比较，能发现事

物之间的异同，辨别高下优劣，从而加深印象。 在文言文教学

过程中，既可以将课本上单元之内，或单元之间的文章进行比

较，比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寡人之于国也》两

篇先秦诸子散文，可以进行比较教学，在难字难句，落实了重

点实词和常见虚词后， 教师可设计问题孔子和孟子的主张的

异同，他们的论辩艺术，两篇散文的不同特点。 也可以将课本

上的文章与语文读本上的文章进行比较，比如《邹忌讽齐王纳

谏》与《召公谏厉王弭谤》，《触龙说赵太后》与《威后问齐使》。语

文读本上的文章也都是非常经典， 应该要计划地教学或引导

学生自学，而这种比较教学又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种打通

单元，打通课本和读本的比较法教学，可大大提高教学效率，

培养学生分析和综合的能力。

四、联想法

联想法是一种联想和想象为基础的由此及彼的学习方

法。联想是方法，更是一种能力。联想可以让知识由少变多，

由死变活，由零散变系统。 联想可以由此课而彼课，由此知

识而彼知识，由此学科而彼学科，由课内而课外。 文言文教

学中运用联想，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如在

讲解某个重要实词的意思时， 可启发学生回忆以前在哪些

文章中学过的其他意思，让学生起来回答，交换自己的回忆

所得，这样不仅让新知识与旧知识发生关系，巩固新知识，

而且让零碎的知识构成知识链，可谓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讲解常见的某文言虚词的用法时也是如此。另外，对于文章

的内容也能相互联想，比如《子路、冉有、曾皙、公西华侍坐》

一文时，可以由“既来之，则安之”这句名言作为联想点，引

导学生回忆以前读过或听说过的出自《论语》中的名句，互

相交流后，每个人就都能学到几十句《论语》中的名句，这样

既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开阔学生的眼界，拓

宽学生的知识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