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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来济南明湖中学听

课。教育部主持编写的新的语文

教材正在一些学校试教，希望能

在教学中得到检验，吸取好的建

议，改善不足。新教材的编写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一是《课程标准》

颁布了，编写指导思想更明确；二

是可以吸收十多年来沉淀下来的

课改经验；三是坊间有多个版本

教材可以参照；四是有广大一线

教师的支持。我们一起努力，有信

心编好新教材，争取 2014 年出版

并逐步推广。

刚才听了两节课。一节是明

湖中学 L 老师讲的《动物笑谈》，

一节是 29 中 H 老师讲的《小松

鼠》，都属于有关动物的单元。两

位老师都抓住了默读这个要点，

同时注重关于生态意识、环境意

识的教育，符合这个单元设计的

要求。新教材仍然采取以人文主

题 （也有文体等方面） 来结构单

元，但在单元导语、课文提示和思

考题中，格外注意凸显语文素养

的某些“因素”。这是为了使教学

内容的重点更突出。两位老师备

课时都在这方面用心了，重点的

把握是好的。而且她们都注重在

课堂中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整堂课基本上都是在与学生“对

话”中完成的。L 老师的课讲得很

细腻，扎实，看得出是有经验的老

师。H 老师则是另一种风格，比较

活泼，放得开，与学生沟通得很

好。我对她们的课都满意，也受到

一些启发。我想就两位老师的课

说开去，谈谈对中小学语文教学

的看法，也会结合教材编写的心

得，供大家参考。

一、语文课要“聚焦语用”

“语用”就是语言文字运用，

这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基本目

标。语文课的目标可以罗列很多，

包括人文教育，传统文化熏陶，有

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等等，

但核心是什么？基本目标是什么？

这就是语言文字运用。大家可以

看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 年版）》，其中关于语文课

程性质的定位是这样的：“语文课

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

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

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

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

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

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

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

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里第一句

就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然后是

在学习“语用”的同时，得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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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明湖中学的讲话

袤而深厚的中华大地上，实事求

是，求真崇实，不故弄玄虚，更不

崇洋媚外。一要走民族化、科学

化、现代化的改革之路；二要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重在解决语文教

学中的实际问题。这理论那学说，

这宗那派，均应拿来主义，为我所

用，而不能“乱花渐欲迷人眼”，乱

了自己的方寸。

3. 语文教学最重要的是让学

生热爱祖国语文，享受语文学习的

成功和快乐。语文教学要教会学生

识字写字、阅读鉴赏中外名著，自

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清通流畅

地交流彼此的思想感情，教师就要

真诚地用爱心对待每一个学生，不

做作，不敷衍，不放弃，帮助他们掌

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

语文的良好习惯，培养正确理解和

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

高他们的语文素养。

4.语文教材编写要符合语文

教学和师生实际。既要让教师明

白语文教什么怎么教，也要让学

生知道语文应该学什么怎么学。

目标明确，内容科学，顺序合理，

形式活泼，朴素淡雅。一册在手，

一股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同时还

要想方设法，使学生摆脱“应试教

育”的羁绊，扩大阅读面，增加阅

读量，沉浸其中，爱不释手，习焉

不察，水到渠成。阅读品位自然提

升，语文素养水涨船高。

5.语文人累并快活着，充满激

情，富有情趣。语文教育工作者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繁重。课

程要改革，教学要创新，费心劳

力，艰辛备至，同时也拥有尊严，

充满乐趣。因为我们的工作就在

于给人知识，启人智慧，教人向

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完善人

格，净化心灵。古语有“经师即人

师”之说，语文人做的就是“人师”

的工作。传道授业，释疑解惑。阅

读写作，立德树人。三尺讲台，挥

洒汗水。桃李天下，功在千秋。

（人民教育出版社；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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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修养。所谓工具性与人文

性的统一，也就体现于此。可以比

较一下，原来课标实验稿关于课

程性质的表述，是比较简单的，就

一句话：“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

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

课程的基本特点。”当时提出工具

性与人文性结合，想突出人文性，

是有针对性的，希望改变教学中

过分注重应试操练的倾向。但是

十多年课改下来，发现这样来定

位语文课程性质，比较空泛，容易

只是往人文性倾斜，掏空语文课

程的核心，把语文课上成一般的

思想修养课。所以，课标修订时，

就在工具性与人文性前面，加上

了两句话，给语文更明确的定位：

语文课，就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的课，同时把文化修养、精神熏

陶，很自然地带进来。“语用”和其

他几方面是自然融合的，不是一

加一或一加几的关系。有些教师

备课，要罗列哪些属于工具性，哪

些属于人文性，割裂了，没有这个

必要。

老师们已经多次学习过课

标，有没有注意实验稿到修订稿

的这个变化？有没有注意到关于

语文课程定位为何要这样表述？

我在这里强调课标的定位，是因

为听完两堂课之后，有些感触。你

们的课是认真的，有特色的，但好

像程序有点多，对课文主题包括

科学精神、环境保护意识等属于

文化修养 （人文性） 的讲授与讨

论，不是从语言文字运用这里很

自然地引出，或者两者结合不够，

所占的时间也就多了。像《动物笑

谈》这一课，主要内容是写科学家

进行科学考察时那种忘我专注的

精神，文中写了动物行为学家劳

伦兹的许多“怪诞不经”的情节，

怎么安排教学？一种办法是先疏

通课文，作字词句及段落大意分

析，然后围绕某些“怪诞”行为开

展讨论（有时则是老师不断提问，

与学生互动），领会科学研究的精

神。另外一种办法，是让学生自己

去读，接着老师带着大家边读边

把生词和某些难点解决了，并在

阅读中很自然地讲解或穿插着讨

论劳伦兹的那些行为。这样，对科

学精神的阐说主要是随文引发

的，很自然的，而且整堂课始终围

绕解决如何掌握默读快读的方

法，以及让学生津津有味地体味

这篇课文语言的风趣与幽默来进

行。我觉得第二种办法可能比较

好，好就好在“聚焦语用”，其他都

是很自然带出来的，不给人教化

的感觉。而且一堂课下来，有把握

得住的“干货”。这一课的“干货”

是什么？就是默读方法，以及语言

表达的幽默。当然，教无定法，除

了这两种，还可以有其他多种多

样的教法，总之能聚焦语言文字

运用、让学生有兴趣学，又能把握

方法、学会学习，就都是可以的。

我听过很多中学教师的课，也老

是设想自己就是中学生，哪些会

感到腻烦？又有哪些会有兴趣，并

能留下较深印象？现下许多学生

不太喜欢语文课，可能跟有些老

师的课设置的程序太多，老是重

复，又嚼得太细，是有关系的。我

们讲课不能只考虑设计得如何周

全漂亮，一定要让学生有兴趣，能

投入，有获益。

二、语文课要教给学生具体

方法

L 老师和 H 老师的课都注意

引导学生阅读，有的可能在课前

预习就安排了读课文。在讲《动物

笑谈》时，L 老师特别设计了一个

程序，让学生扮演文中的角色，分

头朗读课文，学生很有兴趣，有助

于进入阅读状态。这都是值得肯

定的。但是这一课的语文“要素”

———也可以说“干货”，是让学生

学会默读，体现得不够。听说读

写，哪样最重要？阅读最重要。日

后学生成为公民，要谋生，阅读能

力是最用得着的。写作、听讲和说

话交流能力也重要，但重要性也

比不过阅读能力。语文课最要下

功夫的就是阅读，是书面语言的

学习。现在的语文课虽然也注重

阅读教学，但对于阅读方法技能

的传授和训练做得不够。比如默

读、浏览、快读、跳读、猜读等等，

都有技巧方法，需要一一学习。但

是我们对这些方法技能的传授仍

然很粗糙，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

也很不够。你教学生默读，总要给

点具体的方法，让学生做到不动

唇、不出声，又读得快。不会默读

就读不快。到一些大学的图书馆

看看，不少学生都在那里念念有

词，他们可能就是在中小学没有

学会默读、浏览和快读。一定要教

给学生一些方法，不能大而化之。

我读博士生时上英语课，教

我们的是美国老师，他每次上课

发一摞材料，要求 15 分钟看完。

我们很紧张，但不断练习，速度就

上去了。这位老师注重教办法：不

让一个词一个词从左到右往下

读，而要求视线跳跃，同时扫读上

下几行，捕捉重点字词；尽量快地

往下看，能大致懂得意思就不停

下来，碰到生词可以猜，不马上查

字典；文章开头及每一段的开头

特别注意弄清楚基本意思，读的

是语义单元；等等。我们就这样掌

握了默读、浏览的方法。相比之

下，我们的语文课对方法的交代

是不够的，或者说，是缺少这方面

的自觉的。几乎每一课都是精读，

“精”在哪里？在字词句、段落大

意、主题思想等方面，当然也有必

要，可是偏偏没有教给方法，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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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精读的内容和方法结合起来。

像这样的两堂课都是要求教默读

的，那么最好就要有默读方法的

提示，要具体，有练习，不能只是

笼统的要求。你让学生“抓住关键

词”，很多教材的练习题也都有类

似的要求。可是怎么去抓关键词？

有什么可以操作的方法？如果你

说“抓”，学生就马上会“抓”，那就

不用学了。所以，我们的语文课，

一定要有方法教学，能做到“一课

一得”最好。

三、语文课要区分好精读与

略读

现在的语文教材普遍把课文

分为精读与略读两种，可是在教

学中，许多老师几乎全都讲成精

读，略读无非是课时略少一点，讲

法和精读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

样？可能有心理原因，怕讲得不够

精而影响学生考试成绩。这是一

个误区。其实精读和略读是两种

课型，功能不一样。精读讲得细一

点，是提供例子，举一反三，要给

方法；略读就是主要让学生自己

读，是实践精读课所提供的方法，

发挥自主阅读的能量，激发阅读

的兴趣。如果全都讲成精读，那么

学生自主阅读的空间反而小了，

举一反三就难以做到。其实以“精

读”和“略读”来区分课型，不够贴

切，因为“精读”“略读”都是阅读

方法，在精读课中也会学到略读，

比如浏览、快读等。同样，略读课

中有时也需要来一点精读的。所

以，我们编制新教材时，注意到了

这个问题，也吸收了一些专家的

意见，有意加大精读与略读的区

分度，让两种课型发挥各自不同

的功能。在新的教材中，我们已经

把“精读”改成“教读”，“略读”改

成“自读”。“教读”课安排有预习，

思考题也比较多，照顾到方法的

提示与练习。“自读”课有导读，还

有旁批提示，引导学生顺利阅读，

理解课文，激发思考。

新教材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突

破，就是格外注重往课外阅读延

伸，有的在课文后面提出课外阅

读的书目，有的在“名著导读”板

块中建议课外读些什么书，怎么

去读，等等。这样，新的语文教材

就建构了由“教读”“自读”“课外

阅读”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教学

结构。这可能是一个突破，让我们

的语文课更重视学生自主的阅读

实践，包括课外阅读，努力做到课

标所要求的“多读书，好读书，读

好书，读整本的书”。语文课怎样

才算成功？一定要延伸到课外阅

读，让学生养成读书的生活方式。

如果只是精读精讲，反复操练，没

有激发阅读兴趣，也没有较多的

阅读量和阅读面，学生的语文素

养包括写作能力是不可能提升

的。扩大阅读量，这是改革的方

向。预料以后高考、中考的命题也

会更多考虑如何评价学生的阅读

量和阅读面。

四、语文课不要滥用多媒体

两位老师在课上都使用了多

媒体，看得出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

精力。H 老师讲《小松鼠》一课，从

网上找来一些松鼠的照片，学生是

蛮有兴趣的。但总的来看，两位老

师用的多媒体，都未能给她们的课

增分。我并不看好语文课上使用多

媒体，甚至认为现在滥用多媒体已

经成为语文教学的“毒药”。

最近我到河南一所中学听

课，是农村中学，可是很“现代”，

黑板没有了，告别板书了，就用固

定的多媒体屏幕，需要什么照片

或材料，只需在上面点一下就都

出来了。他们在讲到曹操的《观沧

海》时，什么作者介绍、作品背景、

字词注释、思想意义、艺术手法

等，全都是从网上下载拼凑的，老

师讲到哪里，在屏幕上点一下，就

都出来了。比如课文中有“水何澹

澹”一句，老师就点到“澹澹”的注

释，让学生齐声朗读：“澹澹，水波

荡漾的样子。”这样老师就省事

了，毋庸多说了。其实类似的诗词

课，还不如让学生自己去反复诵

读，提示一下边读边想象自己登

山望海，那种苍茫浩瀚的时空感，

还有，就是让学生体味四言古诗

那种简洁铿锵的韵味。这才是本

课的教学要点。

现在的语文课不断穿插使用

多媒体，虽然很直观，可是把课文

讲解与阅读切割得零碎了。多媒体

给学生提供了各种画面、音响与文

字，目迷五色，课堂好像活跃了，可

是学生的阅读被挤压了，文字的感

受与想象给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

重的语感也被放逐了。这样的多媒

体对语文学习并没有好处。

现在备课也变得很容易，从

网上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教案和

课件。所谓集体备课，也就是凑一

些教案，时间很多花在调整设计

课件上面。这样备课讲课，老师的

个性是容易被淹没的，讲出来的

课可能是大同小异、彼此克隆的，

更麻烦的是背离了语文课必须靠

学生反复大量阅读来提高语感的

本义。特别是某些领导检查教学，

也就是看多媒体是否做得漂亮热

闹，更给这种偏向推波助澜。多媒

体本来是好事，可是用得太滥，让

我们的老师变懒了，个性消失了，

学生的学习也受到很大影响。

过多依赖多媒体，还会制约

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很多老师

得了“百度依赖症”，什么都依赖

网上给结论，有结论没过程，思想

容易碎片化、拼贴化。现在的教师

很多不会板书了，甚至常常提笔

忘字。不是要开设写字书法课吗？

找个会写字能书法的教师变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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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阅读教学的三大工程
廖海燕

一、名著阅读从高一抓起

文学名著的阅读必须通读原

著，而高中学生作业多，学业压力

大，生活阅历浅，缺乏阅读名著的

兴趣或缺少阅读名著的时间。面

对高考考查名著，他们往往到高

三才“临时抱佛脚”，猛看一点复

习资料，狂做一些模拟考题；但总

是事与愿违，不仅考试效果不佳，

而且难以提高文学素养。笔者以

为名著阅读应当从高一抓起，科

学合理地设计一个三年阅读方

案。以江苏为例，结合《课程标准》

《考试大纲》可作如下安排：高一

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匹克

威克外传》《西厢记》《边城》《家》

《老人与海》《雷雨》《飞鸟集》；高

二阅读《子夜》《呐喊》《欧也妮·葛

朗台》《茶馆》《哈姆莱特》《巴黎圣

母院》《复活》《莫泊桑短篇小说

选》《契诃夫小说选》《欧·亨利短

篇小说选》；高三阅读鲁迅杂文、

朱自清散文、普希金诗、《女神》、

《堂吉诃德》。尽量把“必读”部分

安排在高一、高二阶段，而且长篇

和短篇交错安排。安排阅读进度

时，尽可能把名著阅读与本地的

课文教学结合起来，因为有些名

著与课文内容相关。以人教版教

材为例，必修 2 巴金的《小狗包

弟》与《家》、必修 3《林黛玉进贾

府》与《红楼梦》、必修 4《哈姆莱

特》与“莎士比亚戏剧”、必修 5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与《水浒

传》。如果按照这样的关联安排进

度，既有利于名著阅读，又有利于

课文教学。

高一是阅读的起始阶段，应

该创设相关机制，确保名著阅读

的有效进行。首先要把名著阅读

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比如每周

安排一节阅读课，让学生专门阅

读文学名著；还可以有序安排各

班学生到阅览室阅读。教师也要

想方设法创设督促学生阅读的机

制。笔者曾设计“读书卡”，上面画

有含“序号”“姓名”“阅读时间”

“阅读内容”的表格。每月发给学

生 30 张卡。让学生如实填写，每

天交给教师一张卡。没有阅读的，

就在表格中写“无”。还为每位学

生准备了“阅读信封”，在学生交

回读书卡的当天，把卡片放进各

自信封里。月底将装满本月读书

卡的信封交还给学生，要求学生

写出这个月的阅读报告。对阅读

安排不合理的学生，教师应给予

指导，对症下药。高二学生可以在

养成每天阅读习惯的基础上，进

行全班阅读卡总结汇报活动，让

学生间互相促进。高三学生可以

让其自主阅读，因为经过高一、高

二阶段读书机制的引导，学生已

经养成了阅读名著的习惯，是可

以做到这一点的。

此外，还要积极开展相关活

动，营造阅读名著的氛围，激发学

生阅读名著的兴趣。可以在班级

建立“读书角”，设置专栏按月公

布每个人的阅读情况，并每学期

适当奖励阅读量最多和阅读面最

广的学生，以促使学生之间形成

阅读竞赛。还可以举办名著知识

竞赛、名著片段朗诵会、名著读书

报告会、作品点评展览等活动，提

高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促进学

高考语文进入大分时代，我们怎么教？（下）

学术圆桌 道论 张悦群

此之难。记笔记的能力也普遍下

降了。我给一些教师作讲座，因为

考虑到人们的习惯，有时也制作

点简单的 PPT。但我发现很多老

师都懒得记笔记，课后拷贝一下就

成了。拷贝回去后呢，也许永远不

会再看了。我说多媒体的滥用已经

给语文教学带来“灾难”，恐怕不是

危言耸听，而是一种必须面对的事

实。我建议老师们的语文课不用或

少用多媒体，让语文课重新回到朴

素本真的状态中来。

（本文系作者 2013 年 12 月

19 日在济南明湖中学的讲话，后

根据回忆整理。）

廖 海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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