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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朱建欢 朱忠华

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以“人文主

题+语文要素”双线组元，阅读能力

要素是语文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在培养学生对文章的感受、理解、

欣赏和评价的能力。横看，同一个

年级有不同的阅读要素；纵看，同一

个要素在不同年级有不同的要求。

因此，每一个阅读能力要素都不是

孤立的，它们呈网状结构，相互关

联，螺旋上升。

阅读能力要素学教评一致性指

向有效的阅读教学。学是阅读教学

的主体，教是阅读教学的主导，评是

阅读教学的手段。如何在阅读教学

中做到学教评一致，关键要精准定

位阅读教学的目标。当学、教、评都

以此为指引，三者才能保持高度一

致，彼此促进。

以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海底世

界》第二课时为例，从学习目标的制

定、学习过程的推进、学习评价的设

计三方面，例谈阅读教学中落实阅读

能力要素学教评一致性的实践研究。

一、学习目标的精准定位
精准的学习目标是阅读教学的

前提和灵魂。制定学习目标时，要

有整体观。

1.阅读要素纵观梳理

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篇章页中

的阅读要素是“了解课文是从哪几个

方面把事物写清楚的”，围绕这一阅

读要素，第六单元聚焦“一段话”；第

七单元聚焦“整篇课文”，是从段向篇

的过渡；上册第六单元“借助关键语

句理解一段话的意思”，下册第四单

元“借助关键语句概括一段话的大

意”，从“理解”到“概括”，各有侧重。

教学时，紧扣阅读要素，对教材

进行纵向梳理，能够更准确地把握

本单元阅读要素的要求。

2.课后习题细细比较

课后习题体现了单元阅读要

素，同时指向学习目标。比较课后

习题，有助于准确定位学习目标。

《海底世界》课后第二题：“在课

文中找找，下面的句子在哪个自然

段，说说那段话是怎样把这个意思

说清楚的？”题目要求学生说出“围

绕一个意思写清一段话”的方法。

在此之前，第六单元《海滨小镇》、第

三单元《赵州桥》及第四单元《花钟》

的课后习题都有“借助关键语句理

解、概括一段话的意思”“了解课文

是怎么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

楚”的阅读要素训练，而在四年级的

单元阅读能力要素中未提及“围绕

一个意思写清楚一段话”。可以推

断：三年级要让学生学会“围绕一个

意思写清一段话”的方法。

3.阅读目标科学制定

在纵观阅读要素和对比课后习

题的基础上，《海底世界》第二课时

的学习目标可以制定为：

（1）利用抓关键句找关键词的

方法，了解课文从哪几个方面介绍

海底世界。

（2）借助表格搭支架，通过对比

阅读，学习“围绕一个意思，选取几

个典型事物或方面，把一段话写清

楚”的方法。

（3）在朗读感悟中，感受海底世

界的景色奇异和物产丰富。

二、学习过程的板块推进
匹配目标的学习活动是阅读教

学的重要环节。教师采用恰当的学

习支架，组织引导学生经历学习过

程，帮助学生提升阅读能力。

《海底世界》第二课时，设计了

四个板块：抓关键句，回顾课文；借

助表格，梳理内容；对比阅读，发现

表达；仿写片段，多维评价。其中，

第二、三板块是教学重点。

1.表格做支架，边圈边划

三年级学生有一定的信息提取

能力，采用圈关键词、找几种动物、

划出不同动物的活动方法。学生在

“圈”“划”“填”的过程中，完成自主

学习，明白这一段是围绕“各有各的

活动方法”来写的。

2.朗读促发现，边读边悟

三年级的学生对语言表达的关

注相对不足，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

朗读入手，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

读出对文本的理解。

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对比阅读，

并思考：这样改好吗？

原文：有一种鱼身体像梭子，每

小时能游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

时，比普通火车还快。

改写：有一种鱼身体像梭子，每

小时能游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

时，速度更快！

原文：还有些贝类自己不动，却

能巴在轮船底下做免费的长途旅行。

改写：还有些贝类自己不动，却

能巴在轮船底下做移动。

学生在交流中发现：把梭子鱼

与火车比较，更能表现它游得快；把

贝类当作人来写，去免费旅行，看各

地风景，给读者带来遐想，十分有意

思。用比较、拟人的方法，文字更生

动，读起来更有味道。

紧接着追问：海底生物成千上

万，为什么选择这四类动物的活动

方式呢？让学生再次思考、交流。

3.比较找相似，边议边思

课文不但写了海底的动物，还写

了海底的植物。引导学生读课文第

五自然段，借助思维导图说说内容。

再和第四自然段比较，在自主

合作的学习中发现两段相似之处：

都是总分结构，都选取了有代表性

的事物。这些发现为下一个环节的

仿写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三、学习评价的多维设计
与目标匹配的评价是目标达成

的保障。用好评价，能促进学生的

学习，优化教师的教学。

1.评价标准明确在先

紧扣第二点学习目标，学习“围

绕一个意思，选取几个典型事物或

方面，把一段话写清楚”的方法，制

定仿写评价：（1）围绕一个意思写；

（2）选取代表性的事物写；（3）用上

一定的方法写。明晰的评价标准，

能让学生仿写时努力向标准靠拢。

2.分层设计梯度练习

根据学生差异，设计了三个仿

写话题。

（1）动物园里的动物，各有各的

睡觉方式。这个话题贴近学生生

活，学生可以结合生活经验仿写。

（2）清晨的大街，是多么___！

半命题式话题需要学生自己填写关

键词，围绕关键词选择、组织材料。

（3）自选题材。这是开放的话

题，尊重学生的表达需要，鼓励学生

发挥自主性。

分层设计的话题，让每个学生

动脑、动笔，让学生的思维活起来，

让他们的能力得到发展。

3.多维评价促进发展

课程标准在评价建议中指出，

“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与互动”。让

学生本人、同学、教师、家长都参与

评价，实现评价主体多元。教师可

以有选择地对优秀的和需要修改的

作品进行评价，为学生提供优秀范

例，并让学生明白如何修改。让家

长评一评，可以得到更多关注与支

持。如此，学生的作品有了更多的

读者，进而收获满足感。

□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第一小学 舒 杭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

语文课程应注重引导学生多读书、多积累，重视语

言文字的实践运用，在实践中领悟文化内涵和语

文应用规律。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在每个单元的

语文园地中都编排了《日积月累》这个栏目。教学

时应结合低段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从学生实

际出发，更新教学理念，改变教学策略，让《日积月

累》这样的“小栏目”焕发出“大精彩”，最大效能地

开发其教学价值。

一、形式巧变化，变“枯燥背诵”为“生动习得”
同样的教学内容，不一样的教学方式，会呈现

出迥然不用的教学效果。“教学有法而教无定法”，

教学形式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对象而定。

1.游戏的形式

游戏是低段学生最喜欢的，在游戏中激发思

维也是他们最愿意接受的。丰富多彩的游戏能缓

解学生的记忆疲劳。

如统编教材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三的《日积

月累》是十二生肖纪时。教学时可以采用击鼓传

花的形式，循环几次，学生自然而然就记住了。又

如二年级上册的语文园地七有一首《数九歌》，可以

把它变成一首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二，一九二九不

出手。你拍三，我拍四，三九四九冰上走……”学生

们兴趣盎然，在不知不觉中将《数九歌》熟记于心。

2.练习的形式

单纯的读与背，低段学生很容易厌倦，设计应

用型练习能联通积累和运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运用《日积月累》。

练习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在学完一些词

语、谚语或名人名言后，可以设计根据语境填词、

填句子的练习。又如找近、反义词的练习，给《日

积月累》中学到的成语或词语找近义词或反义

词。多样的练习改变了枯燥的背诵，学生能在短

时间内记住并理解，收效甚高。

3.表演的形式

低段学生天生活泼，爱模仿，爱表演。在学习

《日积月累》这一栏目时，可以将表演引入教学，如

二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三的《日积月累》是古诗《小

儿垂钓》。学习时，可以让学生演一演垂钓的小

孩，根据自己对诗句的理解，运用表情、动作来表

现小孩垂钓时的情景。这样的教学，不仅学生兴

致高，还能在表演中掌握古诗的意境。

二、积累巧链接，变“死记硬背”为“理解悟意”
1.链接画面，画语结合

《日积月累》中有许多优美的诗句和词语，对

仗工整、意境优美，在教学时链接多媒体图片，相

比较其他形式更直观，更能激发学生兴趣。

一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一的《日积月累》是八个和春天有关的

词语。如果教学时只是让学生读、背、记，学生很容易遗忘。教师

可以尝试将其与表现春天美景的图画链接。在图片欣赏中学习

词语，在学习词语中推进言语表达，进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

观察能力。

2.链接课文，有效融合

教师可以将《日积月累》中的内容与课文内容结合起来，进行

单元整合教学，找到《日积月累》和课文的交集点，进行巧妙的融

合。如二年级上册语文园地四《日积月累》中的诗句“五岳归来不

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就可以和本单元课文《黄山》进行整合。

学完课文后，引入这句话，学生自然理解了句子的意思。又如在

学习一年级下册课文《要下雨了》时，让学生说说生活中哪些现象

说明要下雨了，然后引出语文园地六《日积月累》中的“蚂蚁搬家

蛇过道，大雨不久要来到”。教学时，将《日积月累》中的内容与课

文内容有效融合，巧妙穿插，能使学生在学习课文时积累语言，在

积累语言的同时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一举两得。

3.链接选文，丰富厚度

《日积月累》中很多只呈现了词语或诗句，这就给了我们无限

延伸的拓展空间。如果教师在教学时能够将其与选文链接，让学

生在具体的语境中学习，能丰富《日积月累》的厚度。如三年级下

册语文园地二是一组寓言成语，教学时将这些寓言故事引入课

堂，学生理解起来就会轻松很多，不仅能体会到成语精炼深邃的

特点，还能感受汉语言文字的魅力。

此外，很多《日积月累》的内容出自名人诗篇，当背诵“冠必

正，纽必结”时，可以与《弟子规》链接；当诵读“敏而好学，不耻下

问”时，可以链接《论语》……当教师把《日积月累》的选文推荐给

学生时，有助于学生加深印象。

三、学用巧结合，变“静态积累”为“拓展运用”
吴忠豪先生曾在《促进消极语言向积极语言的转化》一文中

指出：“学生习得的语言分为两种：消极语言——指学生能够理

解，但是口头和书面语言中不会运用的语言；积极语言——指既

能理解，又能在口头和书面语言中能够运用的语言。”他提倡教师

要多让学生储存积极语言，使学生能够自如地运用和表达。

1.与小练笔相结合

三年级上册课文《秋天的雨》课后有一个小练笔：“想象一下，秋

天的雨还会把颜色分给谁呢？照样子写一写。”而语文园地二的《日

积月累》是有关秋天的九个词语。把《日积月累》的词语与小练笔完

美结合，可以让学生在运用中掌握词语，提高书面表达能力。

2.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在《日积月累》中有许多优美的古诗词名句，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在绘画作品中题上相应的古诗句。如有一名学生在上国画兴

趣班时画了一幅桃花图，他在画上配了这样一句古诗：“人间四月

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画因诗而增色，《日积月累》与绘画实

现了完美结合。《日积月累》还可以与书法结合，很多学生会在课

余时间练习书写毛笔字，教师可以引导他们写《日积月累》中的名

言名句。

3.与生活相结合

生活是最生动的教科书，学生的生活有多大，语文教学的外

延就有多大。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谈对《日积月累》

中句子的理解和运用。当看到学生学习不认真、虚度光阴时，可

以劝诫“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当看到学生犯错时，

可以劝导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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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柯城区实验小学
方慧萍

一次习作教学有完整的序列，

笔者致力于唤醒学生观察的意识，

激发观察的兴趣，推动学生持续观

察，养成观察的习惯，带领学生经

历完整的习作过程：等待花开→结

果→落种→大树→桌子（贾尼·罗

大里《需要什么》），实现语言和精

神的双重成长。

一、联系情境唤醒观察意识，静
待花开

叶圣陶先生曾说：写作的根源

是发表的欲望，如同说话，胸有积

蓄，不吐不快。这意味着，习作要

先产生一种强烈的内心需求，充分

提供情境，让孩子拥有积极的情感

体验。

（一）依托文本情境，观“世界”

之乐趣

两篇精读课文《搭船的鸟》和

《金色的草地》，作者站在孩子的视

角展示了世界的缤纷：搭船的鸟儿

外表美丽、身手敏捷，神奇的草地会

变色等。笔者通过朗读使学生沉浸

于文本情境，感受世界的缤纷，享受

观察带来的乐趣。

1.借助插图对比读。观察插图

中的小鸟，对比作者眼中的小鸟，唤

醒学生的观察意识。

2.带上动作想象读。让学生多

感官参与，身临其境感受动态美，体

会作者观察的细致。闭上眼睛想象

语言描绘的画面，使学生与作者心

有灵犀。

（二）联系生活情境，观“世界”

之缤纷

让学生欣赏作者眼中貌美才高

的翠鸟、变幻的神奇草地。学生有

了观察的意识，笔者便开始引导学

生观察身边的事物和场景。

1.列出清单。让学生观察校园、

水果店、菜市场等，根据看到听到的

列出清单，画出实物图，加深印象。

2.用心度量。学生完成清单后

仍犹豫“什么才是自己印象最深

的”，笔者让学生问问自己的心，分

类填表：最营养、最好吃、最漂亮的

水果和蔬菜等，感到愉悦、气愤、难

过的事情等，以此发散学生思维，拓

宽观察角度和习作选材的广度。

二、驻足聚焦，激发观察兴趣
（一）驻足教材，打开文本与习

作的通道

1.课后练习——打开通道的捷

径。完成《我爱故乡的杨梅》课后练

习，体会作者观察的细致，学会从外

形、颜色、味道等方面观察，记下观

察所得，打开文本与习作的通道。

2.交流平台——打开通道的枢

纽。学习课文后，引导学生交流总

结，体会作者是如何细致观察事物

的，并在交流中掌握观察的方法。

3.习作例文——打开通道的钥

匙。如《我家的小狗》，引导学生抓

住文中语句感受小狗王子的淘气可

爱，又通过两处旁批，让学生明白正

因为作者的细致观察，才能发现王

子的趣事。学生于是爱上了王子，

无形中实现了情感迁移，也想和作

者一样描写自己熟悉的宠物。

（二）聚焦生活，打开生活与习

作的通道

1.动员感官。让学生欣赏投影

仪下的猕猴桃，引导其用上折射、纹

理、镶嵌等词汇，学生的观察让笔者

惊艳，如有学生写道“椭圆形的果肉

是金黄色的，向四周折射出一条条

纹理，镶嵌着一粒粒黑色的比芝麻

小得多的点点”。

2.运用比较。把鸡蛋放在猕猴

桃旁，让学生比较大小。再通过触

摸毛绒玩具、荆棘条等，感受不同的

触感：猕猴桃细细的茸毛没有毛绒

玩具那般柔软，但也不会像荆棘条

上的刺那般扎人。

3.借助联想。学生说猕猴桃是

椭圆形的，笔者就竖着放置猕猴桃

并引导联想。学生观察猕猴桃果肉

时，笔者又引导其想象。学生的联

想很奇妙：篝火晚会上，金黄色火焰

在跳跃，亮光照亮四周，人们围着篝

火载歌载舞……

三、独立思考形成观察成果，历
经风雨成大树

（一）独立思考，让学生驻足聚

焦表达

有了前面的示范观察，学生可

以依葫芦画瓢，但仍要独立思考：按

什么顺序写，用什么词形容颜色，如

何描述形状更贴切形象？描写场景

时，学生要考虑：怎样开头，按照什

么顺序写，如何描写人物的动作、神

态……从观察、思考到完成习作是

充满挑战的过程，学生独立经历了

这一过程，才能真正学会表达。

（二）先写后教，让学生尽情挥

洒灵感

学生的表达充满个性，写作水

平存在个体差异，有的擅细节刻画，

有的擅心理描摹。若先指导再写，

学生思维可能受限，灵动的个性表

达也会消失殆尽。让学生先写，教

师可通过习作真切了解学生的写作

水平、表达特色，准确把握重难点，

习作指导更具针对性、实效性。

四、写作指导推动持续观察
及时治虫施肥，大树才能更加

茁壮。教师要对症下药，鼓励学生，

让学生体验成就感，给学生注入继

续观察的动力。

（一）写作指导，发力在学生最

需要的地方

如在进行一次场景写作时，学

生描写的人物动作单一、面部僵硬，

场景描写孤单冷清。笔者以“贴鼻

子”的游戏引导观察。

1. 再现场景，聚焦人物动作。

笔者和学生一起做“给小丑贴鼻子”

的游戏，引导学生观察人物动作。

请一个学生上台边说边做动作，笔

者板书动词。学生看着黑板上的近

十个动词把游戏场景说得生动有

趣。再讨论怎样留心观察，学生总

结：可以再现场景——拍下视频和

照片，亲身体验，想象场景，将动作

变成慢镜头。

2.读写转换，动词联动。怎么

记录观察成果呢？笔者进行如下尝

试，如用动词联动的方法记录场景，

使场景更有画面感：

还记得搭船的小鸟捕鱼的情景

吗？（找到语段）

作者观察到捕鱼的动作有哪一

些？（冲进 飞起来 衔 站 吞）

作者是如何把观察到的写下

来？（交流后取名“动词联动”）

3.配角上场，渲染气氛。观察

场景，既要观察主角，又要看见配

角。继续游戏时，笔者引导学生观

察配角的动作、语言、表情。配角的

出场渲染了气氛，烘托了主角，场景

立即变得立体丰满。

（二）作文指导，不吝啬鼓励欣赏

1.集体诵读学生习作。选取学

生习作中的优美片段和句子，注上

小作者的姓名，并将其展示在大屏

幕上，以此激发小作者的自豪感。

2.发表习作。发表学生习作，

可以让学生体验成功，感受观察的

魅力，给学生注入动力，推动学生

持续观察。可以开辟美文专栏，在

学校公众号或班级公众号发表。

也可以利用班级墙壁文化，将美文

张贴在教室美文欣赏栏。还可以

好中选优，鼓励学生投稿，争取在

报刊上发表。

阅读能力要素学教评一致性的实践研究
——以统编教材语文三下第七单元《海底世界》为例

在观察中提升习作能力
统编教材语文三上第五单元习作教学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