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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周刊

想让语文不难学
小学先要分段培养

责编 蒋/东亮 策划 王/晓雨 美编 王/斌 审读 孙/勇

青岛为明学校李凤君老师分享小学语文学习小妙招

“现在的语文越来越难学，
尤其是
小学阶段，
语文比数学难得多”
“我孩子
很爱读书，
也读了很多，
但成绩没提高多
少”
……面对学生家长的抱怨，
北京大
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统编语
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曾表示
“语文高考
最后要实现让 15%的人做不完！
”
毕竟，
高考是选拔人才的考试，
就是要拉开差
距，
语文考试的难度和阅读量自然不会
越来越容易。面对越来越难的语文，
学
生和老师怎么做才能让学习不再难
呢？青岛为明学校小学部教科研副主
任李凤君认为，
想学好语文，
小学阶段就
要打好基础，
做好 1-6年级
“分段式”
培
养，
否则读再多的书效果也不明显。

《密西丁比河的风光》三篇文章，阅读时进一步
练习、巩固这一阅读方法。”李凤君表示，这样的
教学，做到了用教材教方法，用丛书练方法，变
过去的“教过”为现在的“教会”。
“孩子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可以用‘阅读
积 累 本 ’辅 助学生将读书卡与读书笔记进行整
合。也可以将识字与说话整合，
设置识说练习本。
或是将诵读与练笔结合，
设置诵写本。为加大学生
的阅读数量，
培养阅读的兴趣，
家长可以大胆尝试
取消读书笔记，
让孩子边读边在书上学着做批注的
阅读方式。
”
李凤君表示这样做，
激发了学生阅读的
兴趣，
扩大了学生的阅读量，
学生非常喜欢。

第三学段（5-6 年级）
读好书、习方法、会表达
李凤君老师指导一年级学生仿照课文句式练习说话。
李凤君老师指导一年级学生仿照课文句式练习说话
。

第一学段（1-2 年级）
快识字、早阅读、写好字
李凤君带领团队坚持十余年潜心研究“小
学语文原点教学”，运用到教学中已经实现了良
好预期目标。从教 32 年的她认为，语文原点教
学，就是洗尽铅华、还原本真的语文教学，就是
打牢基础、提高学生核心素养。
“ 小学语文原点
教学规定了每个学段的重点教学目标。首先，
第一学段（1-2 年级）要培养孩子快识字、早阅
读、写好字。主要以提高学生识（写）字、阅读为
重点，在阅读中识字，在练笔时注重句式练习。”
“教材里的内容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
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写作的熟
练技能。”李凤君表示，在课堂上，老师会采取
“1+X”的课堂教学模式，其中，
“1”是指教材中
文章，教方法，
“X”是指教材或主题丛书中的文
章，用方法学。
“ 比如，部编教材一年级上册第四
单元《四季》一课，在教学时确定的语文要素是
认识叠词，积累叠词。学完课文后，拓展丛书中
《山青青》引导学生阅读，边读边找出文中出现
家长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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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理工大学：

以赛育人 助力学子
“双创”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高校主赛
道师生共创组”银奖、德国红点奖、
“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
设计大赛”国赛金奖……日前，在青岛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文化展厅内，一场学科竞赛成果展彰显了艺术与设计学院以赛
育人的积极探索与有益成效。该院院长孙波表示，学院精心调
制了“标准餐+贴心餐+特色餐”的全方位、多角度、高覆盖的学
科竞赛“三餐”模式，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汇聚源源不
断的创新动能，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标准餐”点燃育人育才新引擎。在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开
学第一课”，各类竞赛项目被搬上课堂，校内外名师走上讲台，既
有竞赛技能知识的普及，更有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 从年轻人的
视角去表达和展示‘双创’文化，更有利于让竞赛精神破圈推
广。”活动组织人、艺术与设计学院党委副书记徐佐君说。据介
绍，艺术与设计学院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和发展需求，确保
学生每年至少参与一次科技创新活动，引导学生在各类学科竞
赛中培育专业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提高实践与创新能力。
“贴心餐”打造课程教学新样态。在艺术与设计学院，
“脑洞
最大的老师”李泉涛的专业课是学子们“竞逐”的热门课。从教
二十余年来，她探索实施“课创结合、课赛结合”的课程教学模
式，将课程学习与参加学科竞赛相结合，构建从理论学习、实践
操作、科研训练到学科竞赛的全链条式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特色餐”增添创新创业新营养。
“ 艺智协会”作为艺术与设
计学院创新创业社团，在每个班级设立一名学科竞赛专员，作为
班级科技创新骨干组建学科竞赛小组，形成学院—班级—个人
三级学科竞赛网络体系。
“‘三餐’齐全，营养均衡。学科竞赛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梦想
打开了一扇窗，推动青年学子以‘青春梦’
‘ 创新创业梦’托起伟
大的‘中国梦’。”青岛理工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李俊说。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张琰 通讯员 王妍

的叠词，进一步认识叠词，拓展积累叠词。”
“低年级家长要培养孩子的识字兴趣，提高
识字量，可以引导孩子建立识字粘贴本。收集
生活中不认识的字成册，达到快速掌握。”李凤
君表示，从孩子幼儿时起，家长就要陪孩子每天
坚持读至少半个小时绘本，不仅读还要交流各
自观点。

第二学段（3-4 年级）
爱阅读、广积累、乐表达
进入小学第二学段（3-4 年级），要培养孩子
爱阅读、广积累、乐表达的目标。主要以阅读积
累、片段练笔为重点，在阅读中积累优美句段，在
练笔时注重运用积累的优秀句段进行片段练笔。
“人 教 版 四 年 级 上 册 第 一 单 元 第 一 课《观
潮》，老师在教学时确定的语文要素是，边读边
想象画面的阅读方法。学课文时，学生通过阅
读文本，认知、感悟这一阅读方法；在群文阅读
课中，引导学生运用‘边读边想象画面’的阅读
方法阅读教材中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以及语
文主题学习丛书中的《翠湖心影》
《黄山云海》

升入第三学段（5-6 年级），要培养孩子读好
书（整本书）、习方法、会表达。主要以阅读整本
书、习作为重点。从阅读中习得习作的方法，在
练笔时注重组段成篇的表达方法。
李凤君告诉记者，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一
单元《草虫的村落》+主题学习实验丛书中《昆
虫》
《昆虫的世界》两篇文章的教学，这三篇文章
按语文要素主题进行整合。它们共同的语文要
素是：展开联想和想象，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
教学时，通过学习《草虫的村落》，老师引导学生
抓关键语句体会、感悟作者是如何通过展开联想
和想象表达自己独特感受的。学完《草虫的村
落》，再补充拓展阅读《昆虫》
《昆虫的世界》这两
篇文章，运用在《草虫的村落》一课学习的阅读方
法进行阅读学习。这样教学，不仅加大了阅读的
量，更体现了教方法与用方法学。李凤君表示，
老师在教学时会围绕一个读写训练点，让学生
发现可以借鉴的写法，迁移练写，拓展阅读。
“不同学段的孩子，家长应该多层面、多角
度、多把尺子衡量，以评价激发孩子兴趣，促进
孩子能力与素养的形成。”李凤君表示，针对高
年级学生，家长要适当“示弱”，当孩子遇到不会
的问题让他查阅字典自主解决，锻炼孩子的自
学能力。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娜

青岛立新小学：跨学科
“合课程”
点亮学生多元成长路
11月18日上午，
市北区第二届学术节区级展示
暨青岛市优秀教学成果推广会在青岛立新小学举
行。活动采用
“线下+线上”
相结合的方式，
面向全
区各中小学分管校长、
骨干教师们进行会议直播。
前期，青岛立新小学研究团队开展的《合课
程：指向核心素养的小学跨学科校本课程十年
实 践 探 索》荣 获 了 青 岛 市 市 级 教 学 成 果 特 等
奖。会上，青岛立新小学校长郭圣涛详细介绍
了“合课程”历经十年的实践探索之路。
“学校在
跨学科主题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将学习内容进
行综合，实现学习方式多元化，创新学习新模式
和教研新模式，实现了‘四个跨越’，学校的课堂

教 学 向 四 面 八 方 打 开 ，课 程 内 容 向 外 辐 射 延
展。”郭圣涛介绍，跨学科校本主题课程建设过
程凸显四大转变：学习内容从“单一学科”向“跨
学科”转变，教师角色从
“课程执行者”
向
“课程创
生者”
转变，
学生学习从
“被动牵引”
向
“主动探究”
转变，
评价导向从
“注重知识技能”
向
“关注核心素
养”
转变。据悉，
该成果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
结合学校多年跨学科主题学习实践经验，
打破学
科界限，以“整合”的方式，把课程、师生、学习时
空、学习技术等核心元素有效地统合起来，构建
跨学科校本主题课程并不断升级完善，取得丰
硕成果。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娜

青岛第 21 中学：扬清正廉明之风 办人民满意教育
青岛 21 中扎实推进“清廉校园”创建工作，
以“构建清明政风、塑造清正教风、培育清新学
风、营造清净校风”为目标，以“优化教育教学管
理、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升服务保障质效”
为主
线。在推进清廉学校建设工作中，
针对重要岗位
人员制定廉政风险清单，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
坚持照单用权、
依单做事；
深入开展警示教育，
通过宣讲解读等方式认真组织全体教师集中学习

并贯彻落实；
把清廉教育渗透到思政课程与德育
活动中，
定期通过国旗下演讲、
主题班会、
法治教
育和社会实践活动，
将清廉理念浸润师生心中，
实
现廉洁教育常态化、
实效化。学校着力强化师德
师风建设、
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育师生
“以清为美、
以廉为荣”
的价值观，
推动形成崇清尚
廉的校园风气，
全力推进清廉学校建设，
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娜

青岛第 42 中学：
“花式营养”早餐 为学生健康成长蓄能
包馄饨、熬粥、做馅饼、炒蛋炒饭、手擀各
式面点……清晨，青岛第 42 中学的食堂里飘来
阵 阵 饭 香 味 ，学 校 餐 厅 工 作 人 员 早 起 烹 饪 早
餐，赶在六点半前，把新鲜美味、营养丰富的美
食摆在学生面前，确保在家没吃早饭的学生一
人一个鸡蛋、饱享热腾腾可口的饭菜，为一天
的学习蓄能。
办一所“有态度、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
的家门口好学校，促进每一位学生全面健康成

长，是青岛 42 中的使命和追求。学校重视学生
的身心健康，认为早餐对保障人体健康维持体
能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至关重要。本学期，学
校在了解到很多学生家长因忙于工作无暇做
早餐、学生经常在路边摊解决早餐问题，卫生、
营养都得不到保障，
针对这种现象，
学校克服种
种困难，迅速行动，从解决家长实际问题出发，
全员清晨上岗准备早饭，为学生成长助力。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