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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全面投入使用的统编版

小学语文教材最明显的特点是课

外阅读课程化，借助“快乐读书

吧”的形式推荐读物，倡导好读

书、读好书、读整本书。当下，在

农村基层学校，阅读推广在阅读

量上已经有了突破，但阅读品质

的提升仍有不足。本文旨在探索

指向高阶思维发展的整本书导读

策略。

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

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认知

能力，它在教学目标分类中表现

为分析、评价和创造。课外阅读

有了指向高阶思维发展的导读，

学生的思维品质就能得到发展与

提升，语言的理解与运用也能相

应发生质的变化，因为思维是语

言的核心，语言是思维的外显。

在系列导读过程中，以任务驱动

促使学生反复深刻地阅读整本

书，可以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

语文素养提升。

一、引发期待
在学生阅读整本书之前，让

他们通过看书名猜测内容、看封

面推想情节、看梗概预测故事等

方式，引发阅读期待，激活思维。

比如六年级上册推荐读物

《绿山墙的安妮》一书，看封面，学

生被“绿山墙”这个地名勾起了好

奇心；再看目录，前三章的标题里

都有“吃了一惊”，一波三折的情

节，更令人好奇。翻看第一章，精

彩的风景描写深深吸引了学生。

作者马克·吐温的评价“安妮是继

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

喜爱的儿童形象”，使学生产生了

更大的阅读期待。从阅读情绪、

情感上引发阅读期待，学生能更

投入地展开阅读。

面对《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

书，学生可以看封面猜测内容；面

对《鲁滨孙漂流记》，学生可以看

梗概激发阅读期待……通过预测

性阅读交流，学生的思维得到激

活，不仅仅只停留在识记、理解

层面，更是在分析、评价，甚至创

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思考。

二、引导阅读
整本书的阅读，需要教师做

一些主题阅读的范例引领，在范

例引读中，引导学生学会阅读整

本书或整个章节，树立统整意

识。主题阅读任务的确定，需要

结合读物的特点和学生的特

点。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促进学生思维和语文素养

双提升。

低年级的阅读主题，应以情

节分享、形象简析为主，因为低年

级学生的思维发展处在初始阶

段。比如读《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时，可以聊聊书中的人，分析书中

有趣的人物形象和小故事。中年

级的阅读可以深入一些，比如读

《中国古代寓言》时，可以分析其

中的说话艺术，选择“善言”的几

则寓言故事进行群文阅读，结合

相关语句体会人物语言的精妙，

初步明白说话是一种智慧，从而

体会寓言蕴含的道理。高年级的

阅读可以更有整体感，涉及的内

容可以更深更广。比如《俗世奇

人》一书，笔者选择了《苏七块》引

导深度阅读，设计导读单，从“苏

七块有什么特别之处才会被冯骥

才选进俗世奇人之列”这个阅读任

务出发，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寻找

答案，从而得出“奇”在“长相”“医

术”“规矩”“脾气”。让学生分析语

句、阐述理由、清楚表达，这就指向

了分析式思维的发展。

三、推进选读
借助范例引读中学到的阅读

方法，放手让学生自己从多个角

度去深读同本书中的其他篇目，

在自主选读过程中，运用阅读方

法，发展高阶思维。

比如《中国古代寓言》一书，

先由教师引导共读同主题寓言。

在阅读了《固桑言课》《景公饮酒》

《多言何益》三篇有关“说话艺术”

的寓言之后，让学生以小组合作

的形式，自主确定主题，选择相应

的寓言，进行深度阅读。学生根

据寓意确定了“智慧的人”“愚蠢

的人”主题，根据人物确定了“晏

子的故事”“庄子的故事”主题，之

后分主题进行群文阅读。在阅读

比较中，学生学会了分析、比较，

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

四、倡导复读
完成深度阅读后，教师要再次

引领学生走进整本书，进行整理性

复读。统整书本信息，归类整理，

延展思维的广度。一本经典的书，

值得我们反复读。指向高阶思维

发展的整本书复读同样需要有策

略地读，有任务驱动地读。

比如五年级下册推荐读物

《西游记》，复读阶段引导学生研

究《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从

名称、来历、本领、作孽、降伏几个

方面列表格整理相关内容，或者

研究《西游记》中的饮食、住房等

有趣的话题。这样的话题需要学

生有目的地阅读书本中的相关信

息，进行统整、分析、评价，从而促

进高阶思维的发展。

又如六年级下册推荐读物

《鲁滨孙漂流记》，在引导学生复

读时，笔者设计的任务是：“作者

为什么安排鲁滨孙离岛前，要留

下一些人在岛上？后来为什么要

给岛上的人们送东西？”“这本书除

了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之外，还有什

么地方吸引了你？”“支撑鲁滨孙留

在岛上坚持生活下来的是什

么？”……在之后的分享活动中，学

生结合书中信息畅所欲言，不仅能

评价作者意图、分析人物形象，还

能辩证看待书本的价值。

五、引导仿创
经典书籍是学生仿创的最好

范例，借助仿说、仿写、读写结合、

创编等形式，能够发展学生的创

新思维，提升语用能力。

比如读了《中国古代寓言》一

书，笔者组织学生编写校园寓言，

把校园生活中的人、事、理，以简

短的寓言表现出来，用小故事讲

大道理。读了《鲁滨孙漂流记》一

书，笔者组织学生创编“假如鲁滨

孙在现代漂流……”，打开脑洞，

整合地理、科技、航海等知识，创

编故事，发展创新思维。读了《绿

山墙的安妮》一书，笔者组织学生

写自己的成长故事，以第一人称

的方式写成长中的喜怒哀乐。在

仿创中，学生的思维会有更高层

次的发展，他们会去分析书本的

写作方法，会去搜集相关的写作

素材，会用文字建构内心感受。

这一过程，是学生运用多种思维

的过程。

□绍兴市北海小学教育集团
金 燕

统编教材由五大系统构成：

导学系统、课文系统、插图系统、

习题系统和“园地”系统。在一年

级教材中，有很多形象生动的插

画，它们与文字共同叙述着一个

个完整的故事，即图文合奏。笔

者认为，在现行教材里，插图不再

是文字的附庸，而是有其独特价

值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标》）

在第一学段的阅读目标中指出：

“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笔者

以统编教材一年级上册《秋天》一

文为例，浅谈插图在教学中的独

特价值。

一、插图的激情功能
众所周知，图画是人类文化最

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图画

的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

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

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化进

程的加快，图像作为一种有效而生

动的信息载体，越来越广泛地出现

在人们的生活中。情感性，是插画

的一个基本品质，也是任何学习活

动的一个基本特征。针对儿童认

知心理，在课文中插入图画，不仅

能陶冶学生的高尚情操，提高审美

能力，还能激发他们对语文学习的

兴趣，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及责任

感，并培养他们尊重和保护自然环

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

望与能力。

《秋天》一文的插图朴实淡

雅，恬静优美。它以“全页插图”

的形式，在画面中嵌入文字。薄

薄的、淡淡的云晕染在淡蓝色的

天空中，一排写着“人”字的大雁

往远处飞去，这是远景；一根斜出

的树枝上飘落下几片或红或黄的

秋叶，这是中景；一大丛结满果实

的草叶上站着一只抱着榛子的松

鼠，这是近景。这幅占据整整两

页的插画营造出深远雅致的秋

色，增强了大自然秋色“美丽”的

说服力和感染力，唤起学生的情

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

在新奇、有趣、亲切的氛围中进入

学习状态。

二、插图的认知作用
利用插图，可以帮助学生认

识事物本质，丰富认知内容。学

生可以在插图中看到日常生活中

熟悉的事物，唤起生活的“前经

验”；也可以通过插图，认识与文

字对应的新事物，丰富自己的认

知。正如李利安·H.史密斯所说

的：“只要故事内容在插图上表现

出来，孩子们的眼睛就可以发现

它们。”

1.借图识字

《课标》指出：“要运用形象直

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

教学情境，提高识字教学效率。”

汉字具有象形表意的特征，很多

汉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因此，利

用插画来认识汉字，追溯字源，感

受汉字的唯美，是一种极好的识

字途径。

在《秋天》的教学中，笔者利

用插图让学生认识生字“飞”：屏

幕上出现插图中那一排南飞的大

雁，并聚焦到某一只大雁飞行的

样子，同时呈现汉字“飞”。

通过插图与汉字的比较对

照，学生自然发现“横斜钩”就如

大雁飞行时倾斜着的身子，而

“撇”与“点”正如它的一对翅膀。

一边读着识字歌“横斜钩，鸟头身

尾；撇加点，展翅高飞”，一边看着

插画描摹汉字，形象有趣。

2.借图学词

虽然插图是静止无声的，但

只要教师善于利用，让插图“活”

起来，便能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

丰富认知，开阔视野，积累词汇。

《秋天》一文中，笔者出示插

图，让学生比较“一片叶子从树上

落下来”和“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

下来”的不同之处。

师：小朋友们，观察插图，读

读这两个句子，发现有什么不同？

生：前面一句少了一个“片”字。

师：嗯，字数不同。意思一样吗？

生：意思不一样。“一片”表示

只有一片，“一片片”表示有很多

很多片。

师：是呀，你看，插图上有很

多片叶子变黄了，落了，我们就不

能用“一片叶子”，而要用“一片片

叶子”了。

……

3.借图懂意

结合插图，还可以用“一一对

应”的方法让学生读懂句子、理解

课文。

《秋天》教学实录节选：

师：小朋友们，秋天在哪里

呢？你们从插图中、课文中找到

她了吗？

生：我找到秋天了。插图中

有一群大雁，它们排着队，正要去

南方呢！

生：课文中也写到了“一群大

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师：是呀，“大雁南飞”，秋天到！

……

三、插图的促学价值
“插图不单是对文字的说明，

且可拓展儿童的想象，涵养儿童

的美感。”插图对于延伸文字内容

大有裨益。

1.借图背文

引导儿童仔细观察插画，对

提升儿童语言理解能力有很大帮

助。《秋天》一文，笔者便是借助插

图让孩子们分层背诵，积累语

言。笔者先出示近处的画面：天

气、树叶，引导学生背诵第一自然

段。再出示远处的画面：天空、雁

阵，让学生背诵第二自然段。

2.借图促思

《课标》指出：“课程目标的

设计着眼于语文素养的整体提

高。”“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

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想

方法。”“能主动进行探究性学

习，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在

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语文。”插图

比文字的描述更丰富，为学生观

察和想象提供了素材，利用插

图，能促进学生观察力、想象力、

思维力等的提升。

3.补图激趣

《课标》指出：“结合语文学

习，观察大自然，用口头或图文等

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察所得。”因

此，补充插图，鼓励仿写与创造，

表达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是插

图教学的又一独特价值。

课堂实录：

师：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首小

诗《秋天的颜色》。

谷子说：“秋天是黄色的。”

高粱说：“秋天是红色的。”

棉花说：“秋天是白色的。”

松树说：“秋天是绿色的。”

大地说：“秋天是彩色的。”

孩子们，你们说，秋天是什么

颜色的？把你们想到的颜色用画

笔补充到插图中去吧！

学生自己补插图，绘出心中

最美的秋色。叶圣陶先生说过：

“图画不单是文字的说明，而且

可以开拓儿童的想象。”想象是

创新的翅膀，精美的插图给学生

插上想象的翅膀，自绘插画更为

学生的想象提供了自由驰骋的

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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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第一小学 李美红

小学数学教材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成，同一

个单元的新内容又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编排。教学

中，笔者发现，一些单元的教学顺序可以适当调整，让内

在的逻辑关系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教师可以从单元

整体设计的视角审视单元内课时教学内容，把握知识结

构，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层层递进，重构单元学习模块，

并且从课时设计着手，适当增添新的课时教学内容，让每

个课时目标更为具体化。下面以人教版“分数乘法”的单

元整体设计为例，谈谈具体做法。

一、分析原有的单元知识排列
教师可以先分析单元结构，理清单元内几个学习板

块之间的逻辑关系，考虑是否增减或调整教学内容，为重

构单元知识结构做充分的准备。

（一）单元结构分析

2019年版的人教版“分数乘法”这一单元，它的各个

板块虽然都是关于乘法的内容，但又相互独立，呈并列关

系。第一个板块是“分数乘整数”；第二个板块是“分数乘

分数”，通过画图、观察、分析概括出算理；第三个板块是

“小数乘分数”；第四个板块是“整数乘法的交换律、结合

律和分配律”；第五个板块是“分数乘法应用题”，以画图

为载体掌握一般方法。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单元设计，优化板块间的内在联

系，增强内容的结构性与逻辑性呢？

（二）学习基础分析

学习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已经学习的数学

基本知识，二是已经积累的生活经验。呈递进关系的教

学新知，往往前后知识的联系比较紧密。呈现并列关系

的单元，各个学习内容看似相互独立其实也有内在联系。

如“分数乘法”的五个板块的前三个板块是呈递进关

系的。第一个板块是“分数乘整数”。第二个板块用类比

迁移、数形结合的思想，对“分数乘分数”的运算进行分

析、观察、发现与归纳。四、五两个板块相对独立。

因此，这五个板块的关系是递进又独立，让学生自主

尝试，通过交流反馈的形式总结法则，探究规律。

（三）逻辑关系辨析

逻辑关系辨析是指在分析单元结构的基础上，探究

原来教材单元学习结构中不适合教学的因素，为构建新

的单元结构寻找理论、实践的依据。

二、重构知识结构
对于原单元内容的整体把握与分析，既可以理清学习

的顺序，又可以进行调整和优化，以原单元结构为基础，根

据班级学情实际调整单元学习内容，并选择合适的知识点进行教学。

（一）调整单元知识结构

调整单元学习结构重点分三类：一是再次组合，即调整原有知识

模块，形成新的结构；二是调整板块，即把某板块内的例题进行调整，

增删习题；三是对各板块的知识结构进行总体调整。

“分数乘法”采用第二类和第三类方式，对各板块的知识结构进行

调整。调整单元学习结构，可以更好地构建单元逻辑结构，让前一节

课学习的知识成为后一节课的学习基础，前一节课获得的学习经验，

在下一节课中应用。

（二）整合单元学习内容

在调整学习结构的基础上，还要思考如何进行学习内容的调整，

注重前期铺垫，提高教学效果。

如在总结“运算定律推广”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回顾“整数运算定

律”，利用知识正迁移或者直接出示题目

让学生尝试用不同方法进行演算，基本方法有：

重构单元学习内容，适当打破原有的编排结构，更符合学生的认

知规律，做到重点突出。

（三）拓展单元学习内容

通过整合单元学习内容，节省出部分课时，教师可以用节省的课

时进行课程拓展，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三、添加新的课时教学内容
在重构单元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可以对某些课时的教学内容进行

重新编排，使得学生更全面地掌握所学知识。

（一）“分数乘分数”注重画图与算式的联系

“分数乘分数”的算理是本单元的一个难点，尤其是“分数乘分数”画图，

学生经常会在这个点上出错，因此，可以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逐一突破。

（二）在复习课中增加变式练习

“乘法运算定律推广到分数”是分数简便计算的重要部分，但是部

分分数计算题，按照常规方法计算会很烦琐，因此，在复习课中，可以

介绍凑整法、拆分法、约分法、整体思考法和提取公因数法等五种常用

的方法和技巧，合理选择巧妙的方法使运算简便，从而节省时间，提高

计算速度和正确率。

（三）在“解决问题”教学时感受方法多样化

在知识应用环节，尝试多种方法解决问题，不同方法互相渗透，达

到融会贯通的目的。

（四）教学中注重思想教育

《庄子·天下篇》中有一句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意

思是：一根一尺（尺，中国古代长度单位）长的木棒，今天取它的一半，

明天取它一半的一半，后天再取它一半的一半的一半……这样取下

去，永远也取不完。这根木棒是一个长度有限的物体，但它却可以无

限地分割下去。

在课堂上，增加类似的数学问题，既沟通了各学科的内在联系，又

导入了数学哲学思维。教师可以利用课件、电影、动画片等多种形式

搜集古代数学问题来拓展课堂内容，在增加数学趣味性的同时，提高

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习潜能。

单元整体构建经历了梳理、重构、增添这三个步骤，通过梳理，分

析原单元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通过重构，意在组建更加合理的知识结

构；通过增添，可以使每一课时的教学目标更加具体丰盈。在此基础

上，结合本班学生学情，在实际研究时，作出规划，以便更好地构建起

基于学生认知规律的单元知识结构。

统编教材中“插图”的独特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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