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泽照

执教十九年，教的都是高年级语
文。刚开始还算是得心应手，可是教着、
教着，却感到力不从心。为什么一样的

教法、一样的心血，教出来的学生一届比
一届差。是自己的“内存”追不上学生的

“升级”，还是自己的教法适应不了学生
的变化。我时常感到迷茫，总想着找到
一个有效的途径，尽快地走出困境。

开学不久，乐东黎族自治县决定开
展高效课堂实验，下学期将全面铺开。
可是很多老师都在怀疑，都在排斥，生怕
在改革中迷失方向。课改已是势在必
行，与其在一旁听天由命地观望，不如奔

跑着死在探索的路上。我不想束手无
策地被即将到来的高效课堂风暴给淹
没，决定在班里先试用高效课堂模式，也
许这样才能给死气沉沉的课堂注入活
力，让学生喜欢上课堂，喜欢上语文。

高效课堂，苦中生笑

■ 倪春玲

在担任海师附中初一实验（2）班英
语课教学前，我曾在课堂上试行过小组
合作。开始时，学生兴趣都比较浓厚，
但后来问题慢慢暴露出来了：基础薄弱
的不敢开口；成绩好的不愿意浪费时间
教其他组员；课堂秩序不好调控；小组
合作意识不强等等。最后小组合作不
了了之了。我认识到：没有小组建设的
合作学习无法成功。

今年开学初在实验班军训期间，我
们观察学生的性格特点，按照异质分
组。每个小组六人，尽量平均男、女生
数量。

给学生分配不同角色

为了促进小组的形成，我们给学生
分配了不同的角色。坐在一号座位的
同学是组长，负责分配任务、组织活动、
帮助促进和总结报告。坐二号座位的
同学为记录员，负责记录活动内容、记
录活动表现、记录组员成绩。坐三号座
位的同学为管理员，管理大家的学习文
具（尤其是每组用来展示的小黑板，粉
笔，磁铁以及做生词卡的卡纸）、维持课
堂纪律、收发各种作业。其他的三位同

学为普通组员。后因合作时声音过大，
我们指定坐四号座位的同学为声音控
制员；发现学生作业拖拉，我们确定坐六
号座位的同学为作业检查员，每天上课
前检查前一天的作业，并及时汇报。座
位每周顺时针方向轮换一次。每位同
学都会轮流当组长、记录员、管理员、声
音控制员或者作业检查员。我们希望
每位同学通过担当不同的管理角色，逐
步培养为小组服务的意识和管理能力。

愿望是良好的，但学生们毕竟还只是
刚升入初中的孩子，在小学习惯了“被管
理”“被照顾”，而不会去“管理自己，管理
别人”“帮助别人”。不少同学都是独生子
女，生活中也没机会学习如何与别人合
作。因此，在开始的合作学习中大家吵
得“热火朝天”；小组里争得快翻脸；有
同学乘混乱时期到别的组“串门”打闹；
甚至还有一位同学对着教室后面的摄像
机扭起了腰、偷偷摆了个pose……种种
让人哭笑不得的情景都出现了。

我们学科团队立即调整策略。首
先，每周一培训新的组长、记录员和管
理员。在实际操作中，对每位管理人员
提出明确的职责。如上课前让每组的
管理员擦好小黑板，准备好粉笔和磁
铁；让作业检查员迅速检查作业，汇报
检查情况。任务布置后，指令小组长分

配任务；当任务进行中时，提醒记录员
简单记录组员的表现，提醒声音控制员
控制大家的音量等。慢慢地，大家都熟
悉了自己的职责，在合作学习时都能积
极行使自己的职权了。

制定动态评价激励机制

我们还让学生通过自我评价、小组
评价，起到激励、监督的作用。针对学
生的学习行为（包括合作学习中的行
为）制定了每单元一次的评价表，5项
评价内容是动态变化的，依据近期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老师所强
调的学习习惯而定。如合作学习时有
同学不仔细听别人发言，不热心帮助、
纠正别人的错误，那个单元的评价内容
中就有一项设定为：认真倾听，纠正组
员的错误。每位同学都根据自己的表
现自评，然后小组共同评价每位同学的
表现，最后对每位同学给出建议。同时
对五位管理人员的各项职责也做自
评、小组评价和小组建议。统计各组
的评价表后，评出本单元英语学习之
星，明星组和进步组。老师给他们拍
照片，贴在教室墙上，实验（二）班的某
两小组因为获得过明星组和进步组，
他们的表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令人欣喜
不已。

课 堂
是教育的
主 阵 地 。
我们在课
堂上大力
提倡相互
包容，互帮互
助，树立“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一
个人好不算好，全组好
才是真的好”的小组合作意
识。于是，每次在小组合作
后，合作良好的小组或者某位
积极帮助别人的同学经常得到大
家的赞扬和掌声。慢慢地，不愿意
帮助别人的同学也主动帮助了，经常扯
皮的同学也能互相妥协，相互配合了。
更让人高兴的是，当组里同学在课堂上
有精彩表现或者平时不愿开口的同学
发言时，全组会向他投上佩服或鼓励的
眼神，并且由衷地为他（她）鼓掌。

从小组建设中，我们收获的不仅是
大面积的好成绩，更是每位同学情感的
发展，尤其让具有不同特点的学生相互
帮助，促进全体学生的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海师附中）

小组建设中的酸甜苦辣

万事开头难。如何划分学习小组
令我伤透了脑筋。专家们都这么说：学
习小组是高效课堂的灵魂，可以让学生
在小组竞争中点燃激情，培养自主学
习、自主探究、自主管理的能力，促进学
生在合作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竞
争中激发斗志、享受快乐，营造健康和
谐、充满活力的学习氛围。话是这么个

理，可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
我所执教的乐东保显学校四（3）

班，学生基础太差，第一次单元测验，全
班只有3人及格，40分至50分有2人，
10分至30分有25人，10分以下有15
人，平均分只有23分。虽然说组长不一
定是组里成绩最好的，但成绩太差怎能
服众，怎能有效管理组员，怎能指导组员
运用导学案。不管怎么分，都得从10分

至30分的学生中遴选出几名较为活泼
的学生担任组长。若是将45名学生划
分为3个学习小组，由三名成绩好的学
生担任组长，一来人数太多难以管理，二
来组长也会累个半死。若是以学生的
认知水平、智力水平、性格特点、习惯爱
好为依据，本着“组间同质，组内异质，同
质结对，异质帮扶”的基本原则对全班学
生进行学习小组划分，就不能体现小组
学习的均衡发展，各小组之间公平、公正
地竞争也就成为空话。纠结了许久，只
好勉强地将学生划分为8个学习小组，

由学生自己取名，分为老鹰组、彩云组、
鲨鱼组、双鹰组、团结组、翔龙组、星星
组、月亮组，尽可能地缩小各组之间
的差距。好不容易分完学习小组，
又马不停蹄地培训组长、组员，
督促组长组织成员讨论制定组
训、组规、口号、组徽、组歌，
给各小组制作“全家
福”。一时间，高效课堂
那千丝万缕的工作要
做，做粗了无效，
做细了太难。

如何划分小组伤脑筋

当我把导学案发下去，满怀希望地
等待奇迹的发生时，学生的表现却让我
傻了眼。只有三个成绩好的学生按要
求完成了预习，其余的学生一点都没
动。自学、对学时，学生无法完成学习
目标；小组合作时，组长自个在看书，组

员们在一旁抓耳挠腮；展示时，教室里
鸦雀无声，所有的学生都抱着课本不肯
上台展示，仿佛上讲台就如上刑场般恐
怖，结果还没到“课堂测评”环节，下课
铃已响了。一节课下来，高效的边都没
摸着。连续几天，课堂效果都是一个
样：惨。

高效课堂陷入僵局令我百思不得其
解。上课时，为什么学生们不敢回答问
题？为什么学生们不敢展示自己的学习
成果？为什么学生们不敢畅所欲言地讨
论？下课后，为什么学生们就像脱笼的
小鸟般，自由地歌唱，自由地玩耍，自由
地交流。我想，也许是我上课时的表情
太严肃，也许学生坐在教室里，就会不由
自主地感到压抑，感到无话可说，若是在
自己的家里肯定不会这样。

学生的表现让我傻了眼

教室是学生第二个家，既然想解放
课堂，解放学生，为什么不把教室交给
学生自由管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
学生感到自己就是教室的主人，当他们
依着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布置自己
小天地时，那份压抑感，戒备心也许会
慢慢消失，慢慢地喜欢教室。高效课堂
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学生的心留在教室
里，留在课堂上。我把讲台对面的墙壁
分成八块，交给八个小组自由管理，并
承诺从此绝不干涉他们，由他们自己装
扮自己的天地。若是哪个小组率先把
家装修完了还不过瘾，可以自由地霸占
教室的任何一个角落。不久，四（3）班

便成为校园的一朵“奇葩”，许多学生经
过都会好奇地停下脚步，我的教室终于
有了家的味道。

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上，每天都在摸
索，每天都在总结，每天都在反思，每天都
在老师博客中偷偷地“淘宝”，结果每天都
在失败中度过。咬着牙，默默地坚持着。
终于，在我的努力下，孩子们悄悄地改
变，开始习惯使用导学案，开始敢大声讨
论，组长也敢于上台展示学习成果，课堂
也开始充满了笑声。看着孩子们一天天
地改变，一点点地进步，我感到万分地欣
慰，无比的幸福，有时甚至热泪盈眶。

星云大师说过：“当你埋怨下过雨

的路面，泥泞难行，何不抬起头来，看看
满天星光，它正为你照亮脚下的路。”走
在路上，低下头来似乎路只有一条，抬
起头来却是海阔天空。让我们一起走
在路上吧！

（作者单位：乐东保显学校）

把教室交给学生自由管理

重
要
的
是
有
一
颗
想
课
改
的
心

看到其他市县因为做课
堂改革，教学教育面貌发生
喜人变化，越来越多的市县
也想动起来。如果各地都追
求课堂高效，海南的教育定
会欣欣向荣，充满活力。

但是课改却不是容易的
事，就说这小组讨论吧，让学
生围着坐以后，课堂常常失
控，甚至乱成一团，就有人惊
呼，这哪是啥高效课堂，分明
是假高效。有的学校慌得又
改了回来。其实万事开头
难，对于已成固习的教学模
式一朝想变革，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对此，课改操盘者
要有充分认识和足够信心。
出现各种问题都是正常的，
不要害怕老师上不好“高效
课堂”，只要方向是正确的，
这节课上得不理想，还有下
一节课。只要调动起老师的
向上积极性，愿意研究教学，
坚持推进课堂改革，前途一
定是光明的。重要的是有一
颗想课改的心。

乐东保显学校陈老师的
课堂，面对是考试十几二十
分的学生，但陈老师坚定“宁
愿死在探索高效课堂的路
上”，只要切身感受到每一点
进步来之不易，才能理解为
什么老师会“热泪盈眶”。海
师附中倪老师，给出了具体
的小组建设的方法和建议，
有效的小组学习，让倪老师
收获了“大面积的好成绩。”
但她也是从失败中摸索经验
的。

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
与其看着议论别人教学好

坏，不如自己行动起来，亲
身实践。让事实说话。教

育伟大在于，改变是人
的命运！所以人们称
老师为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海南万千孩子
的将来，老师，您有决

定权！
让课堂活起

来，让生活美
起来。
（张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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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纪事
JY

精彩课堂
JY

■ 杨亚军

我一直想给孩子们充满人文情怀的
语文课堂，希望我的学生在语文里看到
了美，感受了情，有了文化的浸润与熏
陶。我希望通过信息技术，让我的语文
课深植于每一个学生的内心，生长于每
一个学生的灵魂。提起技术，可能我们
想到更多的是PPT，是声光电，是繁杂的
缀饰，是精致的雕琢，是一些让语文课不
再像语文课的东西。可我想说的仅仅是
一个互动平台。

初冬，海南挺热的。在海南中学凤
栖堂的廊檐下走着，我身体热着，心更
热，满目的绿色，想起刚刚马汉腾的“春
风放胆来绿柳，夜雨瞒人去红花”，一

“绿”一“红”，较之原对联的“一梳一润”，
也别有一番情趣吧。遥看陶然亭，黄颖
琪的那句“博雅塔前人博雅，陶然亭里子
陶然”竟是如此真切（陶然亭乃海中一亭
子）。我知道，我的思绪依然沉浸在那节
语文课里，沉浸在孩子们的创作里。

12月5日，海南中学高一6班，语文
课，我出上联“博雅塔前人博雅”，他们写
下联。短短五分钟，佳作众多。宋英华
同学“衍林堂后木衍林”，左诗桐同学“爱
晚亭下心爱晚”，黄泰霖同学“净月潭中
水净月”，陈立宇同学“长青树下情长
青”，卿思远同学“未名湖畔情未名”，好
多，一条一条的回复跳出来，那么的灵
动，鲜活。

“大家来互相评价一下吧。”我话音
刚落一小会，已经有8条评价产生了，

“我觉得‘心爱晚’有些怪耶，语义不明。”
“‘未名湖畔情未名’这句好，都是北大著
名景物，又写出了人杰地灵之意。”在一
片静悄悄中，学生们在自己的pad上，尽
情交流自己的思想，没有热闹的讨论，有
的只是安静的思索。在互动平台，我看
到了每一个学生的作品，也看到了每一
个学生对别人的评价。整节课，我的学
生都在思考、创作、交流、评价，我为他们
的实践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学生自己读对联，读出不同断句的
独特意味；学生自己贴对联，感受上下联
平仄的内涵；学生自己对对联，相互评
价，交流学习，不知不觉中，悟得知识，学
会创作。

某种程度上，传统的课堂往往是一
个老师和几个学生至多十多个学生的交
流对话，一问一答，看似热闹，可收效不
大，绝大多数的孩子只是听了听，想了
想，根本没有展示和交流的机会，没有身
体的参与，缺乏思维的融入，他们甚或变
成课堂的边缘人，身处其中又游离之
外。那这节课就是一个新的尝试，老师
和所有学生处在同一个互动平台，谁思
考记录了，谁提交作业了，谁评价了谁的
作品，一目了然，技术让我们看到彼此，
相互提点，共同成长。要知道“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有了创作的
历练，学生们才真如我们所期盼的那样
掌握了知识、懂得了创作吧。

身处信息时代，白纸黑字、素面朝天
的语文课，可能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可如
何利用好技术，却值得我们每一个老师
深思，让每一个学生参与学习、经历学
习，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本质吧。

（作者单位：海南中学）

当语文课可以不
“素面朝天”

说文解字
JY

《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
大的十次自然探险》

推荐理由：
这部书装帧异常精美，是一部视

觉盛宴，蒐集了伦敦自然史博物馆里
数百幅珍贵藏品，收录了历史上十次
最重要的自然探险故事，叙述了那些
世界知名探险家、生物学家、艺术家在
深入海洋深处挖掘深海秘密时的一幕
幕冒险旅程。欣赏着书中的数百张精
美、珍贵的自然素描艺术作品、阅读着
那些生动的探险故事，或许能激发出
孩子们求知的热情。

［英］托尼·赖斯 著 林洁盈 译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月出版

（荐书者：章利新）

教室墙壁分成8块，交给学生去发挥。

高效课堂让四（3）班的孩子们找到自信，脸上绽放出笑容。 本组图片由陈泽照 摄。

海南中学校园。

“教”和“学”
是同源字
■ 王二狗

甲骨文中的“学”字，很像一双手在操
持着什么，有人说是在结网，有人说是在
架屋，还有人说像是算筹。巫祝之事在殷
商时代是重要的事情，需要严格的传习，
我以为“学”的字形或许是在学习巫祝之
术。但无论如何，“学而时习之”就是“学”
的本义。到了金文中，学习的主体“子”出
现了，被写在了下面，“学”字的字形有了
今天大概的眉目。许慎在《说文解字》中
说“学”是“觉悟”的意思，基本准确，虽然
对字形的解释有商榷的余地。隶书、楷
书，“学”字字形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今天
的简化字，是在将“學”字上半部分草写楷
化后得到的。

“学”有两个含义：“模范”和“模仿”。
成为某一学说，就是成为了某一成型的理
论范式，“学说”的“学”就有树立模范的意
味。有人树立了模范，才会有人照着模
仿，模仿会了，就是学会了。“学”有一个异
体字“斅”，用来表达“树立模范，供人学
习”的含义。《说文解字》收录的“学”的第
一字形就是“斅”，许慎以为“学”是“斅”的
省体。

而告诉别人学什么，怎么学，这个意
义有点像是“教”。

许慎说“教”，就是“上所施，下所
效”。“教”字有一种金文的写法就很接近

“斅”，或者说“斅”字在金文中，有时候被
训为“学”，有时候被训为“教”。而且，这
两个字上古的读音也差不多，即使现在，

“学”的旧读，仍然与“教”同韵。有这么一
个笑话，北方某语文老师指着黑板上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学生说：“这个字
念‘xué’，不念‘xiáo’，这是我刚学
（‘xiáo’）来的。”

甲骨文的“教”一点也不温婉，一个刻
苦学习的孩子，旁边多了一只抡着皮鞭的
手。虽然现在“教”的一边写成“孝”，但是
从源头上看，“教”和“孝”一点关系也没
有。所以，读书学习的事，不是为了父母，
而是扎扎实实地为了自己。所以，“棍棒
底下出孝子”也不是好的教育方式。私塾
先生的戒尺，旧事戏班的打戏，都是这种
教育精神的写照。不过，这种棍棒和教学
的认知，已经被现代教育否定了。

“教”和“学”的分化，其实是一个动作
的两个不同的方向。类似的关系还有

“受”和“授”。

编者注：今天起，教育周刊将不定

期地推出《说文解字》小专栏，讲述那些

关于汉字的有趣故事，特约作者为资深

的文学编辑，希望读者喜欢这个栏目，

也欢迎读者就此与我们交流。

甲骨文，②金文，③小篆，④楷书。
图片出处《细说汉字》

甲骨文，②金文，③小篆，④楷书。
图片出处《细说汉字》

终于，孩子们悄悄地改变，开始习惯使用导学案，开始敢大声讨论，组长也

敢于上台展示学习成果，课堂也开始充满了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