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吉县安城中心小学 顾月华

小学语文教学要走本真之路，必须从语文

学科的本源出发，以学定教，引导学生实实在在

地接触文本，接触言语，通过生动、扎实的言语

实践活动，把握文本言语的“精气神”。

一、体验回归生活，不忘语文来时路
1.运用生活经验唤起体验

小学语文课文，多是对生活情境的描述，虽

然这些情境学生未必亲身经历过，但他们在丰

富多彩的生活中，或多或少接触过类似的情

境。只要及时唤醒、激活这部分经验，产生联想

与想象，学生就能将语言文字还原为语言形象，

并将语言形象升华为自我感悟。

在执教《荷花》一课时，为了让学生体会

“冒”字所表现出的荷花蓬勃向上的生命张力，

笔者利用查字典的方法，引导学生理解“冒”字

在语句中的意思。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联系生

活实际，用手势模仿荷花从荷叶中冒出来的样

子，找出“冒”字的同义词，体会“冒”字的巧妙之

处。再让学生发挥想象：假如你就是那朵荷花，

你会怎样从挨挤的荷叶中冒出来？以此让学生

多层次体会“冒”字的妙用。

在上述片段中，教师激活了学生的生活经

验，引领学生运用字典以及已有的生活经验理

解“冒”字的意思，初步体会荷花的蓬勃生机。

在此基础上设计“如果你是那朵荷花你会怎样

冒出来”的问题，唤起学生对美的感受，使文本

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

2.投身生活实践激活体验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生活也为学习提

供了书本无法创设的体验情景，这些情景具有

高度的真实性、开放性、多元性。因此，教师要

让学生关注生活中的语文现象，感受语文鲜活

的存在，体悟语文给生活带来的情趣。要投身

生活实践激活体验，首先要具备一双慧眼，能捕

捉到生活中的语文因子，并能将这些语文因子

归类，组织主题活动展开体验。

生活实践中的语文体验多姿多彩。比如，

组织班级小记者活动，让学生采访优秀人物、热

点事件。这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

和思维能力，更能让学生体验成功的艰辛和欢

乐，从而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再如带领学

生走向街头，开展卖报活动、规范错别字活动，

增强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

3.展开实践操作深化体验

活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是改造

现实并实现人的需要和目的的过程。语文教学

如果脱离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将毫无意

义。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动手操

作、制作，让学生运用多种感官和思维活动在

现场性的活动中汇总学习与生活的多元体验，

以促进学生情境的感受、心理的揣摩和情感的

体验。

如学习《坐井观天》一文，学生对文中青蛙

和小鸟的三次对话提出疑问：“青蛙为什么说天

只不过井口那么大呢？”这时候，教师可以巧妙

地引导学生动手将一张硬卡纸卷成圆筒状，透

过圆筒看天花板，体验青蛙的经历，使他们获得

新的感悟。

二、体验步入情境，铅华洗尽见本真
1.创设语言情境，引发情感共鸣

教师感情色彩强烈的语言描绘，可以准确

地传递情感，创设情感氛围，拨动学生情感的琴

弦，引发他们涌动情思，走进文本，亲历事情，感

受场景，引起他们内心世界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如学习《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人教版第六

册），第一自然段描写村庄原有的美丽景色，由

于学生多数生活在城市，对文中描绘的“山上

的森林郁郁葱葱，天空湛蓝深远，河水清澈见

底，空气清新甜润”并没有太多的感同身受。

因此，教师可以这样加以引导：“孩子们，闭上

眼，让我们的心灵安静下来，现在我们来到了

山脚下，让我们一起轻轻地踩着带着露珠的小

草慢慢前行，尽情地呼吸，尽情地聆听……你听

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又看到了什么？”学

生们在教师富有诱惑力的语言描绘的推动下，

仿佛真的来到了美丽的山庄。有的说：“我看

到了高大挺拔的树，茂密的树叶苍翠欲滴。”有

的说：“我闻到了泥土的芳香。”……

2.开创表演情境，实现感同身受

曹禺说：“学生参加演戏可以加深对课文的

理解，演戏里的人，就必须理解他们的思想与

感情，要具备生动活泼的想象，也要有一定的

表演能力。”表演是在领悟文章内容的基础上，

让学生将书面语言外化为表演语言，进一步体

验文章内蕴的活动。因此，针对儿童喜欢表

现、擅长表演的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让

学生扮演课文中的角色，在此过程中加深理

解、获得经验。

如教学《落叶》一文，文中描述了落叶与小

虫、蚂蚁、小鱼、燕子之间的一种和谐的自然

美。为使这一静态美具有动感，教师这样引导

学生进入对话情境：假如你就是小虫、蚂蚁、小

鱼，当你看到落叶的时候，会怎么说，怎么做？

学生纷纷转换角色，与落叶对话。课堂成了情

感交流、思维碰撞、驰骋想象、表达体验的天地。

三、体验依托想象，万紫千红春满园
1.补白创造，丰富体验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常常有意留下一些“空

白”，刺激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如果读者

在阅读时未赋予其情感体验，那文本语言仅仅

是意义的空壳。因此，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

对这些“空白”处，对这些看似无情感的意义空

壳进行想象、创编，丰富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

如《我为你骄傲》（人教版第四册）中有这

样一句话：我把钱和一张便条装进信封，在便

条上向老奶奶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并真诚地向

她道歉。文章并未写便条的具体内容，而这正

是展现小男孩从害怕、担心到决定承担责任、

诚实认错这一心理历程的“空白处”。教学中

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全文内容想象，创编便条内

容，从而丰富学生对文中小男孩内心情感变化

的体验。

2.涵泳想象，精心体验

诵读涵泳是一个特殊的实践过程。它要求

眼到、耳到、口到、心到，强调面对语言文字专

心致志、聚精会神地加以揣摩、推敲、咀嚼，是

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学生只有经历这个过程，

得到境的感受、情的激发、理的启迪，并借助想

象还原语言文字描述的形象，使文中的人“活

脱”、事“活现”、物“活化”，独特的感悟、丰富的

体验才会源源不断地生成。

如《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最后一句话：“什

么都没有了——包括那些锋利的斧头。”这是课

文情感的聚焦，一字一句都是作者对造成小村

庄失去昔日美丽的村民的控诉。教学中，教师

可这样引导：“当幸存的村民们站在被洪水冲

刷得不堪入目的村庄废墟前，他们可会想起原

先那个美丽的村庄？”以此唤起学生对原先美

丽迷人的小村庄的回忆，既而以饱含深情的语

言引导：“可如今，村民们面对的只能是一堆废

墟，他们会是怎样的心情，会怎样说这句话

呢？”如此一来，有学生体验到村民失去一切之

后的无奈，有学生体验到村民的悲伤，更有学

生体验到村民的觉醒。一句简单的话，在学生

的诵读涵泳中，竟然开掘出如此富有个性的内

涵和意蕴。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杨璐仪

阅读是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阅读能力是学

生语文素养的重要体现，整本书阅读能显著提升

学生阅读能力，是新课标着力倡导的方向。本文

以阅伴App为例，探讨课外阅读软件对整本书阅

读教学的作用以及对提升学生阅读素养的影响。

一、引入背景
阅读是语文学习的核心，阅读能力是学生语

文素养的关键，也是其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学

生通过阅读，一方面获取基本信息，另一方面借

文字来认识世界，提升自我，发展思维，培养独特

的审美趣味及能力。

1941年，叶圣陶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

中提出：“把整本书作为主体，把单篇文章作辅

佐。”2011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也指出要

“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多读

书，读好书，读整本书”，旨在通过整本书阅读让学

生真正还原阅读，获得个性化的阅读体验，丰富阅

读经验，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整本书阅读已成

为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一个基本策略。同

时，新课标还对小学各个学段学生的课外阅读量

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一到第三学段分别是不少于

5万、40万和100万字。如此大的阅读量要求很

难在课内完成，需要教师在以整本书阅读为方向

的前提下制订由课内到课外的阅读延伸和由课

外到课内的深化阅读方案。通过课内外阅读整

合增加阅读量，提升学生整本书阅读的能力。

当今社会已进入5G时代，信息技术高速发

展，给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新的教育理念指

引下，信息技术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也开始不断

拓宽并显现优势。比如，电子阅读不断普及，拓

宽了阅读的空间和时间，丰富了阅读资源，使阅

读更便捷。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还有利于个性

化、探究性的阅读，能帮助学生多维度交流以及

协作学习。这些都是传统的纸质阅读无法比拟

和超越的。利用好网络技术，可以为学生搭建更

多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为教师检测学生课外阅读

情况提供新的路径与窗口。

二、阅伴App如何辅助课堂教学
1.精选书目，系统阅读

阅伴App基于儿童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规

律，对当下国内外经典儿童书籍做了选择与分

类。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阅读进行了长远规划，每

一学年分为4段，即春、夏、秋、冬。笔者根据班

级学情在给定的书单里选择适合本班学生的

阅读书目，设置班级阅读任务。恰当的阅读体

系设计，既能帮助教师和家长选择适合学生阅

读的优质书籍，还为深入建构个人阅读体系打

下基础。阅读的广度不断拓宽，难度不断深

入，如同栽种一棵阅读树，这棵树每年都在不

断地充实和丰满。

2.激发兴趣，为学生打造线上共读氛围

阅读一本书前，教师会先对书本进行趣味

导读，根据不同的书目选择适合的导入方法，

比如朗读导入、悬念导入、阅读推介或者封面

导入等形式。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随着学

生阅读兴趣的提升，便开始集体闯关。教师根

据书本内容设置闯关卡，闯关的钥匙和密码皆

在所阅读的书中。

这样一种游戏性阅读，一方面可以帮助学

生将看似大部头的整本书分解为看得见、可操

作的小目标，减少畏难情绪；一方面能帮助学生

合理规划阅读时间与进度。闯关过程中，每一

位“探险者”都要“谨慎小心”地阅读，抓住书中

的重要细节，否则就会败下阵来。这样的设置

既可以考查书本阅读落实情况，也能以游戏的

方式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

闯关结束，闯关结果立即生成，学生能及

时了解到自己的完成情况。闯关成功会有相

应的奖励，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有收获感与成

就感。在此过程中，学生最初的阅读兴趣和动

力会牵引他们重新回顾文本，寻找错误原因。

这样不仅能使学生更细致地阅读书本，还有助

于学生总结归纳下一本书阅读的策略。

3.让阅读评价“可见”

评价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

环节。传统的整本书阅读，教师很难对学生的

阅读过程进行及时跟踪与提示引导。阅伴

App的引入，可以及时反馈阅读数据，不仅让

学生在数据反馈中获得闯关阅读的成就感，还

让教师可以及时做出分析判断，提供方法支持

和难点导读。这种及时性的师生交流，有效增

强了学生阅读的信心、亲近感、成就感，帮助学

生持续有效地读完整本书，找到阅读方法，变

“难读”为“易读”，变“苦读”为“乐读”。

三、阅伴App使用成效
为了研究阅伴App对学生阅读行为的影

响，笔者以问卷的形式对班上36名学生的阅

读现状进行调查，主要从阅读兴趣及自主性、

阅读方法与习惯两个维度进行考查。

分析学生问卷，笔者发现，几乎所有学生

都喜欢在阅伴App上阅读。学生普遍认为，

阅伴软件方便实用，同时还非常有趣。因为有

这样一个持续、整体的阅读环境与阅读任务，

他们每天都愿意花1小时左右时间阅读，5分

钟左右完成当天的阅读闯关。谈及带给他们

的感受，学生反馈“对书本的理解更深刻”“闯

关成功后很有成就感”……

除了感性上的体验，学生也有认知上的提

升。比如，认为“阅伴出的题目难度适中，还能

考查一些容易遗漏的细节，通过闯关游戏，对

整本书有一个较全面的把握”“以前一本书看

完，许多内容都忘记了，但因为有了阅伴闯关，

会再次回到文本寻找，这样不断地回顾，不仅

能更全面仔细地阅读一本书，也为后一本书的

阅读提供了方法指导”。

谈到“与其他阅读方式的比较”以及“这样

的阅读方式对自身作用的影响”时，大部分学

生认为，相比其他阅读方式，阅伴App阅读更

方便，不受空间限制，能实时有效地检查自己

的读书情况。与此同时，阅伴App也让他们

更喜欢阅读。几年下来，阅读更细心认真，阅

读速度明显提升。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阅伴App提高了学

生阅读速度，增加了他们阅读的积极性、理解

的准确性。从学生的回答中，笔者还了解到，

相比从前对书的“无感”，越来越多的学生“一

有时间就读书”“每天坚持阅读半小时以上”

“周末有时间也会想到去书店”。这些结果都

表明，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自主性大大提升。除

此之外，学生、教师之间的交流多了，学生阅读

的计划性增强，学生会一边阅读一边思考，养

成了写读书笔记的习惯，这都说明使用该软件

配合课堂阅读教学，对学生的阅读方法和阅读

习惯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体验，语文生本课堂的源头活水

课外阅读App对学生阅读素养提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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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九莲小学 陈窈窕

健美操作为一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运

动，普及性强，涵盖面广。不同年龄层次、不

同性别以及不同身体素质的人都能适应这项

运动，并且从中感受到快乐。从学生角度出

发设计健美操校本课程，并将理论知识与实

践结合起来，是激发小学生体育兴趣、养成终

身锻炼习惯的基础与关键。

一、健美操校本课程设计的必要性
1.减轻学生学业压力，激发学习兴趣

健美操校本课程强调趣味性、健身性、适

应性及开放性，让学生参与进去，不仅能扩大

学生视野、增强体能，还能给学生带来快乐、

减轻压力，使学生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中得到

舒缓。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健美操校本

课程要求开发者注重学校实际，满足学生需

要，让学生自主创编以激发积极性，为学生自

身能力的发展提供新平台。

2.弥补国家课程开发的不足

一直以来，我国的教育课程都是由教育

部联合国家政府统一设计的，这一课程模式

忽视了地方性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这也造

成了国家课程中一些教学内容和方法并不适

用于一些地区和学校。健美操校本课程是学

校根据自身实际开发出的新型教材，能够满

足地方需求、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极大地

弥补了国家课程开发的不足。

3.顺应素质教育的必然过程

素质教育要求从学生主体出发，不是单

纯地教会学生应对考试，而是要将知识转化

为内在的东西，进而强化学生的实践应用能

力。在健美操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中，学

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循序渐进地学习健美操，

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学生自主创编健美操动

作，在培养兴趣爱好的同时，开发了他们的想

象力与创造力，这正是素质教育所要达到的

效果。因此，设计健美操校本课程是顺应素

质教育的必然过程，有必要存在于当前的小

学课程体系中。

4.学校适应市场需求的必要工作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出现了

一些私立或民办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基本

都由学校自主开发。比如，上海世界外国语

学校作为一所民办学校，课程都是围绕外国

语学校的特殊培养目标来设置的。这些学校

的校本课程开发不仅为公立中小学的校本课

程开发树立了榜样，同时也对公立中小学提

出挑战。公立学校如果抱残守缺、裹足不前，

很容易失去市场份额。因此，一所学校要想

在区域学校内脱颖而出，除了在教学质量上

加劲，还需要有学校自身的特色。健美操作

为学校特色校本课程，强调自主决策、自主开

发，有利于学校提高教育品质，展现办学理

念、校园文化，增强学校在区域内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

二、健美操校本课程设计需要遵循的原则
1.以学生为主体原则

实施健美操校本课程，必须强调学生主体，遵循以人为

本的原则。了解学生的身体状况，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教师

在学生学习健美操的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等进

行指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同时，按照学生

的需求调整课程方案，使课程在实施过程中被学生接受与喜

爱。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更高的热情与积极性专注于此项

运动的学习，也才能保证该校本课程的实施效果。

2.个性化原则

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不同，喜好也有所不同。教师在开

发校本课程的过程中，需要与学生多沟通，从实践出发结合

本校优势、学校办学理念和教师教学风格，扬长避短，突出个

性。个性化原则就是根据学生个性特点，安排对应的教学内

容。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在学习中享受到乐趣，使得他们的

个性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3.安全原则

健美操是一项体育运动项目，在练习过程中，如果不加

以防范，有可能会导致学生的身体受到伤害。比如，在没有

热身的情况下进行高负荷的健美操运动，很容易造成脚崴伤

或颈椎损伤等。因此，教师开发设计健美操校本课程，务必

要遵循安全原则，明确学生的身体状况。在课程开始之前，

要求学生换上运动鞋，在腰部或手腕处缠上绷带，起到一定

的防护作用。健美操课程是为了帮助学生强化身体机能，所

以前期准备、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和安全保护措施、课程

结束后的放松练习都要纳入到具体的方案实施中。

4.趣味性原则

小学生活泼好动，喜欢有趣的事物。因此，保证健美操

校本课程的趣味性非常必要。很多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

时，由于知识难懂，加上作业压力大，很容易产生厌学心

理。因此，在以人为本教育理念下开发的健美操校本课程，

需要加入趣味性的运动环节，比如让学生掌握青蛙跳、企鹅

舞、起床舞等技能，或是通过双人面对面训练、照镜子练习

等多种形式的练习，让学生长时间保持注意力，提升其学习

的成效。

5.灵活性原则

教师按照教学内容的性质、作用和难易程度安排教学课

时数，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所要达成的学习目标。健

美操课前，教师要积极备教材，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教案

做到详尽、仔细。上课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把不易掌握

的动作分解、细化，让学生分步骤学习，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同时，根据学生的自身素质与动作掌握情况进行分组，成立

校级队，进一步强化训练，鼓励其积极参加各级此类比赛，从

而激发更多学生喜爱这项运动。通过校级、区级、市级的层

层锻炼，让学生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也为校园文化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为今后的校本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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