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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小学生去台湾研学有必要吗？

□张祖庆

常有教师问：“张老师，模拟上课

有什么技巧？”

说实话，关于模拟上课，我没啥实

践经验。可是，被人问得多了，就不揣

浅陋，好为人师起来，下面就跟大家聊

一聊。

我的模拟上课就是一遍一遍地

在头脑中反复试教。打个也许不是

很恰当的比喻：模拟上课相当于没有

观众的彩排，说课相当于导演说戏，

上课相当于正式演出。当然，这个比

喻不恰当的地方就在于——上课不

是演戏。

无论是模拟上课、上课还是说课，

都能展示教师的基本素养：包括较好

的文本解读能力、教学设计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模拟上课更强调教师的

课堂表现力，而说课对理论素养的要

求更高些。

模拟上课出色的教师，上课一般

不会太差；但说课出色的教师，则不一

定就能上好课。当然，也有模拟上课

和说课俱佳的教师。

招聘教师可以测试模拟上课，而

说课的方式更适合选拔教研员或教学

管理人员。

最能有效检验教师教学素养和理

论功底的方式是“上课+说课”，但很多

时候，招聘教师时学生不在场，只能用

模拟上课来代替，10~20分钟即可。

但除了学生的有无及时间的长

短，模拟上课和说课还有一些区别。

第一，信息传递路径不同。说课

的信息传递是“说课教师—评委”，

而模拟上课则是“上课教师—虚拟

学生—评委”。

第二，内容呈现方式不同。说课

要说清楚文本涵义、教学目标、教学板

块、教法学法和板书等，而模拟上课则

不需要这么复杂，直接模拟教学现场

就可以了。

第三，教学语言特点不同。说课

要说清楚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这样

教，是以“叙事+说理”的方式展开的，

语言相对平和、理性，语调是针对成人

的。而模拟上课的对象是学生（虽然

这个“学生”并不存在），教学语言必须

儿童化，富有激情和感染力。

当然，两者的相同点也有很多，如

都需要教师具有一定的文本解读能

力、教学设计能力和现场表现力等。

基于上述认识，我对模拟上课有

两条建议：一是“装模作样”，二是“真

真假假”。

先说“装模作样”。说白了，模拟

上课就是“装”的艺术。

第一，假装学生在场。教师的每

句话语、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要装

得逼真，要让评委通过你的举手投足，

感受到有“学生”在场。模拟上课的教

学指令，和平时课堂是一样的。

“嗯，后排那位女生，你来读读这

段话。”

“这位同学的朗读，一下子把我们

带进了草原。”

“好，请大家把课本翻到59页。”

“这位同学在‘忐忑不安’这个词

语下做了批注……”

装得越像，效果越好，要让评委渐

渐产生错觉，仿佛置身真实的课堂，忘

记你其实是在模拟上课。

第二，假装评委就是学生。眼睛

是心灵的窗户。真诚会透过眼睛直抵

内心。在评委面前展示，最忌讳眼神

从来不和评委交流。教师要大胆地把

评委当作学生，一节课下来，和每一位

评委至少有两次眼神交流。

第三，假装课堂出现意外。意外

会让人措手不及，却是课堂中不可回

避的、考验教师能力的因素，课堂因意

外而精彩。模拟上课的过程中，我们

不妨虚拟设计出一个“意外”。此时，

教师可以不急着“处理”，留空两三秒

钟，然后做出巧妙的回应。这个生成

虽然是预设的，却能使虚拟课堂更加

逼真。模拟上课，就是表演，既然是表

演，又何妨逼真一些？当然，这里要把

握好度，不要为了“真”而显得“假”，让

人起一身鸡皮疙瘩就不好办了。

再说“真真假假”。

模拟上课，充满着“真实”的“虚

拟”。教学设计是真的，学习发生是假

的；教师示范是真的，学生回答是假的；

教学目标是真的，目标达成是假的。因

此，模拟上课，要处理好“真”和“假”的

关系，要做到“真真假假”。具体来说，

有以下几对“真”和“假”的关系。

第一，教师的教要真，“学生”的学

要假。教师所有的教学行为都要煞有

介事，该范读的，用心读——如果朗读

水平好的话，适当展示一下；该板书

的，认真写——如果粉笔字漂亮，可多

写一点。而“学生”的学习行为是虚拟

的，教师切不可一边当教师，一边当学

生，像说单口相声一样频繁切换身份，

这会把评委和自己都逼疯的。所谓

“学生”的学，只要做做样子即可。为

了给“学生”留下学习活动的空间，教

学指令的语速要放慢，适当做些重

复。一个问题提完后，要停两三秒钟，

教师作扫视状，稍后指名回答。

第二，教师的问要真，“学生”的答

要假。教师所有的问题都要真实地呈

现，提完问题后要假装看着“学生”，频

频点头，然后接过“学生”的话头，对他

们的“回答”予以回应——其实就是自

言自语：“嗯，很好，这位同学从穷人的

五个孩子的生活，读懂了他们的

穷”……有时候，还可以反问：“嗯，你

是怎么从‘睡觉还早’读出穷人的穷

的，能具体解释一下吗？”稍停，教师开

始总结学生的理解。

第三，教师的回应要真，“学生”的

质疑要假。有些课如《桃花心木》《画

杨桃》《和时间赛跑》等，具有哲学意

味，学生理解起来较难。模拟上课时，

可以采用“质疑导读”法，让学生先提

问，教师再提炼主问题，紧扣主问题组

织教学。那么，面对这样的文本，教师

是否要扮演学生，站在学生的角度，一

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呢？不需要。

教师只需要假装根据“学生”的提问，

复述“学生”的问题，在黑板上快速写

下并梳理关键词。

比如《和时间赛跑》一课，教师依

次板书：

谜语/可怕/很小、很大/老鸟、小

鸟/说不出的滋味……

然后，教师就可以手指着板书，

“装模作样”地总结：“刚才，大家提了

很多有价值的问题……”

“爸爸等于给我说了一个谜语，这

个谜语比‘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

寸光阴’还让我感到可怕。为什么让

我感到可怕？”

“为什么那几步虽然很小很小，用

途却很大很大？”

“为什么第二天飞过这条线路的

不是老鸟而是小鸟了？”

“比‘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更让我

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的心里有什

么说不出的滋味？”

……

“学生”发散提问的过程，并没有

真实展开，而是以教师用关键词记录

的方式来代替。

这些所谓的模拟上课的技术，都

是雕虫小技，只是锦上添花。要把模

拟上课做好，关键还是要和上课一

样，练好自己的内功和外功：文本解

读的功夫、示范朗读的功夫、板书的

功夫、教学设计的功夫、语言表现的

功夫……个人修炼不到家，光讲技

巧，反会弄巧成拙。

（作者为浙江省特级教师）

模拟上课就是要“装模作样”“真真假假”

□常山县第一小学 占洪良

“拿到试卷，我完全蒙圈了，我想这不
会是印错了吧？”

“这试卷真是太‘逆天’了。哦，不对，
应该算是‘倒行逆施’吧。”

“感觉蛮刺激的，从来没有做过这种
试卷。”

“先考作文，还真是不习惯，我本来想
从最后一题做起，可是后来又想，我为什么
不挑战一下自己呢？于是，我静下心来构
思作文。”

“说实话，做这样的试卷，时间上很难
把握。我怕时间来不及，就匆匆写完作文，
最后发现时间多了很多。”

……
上学期的期中考试结束后，几个六年

级学生跟我谈了语文考试的感受，这份试
卷是我的“良心作品”。

试卷的第一页竟然是整页的方格，第
一道题变成了作文题。还好，试卷开头，我
写了一段“温馨提示”：“拿到试卷时，你有
没有傻眼？呵呵，你没看错，今天就是想让
你挑战一下这份‘乾坤颠倒’的试卷。预祝
大家‘倒做如流’，加油。”

作文题之后是阅读题，然后才是基础
题，最后是书写题——也就是把惯常的语
文试卷的题型顺序倒了个个儿。

教导主任刚看到这份卷子时，笑了。
我理直气壮地解释：“一是为了锻炼学生面
对异常情况的应变能力，二是为了培养学
生的逆向思维。”

教育资源无处不在，考试形式不也可
以是一种教育资源吗？考试内容可以暗藏
教育，我常将家乡的历史、地理、特产等内
容充分渗透到试题中，让学生在考试的同
时，间接地接受乡土教育。而这份“奇葩”
的试卷，因为方式
特别，或许还更有
教育效果。

希望学生今
后遇到难事，反过
来想一想，也许能
想出解决办法，或
者至少能够从容
应对。

赵占云（楼主）
某小学一个班的一年级学生，两个

月内有 7 人查出近视。医生调查得知，

他们在课间几乎从不到户外活动。今年

初，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卫生健康委、

浙江省体育局等 9 个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

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把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监测、考核纳入体质健康考评体

系，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和健康水平连续

3年下降的市、县（市、区）依法依规予以

问责。

近年来，学生近视低龄化问题越来

越突出，形式相当严峻，为帮助学生摘掉

小眼镜，全社会都已经行动起来。作为

一线教师你有什么看法吗？

龙泉许东宝
国家六部委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指

出：“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

治愈。”所以，避免近视，靠的是后天的科

学预防，家长朋友千万别误入歧途，上江

湖骗子的当。

现在的商品房跟鸟笼一样，学生远

眺的机会不多，户外运动也减少了，体内

血液流动变缓，晶状体难以活动，再加上

电子产品泛滥，近视的风险大幅度增加，

有的孩子没有进幼儿园就已经近视了。

我建议要保证学生做眼保健操的时

间，值日生当天将做操情况反馈到校长

室，占用眼保健操时间批改作业、讲课辅

导等行为，全部要晒教师群公示。

yhglll
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给学生一个

学期做两次视力检查，一次在期初，一次

在期末，视力下降情况列入期末考评。

赵占云
影响学生视力的因素无外乎有以下

几个方面：1.父母遗传；2.不良习惯；3.电

子产品；4.学校忽视。最后这一点是不少

学校存在“文化课为主”的偏见，使得体育课和活动

课的时间被霸占，很多学生无法达到“每天锻炼一

小时”的最低标准。

学校要为每一位学生建立视力档案，每学期进

行定期检查；教师们要改变教育观念，把活动时间

还给学生；学校牵头，家校共育，让学生学会控制使

用电子产品，并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杨铁金
减少学生作业量、保证活动时间是关键，课堂

上尽量减少使用多媒体，教师上课不拖堂，让学生

当堂完成作业，下课就将学生赶出教室，让他们到

户外多看看绿色。

龙泉许东宝
网络是目前主要的信息承载和传递方式，如杜

绝学生看手机，知识面就狭窄了；但对智能产品一

旦依赖过头，真会毁了孩子的一生。

骄 阳
1.白板、平板等教学用具的使用要有节制。能

用小黑板代替就不用电子白板。

2.课间保证学生的休息时间。

3.合理设计书本尺寸。如低段使用大16开本。

4.减少作业量。

俞和军
希望检查视力的时候不要出现数字造假，学校

要干点实事；希望家长给孩子少报几个培训班，多

带孩子出去走走；希望有关部门好好查查那些五花

八门的“诊所”，它们对学生的视力有害无益；更希

望学校实实在在地按课表上课，把体育课、活动课、

兴趣课、拓展课上足上好，让田径场、篮球场、足球

场、体育馆学生身影常见、笑声不断。

翘 楚
眼镜似乎成了学生的标配，不近视的学生反倒

是“奇葩”了。

我历来反对学生课间不离桌、趴在课桌上拼命

写作业的行为，但有些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却表扬这

样的学生，于是学生特别爱效仿。到了初中，不少

学生更是利用下课时间抢做作业。

光是学校单方面强调学生保护视力还是不够，

不少学生在家里用眼更加超量。如果家长不重视，

看管不严，学生在家可以不停地看电视、玩游戏。

眼睛好好使用并不会用坏，关键是用眼的方法

要科学，不要让眼睛在疲累状态下连续工作。我以

为，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本人知道爱护眼睛，教师要

多传递给学生用眼护眼的知识。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 海

晚上，孩子跟我说：“今天课堂

上，老师很怪。”

我问：“怎么很怪了？”

“老师平时很凶，今天特别温

柔，怪怪的。”

“你们在上什么课？”

“今天，我们在阶梯教室上课，

来了许多老师。”

“哦。”

我没有再说下去，心里已经知

道原因了。

孩子的话，让我想起自己熟悉

的一位教师。这位教师以“严厉”著

称，平时对学生基本上是冷面孔，呵

斥声能传好几间教室，学生们都很

怕她。

一次，校公开课上，这位教师一

改平时上课时的态度，整堂课满面

春风，和声细语，可教学效果就是不

理想，课堂气氛始终很沉闷。课后，

她一脸苦笑，连连摇头。

我想，平时课堂上不苟言笑的

她，今天突然一反常态，学生不吃惊

才怪呢。

我意味深长地对她说：“换个班

级也许会好些，你的学生对你太熟

悉了。”

反观自己，曾经的我，何尝不是

这样呢？

家长开放日，为在家长面前展

现亲和力和人文关怀，我在学生小

组讨论或课堂练习时，走到学生边

上，俯身下蹲，悉心指导；在学生精

彩回答后，和学生击掌祝贺；学生的

表现让我眼前一亮时，我还与学生

握手……我尽情地表演着，用着在

平时课堂上基本不用的肢体语言。

可是，明显看得出，学生很不适应。

有一次，江苏省特级教师于永

正书中的一个案例深深吸引了我。

在一次观摩课上，于老师发现学生

句子读不通顺。他不急躁，一次又

一次地帮助学生，鼓励学生。直读

到第八次，这位学生才读得既正确

又流利。于老师多有耐心啊。

于是，在一次公开课上，我有意

安排一位朗读不好的学生，也一遍

又一遍地指导他，鼓励他。可是，只

有我自己知道，平时我基本上没让

这位学生发过言，他一直被我遗忘

在角落里，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让

他朗读课文，他能不紧张吗？读了

四次，虽有进步，但不理想。最后，

我还是表扬了他：“××同学，今天

表现很棒。只要坚持，你的朗读一

定会越来越好。”听完我的话，他涨

红了脸。当时的我，是那么假，带着

一张假面具在上课。如今想起来，

自己都觉得羞愧之极。

为追求所谓的完美课堂，公开

课上形式主义泛滥，与家常课形成

“两张皮”现象。追求完美，无可厚

非，但公开课不是作秀课，任何课堂

都要以真实性为前提。师生之间的

交流互动，如果带上功利性、表演

性，教师大搞噱头，使教学变味，严

重的甚至会影响教学质量。

比起家常课，教师肯定更重视

公开课，希望给听课的教师和家长

留下美好印象。因此，公开课比家

常课的教学设计更精巧，教学环节

更细腻，教学过程更完美。

但是，公开课也好，家常课也

罢，有一样东西始终不能变，那就是

教学风气。这种风气来自于教师的

教育观，是教师在课堂上言行特征

和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用朴实真

诚的语言，原汁原味地传授知识，才

是我们永远要追求的公开课。

“逆”试卷

公开课上的老师很陌生

“每年全世界有三分
之一的食物被浪费，价值
大约1万亿美元，应该是
我们行动的时候了。”近
日，杭州市拱墅区科普宣
传周在杭州上海世界外
国语小学启动，以“节约
粮食”为主题，“知食博物
馆”游园会、“不浪费”科
普墙、“大米变馒头”剩食
DIY、“米的一生”等活动
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据悉，从2018年起引进
“食话”的食育课程，目前
已成为该校的特色精品
课程。图为一个学生小
组在对种植园中的叶片
进行观测和记录。
（本报记者 池沙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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