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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秋季学期，陕西省汉中
市汉台区“名师引航”工程再次启
航。有幸被汉台区教研室再次“点
课”，我又兴奋又惶恐。当我和同事
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时，同事们调
侃我：“你是城墙上的麻雀——吓大
了胆的”。我不否认，“吓大了胆的”
是我这个“草根小学语文男老师”的
真实写照。

蓦然回首，那些上公开课、参加
赛教的经历一幕幕浮现，“磨”课 N
遍也不厌倦，只为了能清晰地听到
课堂上学生们生命拔节的声音。

接到本次上课任务，我思虑了
很久，选哪一课、如何根据学情设计
教学、如何在课堂上落实语文课程
标准新的课程理念、如何在单篇教
学中设计学习任务群、如何让学习
真实发生？

这些问题一直在脑海中氤氲迂
回，最终，我选定了五年级上册第
22 课《四季之美》。认真对本单元
文本内容、单元主题、语文要素、交
流平台、习作要求进行了前后通连，
拿出了本课第一课时的第一稿。学
习目标如下：

1. 会认“窠、旷”等 6 个生字，会
写“黎、晕”等9个生字，会写“黎明、
红晕、彩云”等词语。

2.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
课文，体会作者笔下四季之美的独
特韵味。

3. 学习本文动态描写的写作
方法。

第一次磨课，通过反思，我发
现，学生一直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习
体会四季之美，虽然读得声情并茂，
但我从学生们的眼神中没有看到如

期的快意和愉悦，他们更多的是在
感受着老师的沉醉，幸福着老师的
幸福，迎合着老师的设计。课罢，掩
面沉思，我们的语文课到底为谁而
设计、为谁而教、学生在课堂上的成
长到底有多少？“牵引过度”，势必会

“骨质疏松”，教学亦如此。
通过课后与学生交流，也证实

了这一点。学生们说，老师，你教得
很好。这一番话，醍醐灌顶般让我
再次铭记——教得好不如学得好。

随后，立马修改，拿出了第二
稿，学习目标如下：

1.从文章的选材和布局的梳理
中感受作者表达角度的独特。

2. 反复朗读课文，品读重点句
子，体会作者如何表达景物的动态
美，背诵课文。

3. 仿照课文的写法，写几句话
或一段话。

这一次课后，在研讨环节，听课
老师对“关注独特表达，学习课文写
法”的设计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对
学习任务、教学活动的设计很感兴
趣，这节课对新课标倡导的“学习任
务群”的落实有所体现，学生在课堂
上的练笔活动也落实了语文课程

“语言运用”的实践要求。但是背诵
课文落得不实，没有交给学生背诵
方法，以文为本体现语文课程课内外
衔接方面没有涉及，问题比较突出。

为“课”消得人憔悴，再“磨”新
知终可得。再次复盘，再次走进文
本，再次漫溯课标，再次回味细节，
再次聚焦目标，再次否定从前。我
深深思考着：这是一篇写什么的文
章、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这样
的内容是怎样写出来的、为什么放

在这个单元、最能体现这篇文章特
色的重要语段是什么、学生读得懂
和读不懂的是什么、文本提供的教
学资源有哪些？

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
叩问。

文章要深深地读，语文要浅浅
地学。

每一次领悟都有新感觉。作为
“引航工程”的示范课执教者，我一
点都不敢怠慢，你不知道有多少双
眼睛在看着你，你不知道有多少老
师在期待着你。

于是乎，再次调整学习目标：
1.从文章的选材和布局的梳理

中感受作者表达角度的独特。
2. 反复朗读课文，品读重点句

子，体会景物的动态美，感受作者笔
下四季之美的独特韵味。

3. 仿照课文，用几句话写一写
自己印象最深的某个景致。

4. 以文为本，打开整本书阅读
大门。

这一次试教，全然没有了条条
框框的限定，以三个学习任务群来
设计听、说、读、写的学习活动，学生
经历了完整的语言文字学习的过
程，听着他们分享自己的小练笔，看
到他们眼里绽放的光芒，当我拿出

《枕草子》这本书，并介绍这本书的
不同翻译版本语言特点时，有几个
学生已经欢呼雀跃了，我知道这节
课，他们真的收获了、成长了。

三 进 三 出 ，我 对 课 堂 更 加 敬
畏。也更让我明白：先改造我们自
己，再改造我们的课堂。

到北大街小学上课的日子越来
越近，我却畏难起来。北大街小学

近几年语文学科培养的省市级能手
实力强劲，到那里去上课，其实是很
有压力的。

一堂好的示范课，除了扎实，还
要灵动，更要贴近学生生活。还要
能给老师们带来启发。又该怎么改
进呢？

突然，一天上班，抬头望向东
方，天边一片微亮，不一会儿就白里
透红，渐渐地越来越红，我赶忙拿出
手机将这偶得留存。不曾想，再次
读到《四季之美》中“东方一点儿一
点儿泛着鱼肚色的天空，染上微微
的红晕，飘着红紫红紫的彩云”的时
候，灵光乍现，我何不将这一动态的
描写具象化，让学生们感受这细微
的变化呢？于是，对自己拍摄的视
频进行了慢放设置。嘿！还真有点
那种感觉，我们不知道作者在 1000
多年前见到的黎明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从文字中读出的画面不
就是这偶然的一得吗？

生活处处皆语文。真理也！
于是，在第四稿中我加入了视

频阅读和文字阅读的勾连想象，北
大街小学学生的美学细胞在课堂上
恣意生长。

同时，在整本书《枕草子》阅读
推荐时，我让学生们把小练笔的内
容写在提前发给他们的书签上，最
后把书送给了这个班的班长。

那一刻，我的心是暖暖的。教
和学互相成长，互相成就。那一课，
我知道，我们用语文的方式抵达了
生活。

“磨”不厌，“行”不倦。守住语
文的根，站定课堂的场，一辈子做语
文老师，一辈子学做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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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著名特级老师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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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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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一周的合肥经开区第二
届“三名工程”专题培训班在杭州落
下帷幕，大家收获得太多太多。尤
其是浙江著名特级教师、浙江省双
名工程导师易良斌先生的专题讲
座，让我大开眼界。

易老师一上午的讲座，我一边
全神贯注倾听、思考，一边不停拿起
手机拍照，匆忙之中，我看到了易老
师的“特”中之“特”。

他特别会教书

第一届带普通班数学，学生学
习水平就大幅度提高，名列前茅。
第二届带重点班，就刷新了学校最
好成绩。

在中国，每一个名师，他们的成
功无一例外不是从高质量的教学成
绩开始的。易老师的好成绩源于他
教得好——他把大量的题型提炼转
化，精讲精练；他带学生研究考试，
让学生看清考试的奥秘，让学生成
为考试的享受者。

易老师的课上得妙，在全国各
地上了 200 多节示范课，小学、初

中、高中他都能上，而且上得好。他
带工作室时，每次研讨一定有研讨
课，每节研讨课的课例都能成为优
秀典型案例，被各大杂志发表。他
让备课、上课过程细化、精化、美
化。他带老师成于课堂、反哺课
堂、引领课堂。

他特别会读书

他读书很简洁。他戏说有的
书他只读前言和后记——读前言，
知道作者要干什么，怎么干的；读
后记，知道作者干好了什么，还有
哪些没干的，哪些遗憾。他不太容
易相信作者，总喜欢跟作者挑战，
作者的这些遗憾我能不能干？我
能不能干好？他顺藤摸瓜，于是，
找到了突破点，找准了着力点，补
上了遗憾点。

易老师读书总是先人一步，走
在时代的最前沿。他怀着强烈的
好 奇 心 找 那 些 教 育 界 最 牛 的 人
物，读他们的著作，读懂他们的思
想 主 张 和 绝 招 ，然 后 对 比 自 己 ，

“看哪些我可以借鉴？哪些我可

以超越？”
想想那些最了不起的特级教

师，不都是这样吗？他们有鹰一般的
眼光，像蜜蜂一样的博览群书，像狼
一样的思考，读一流的书，跟一流的
人物过招，站在一流人物的肩膀上，
思考教书的规律，思考育人的途径。

他特别会研究

他创立的“5478 思维型教学”，
通过“范例、正例、特例、反例、错
例”5 个例子反映出学生对数学的
定义、法则、公式、事实、原理、定理
等的深度理解；在关键知识的应用
和例题学习中，他用“解析、解答、
解法、解释”4 解，实现学生对基础
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方法和
基本活动经验的深刻认知；在综合
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他强调经历

“分析问题，寻找联系——尝试建
模，探究问题——求解问题，策略
解决——检验结果，反思问题——
交流评价，提升价值——引申推
广，类比迁移——拓展应用，创新
问题”7 个环节，使学生对问题解决

深度体验；在单元学习资源的设计
中，他主张从“知识建构、典型例
题、基础训练、能力提升、综合拓
展、中考链接、素养发展、资源超
市”8个不同的学习目标层次设计8
类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
求，实现群体学生单元整体的深度
学习。

易老师开展了十二个研究：潜
心研究课程标准，对比每一版的差
异，明确教学方向；倾心研究大中小
学教材教法，融会贯通；精心研究学
生，唤醒激发；耐心研究家长，聚力
合力；真心研究同事，团结一致；虚
心研究领导，赢得支持；用心研究专
家，对比超越；慧心研究课题，聚焦
突破；匠心研究工作室成员，各美其
美；开心研究杂志需求，及时转化成
果；悉心研究时事，灵活嫁接；素心
研究自己，把自己开发成活的教材。

易老师教我们的实在太多太
多，他让我们看到了老师的潜力
和活力，看见好老师的新追求和
新境界——给予学生一生的影响，
用“整个人”去当老师。

我自幼喜欢书法。小时
候 写 的 字 常 得 到 老 师 的 夸
赞。工作后大部分时间用于
练习书法。星期天，在书桌前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到了年
底要写春联了，我便恭敬地站
在老教师的旁边，看他们怎样
运笔。几年来，我不仅在地市
大赛中获奖入展，还连续三年
入展河北省书协主办的大展，
并荣幸地成为河北省书法家
协会会员。

心正则笔直，练字是我们
身为教师的必修课。对文字
的谙熟，工作与追求的事业的
一致，让我如鱼得水。我用我
的志趣去影响学生的志趣，许
多 学 生 也 渐 渐 喜 欢 上 了 书
法。他们在我写字时会一声
不出，极力模仿我的字体。假
日里，很多毕业工作的学生还
会经常来找我，我心里明白，
这不仅仅是师生的感情，还有
书法的魅力。

随着“书法进课堂”工作
的推进，学校组建了书法社
团，我担任社长。每到周五下
午，在我的讲解、指导下，学生
们便迫不及待地临写起来，
伴着笔墨纸砚的香气，孩子
们在脚踏实地地临帖中一点
一滴地进步着。社团还开展
书法比赛，不仅提升了大家
的书法水平，也激发他们写
字练字的热情。有的家长反
映，他的孩子周日也不休息。
把他以前的字跟现在的字作
以对比，简直判若两人。这让
我想到李峤的诗：“垂露春光

满，崩云骨气馀。请君看入
木，一寸乃非虚。”他们坚持不
懈，超越自我的品格也给我的
工作和生活很大启发。“书法
进课堂”，对于我们来说是压
力也是动力。在平日里我不
断纠正学生们的握笔姿势，让
他们认真观摩优秀的书法作
品，在字帖上反复练习。我还
给学生们讲一些书法家练字
的励志故事，如张芝“池水尽
墨”，王羲之“入木三分”，智永

“铁门槛”，王献之“练干十八
缸水”等。我要让越来越多的
学生喜欢上书法。在我的不
懈努力下，全校练字善书已蔚
然成风。

现在学校美术室里，作
品篆、隶、楷、行、草五体俱
全；端庄、秀雅、飘逸、雄浑等
风 格 多 样 ；中 堂 、条 幅 、斗
方、对联等幅式齐备。有多
名同学参 加 省 、地 、县 的 书
法比赛获了奖，学生们在笔
墨流转间感受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磨炼了他们的意志。
我也收获了教学的成果，获
得了“优秀教师”称号。我愿
意把书法这门传统艺术传承
下去。

说实在的，我们要感恩这
个伟大的时代，古时学书法要

“驻马观碑”，现在什么书法字
帖都有，手机上可下载应用软
件，方便极了。这个时代给了
我们宽广的人生舞台，大大增
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作为普
通一线教师，我传承书法的梦
想也在努力中逐步实现。

折子戏《三娘教子》是感人肺
腑的秦腔经典唱段，讲述的是明代
薛广之妾王春娥在误得丈夫死讯
后，为抚养另一妾氏刘氏所生之子
倚哥成人，节衣缩食，勤纺苦织，供
其读书。不料倚哥听信他人之言，
回家诘难母亲非他亲娘。三娘悲
愤中断机教子，终使倚哥悔悟，决
心发愤读书，母子遂和好如初的
故事。

以前看戏，确实是局外人看台
上乾坤，图个热闹，无法入戏；如今
看戏，不自觉地代入角色，太多的
相似总能猝不及防地让你主动化
身为剧中人。那苦心教子的三娘
不就是身为家长的你和我的缩影
吗？那性情顽劣的薛倚哥分明就
是气到我们吐血、又爱又恨的神兽
少年啊！

小时候心给你融化，长大肺给
你气炸，几乎所有家长都在吐槽现
在的孩子难管教。先有了学生，才
有了家长的新身份，明明是一个战
壕里的战友，却在以学习为中心的
较量中生生处成了陌生人。含辛

茹苦日夜操劳，精打细算勤俭持
家，担当得了工作，烹调得了美食，
辅导得了作业，生活逼迫我们成长
为一个个多面手。总想把最好的
全盘托出奉献给孩子，在“为你好”
的说辞中逐渐迷失了自我。本想
着孩子成才，未来可期，谁知叛逆
期的少年总能出其不意，攻其不
备，让我们脆弱的心多次受伤。

作为班主任，我不止一次地聆
听到来自电话那头的哭诉，无助、失
望、痛心，让平日里神采飞扬不甘人
后的妈妈们哭到哽咽。在倾诉之
余，“三娘们”总会让我出出主意，于
是，我便充当激烈冲突后的和事佬、
黏合剂，家校合作，看似双簧，效果
尤佳。

最怕有些家长朋友动用冷战策
略，再亲近的感情也经不起时间的
消耗，误解和偏见都是在冷处理中
悄然滋生。父母双方总得有人充当
白脸，有人充当红脸，严慈相济，方
可细水长流。我们不用把好脸色都
给别人，对自家孩子仇人般对待，青
春期的他们十分敏感，一方面迫切

想博得你的关注 、获得你的认可，
证明他长大了；另一方面又言辞乖
张、行为古怪、不计后果，让你对这
新新人类头疼费解。矛盾构成了他
们，矛头扎向了我们。

他们每天都在细心捕捉来自父
母的情绪变化，特别是二胎、三胎时
代的到来，突然冒出个弟弟妹妹夺
走本属于自己的关爱，失落感让他
难免要制造一些不和谐来排解情
绪。孩子青春期的每一次叛逆、反
常，其实就是在向你发出求救信
号。如果你爱你的孩子，请正视他
的心理健康，请耐心地听他把话讲
完。无论中间的波折有多大，最终
都要像三娘一样学会和解。跟情绪
和解，让焦躁的心安静下来；跟孩子
和解，尊重他的意见，制订计划，共
同守约。和为贵，解为本。

耐下性子，陪伴他十年磨一剑
吧！像三娘一样，对孩子们说说自
己的“来时路”，忆苦思甜，言传身
教，让叛逆麻木不知感恩的神兽
们，也明白我们的不容易。与他一
起约定走好“脚下路”，养好习惯，

提高自我，约法三章，依规行事，在
通往知识巅峰的艰难跋涉中走好
坚实的每一步，用不服输的毅力，
用不知足的渴望，去填平命运留给
我们的坎。与孩子们对月畅谈，一
起设身处地，分析长短，明晰一条
独家定制的未来路，共同守护正在
萌芽的梦想，共盼花开彼岸。

一折戏，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它的艺术价值绝不局限于当时的时
代。绵延千年，《三娘教子》的故事
依然在你我身边重演，依然有现实
教育意义。子不学，断机杼，谁不曾
边哭边打，发誓再也不管，可过不了
两天又重拾家法，悉心教导，亲子之
间哪有隔夜仇，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无论何时何地最操心的永远是自家
孩儿，血浓于水的亲情是牵绊彼此
一生的结。

愿天下所有父母都能被温柔以
待，愿所有苦心都不被辜负，虎爸虎
妈们，让我们把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作为今生最重要的事业，教子之路
上，用智慧武装，用耐心塑身，携手
同行，一往无前。

女儿长相非常像我，却和
我貌合神离。有一次和妻子
谈心，我很沮丧地说：隔壁老
丁家的女儿诗琪，一回家就和
她爸有说有笑，无话不谈。可
我家女儿倒好，见面打一声招
呼，就拜拜了。初始还不觉得
什么，时间久了，我心里觉得
不是滋味儿。

女儿上了高中，有一个周
末回家，我们三人坐在一起聊
天。妻子就挑起了这个话题，
对女儿说：“闺女现在长大了，
我们也老了，有一件事不知该
不该说？”女儿吃惊地问道：

“妈，您尽管说，什么事呀？”妻
子说：“你老爸最近很苦恼，总
觉着自己的亲生闺女不大爱
搭理他……”

听了妻子的倾诉，女儿低
下了头，然后缓缓地说：“那还
是上初二时候，有一次我放学
回家，问爸爸思想政治学科上
的一道题，老爸皱起眉头责怪
我上课精力不集中，还生气地
说 ：‘ 你 们 老 师 上 课 没 讲 过
吗？这样的题还不会？自己
从书上仔细找找答案……’我
默默无语，转身走进了自己房
间，后来再也没有问过老爸学
习上的问题了。”

在女儿看似平静的语气
中，我听出了惊恐——女儿，
若不是今天谈心，我还蒙在
鼓里呢！“宝贝女儿，那是我
的错。那时如果换成了我，也
会很难过的 。”此时，女儿抬
起头来欣喜地望着我，开心地
笑了。从此，父女关系开始
缓和了。渐渐地，家里气氛
活跃了，欢声笑语也多了，一
家人在一起和睦相处，其乐
融融。

曾有研究表明，我国 46%
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玻璃

心，他们敏感脆弱，一旦遇到
批评和指责就会陷入恐慌，甚
至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和
一句话而变得闷闷不乐。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本
来孩子问问题，是一件好事，
说明孩子好学信任大人。可
那时，因担心自己的水平不
够，怕在回答孩子的问题中露
馅儿；有时候啊，明知道是自
己的错，却因维护家长的权
威，依然“错下去”。等我想问
女儿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的
时候，她总避而远之，或者甩
出了一句“没问题！”这个时
候，伤害的不只是孩子，还有
我们家长自己呀！

其实，教育过程中的亮点
和瑕疵，往往都隐藏在教育的
细节中，一刹那、一瞬间，稍纵
即逝。家庭教育，要克服以自
我为中心，无视学生人格，而
要从孩子的天赋、兴趣和需要
出发，对孩子所说的每一句
话、细微的面部表情和动作
等，都要仔细斟酌、认真推敲
后再做决定。如果压根儿不
了解孩子，忽视自己的言行
是否符合实际和规 律，对言
行的风险未能准确预判，就
图省事图痛快，想到哪就随
口说到哪，那必将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因此，为了尽量避免自身
观念、知识修养和自身经历的
局限性等因素而影响孩子成
长，避免让自己陷入窘境，平
时要和孩子一道共学习，同成
长，修炼好内功，调整好情绪，
冷静理性，必须善于聆听他们
的心声，对孩子及周围发生的
微妙变化保持敏感，想得深，
看得远，在更大的时空里布
局，才能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谭新玲

年少不知戏中意年少不知戏中意，，再听已是戏中人再听已是戏中人
——从秦腔折子戏《三娘教子》看身边的家庭教育问题

数九寒天，新岁伊始，吼一声秦腔年味更盛；玉兔纳祥，春节献礼，看一折大戏情味越浓。走亲访友
的间隙，在陕西省宝鸡市文化艺术中心偶遇一出《三娘教子》情感大戏，坐在大爷大妈堆里，看戏里乾
坤，品人间百味，该是过年的一种别样体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