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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蜗牛"大过世界杯# 反正我

信了$ 世界杯说白了就是几拨人一

本正经地抢球玩% 千千万万真假球

迷围观%弄出一批娱乐新闻和!足球

寡妇"%想穿了%这只杯子跟咱们半

毛钱关系也没有%但!蜗牛"却是正

儿八经的中国制造%而且要!爬进"

千千万万的儿童世界呢&

这只!蜗牛"本属名头响当当的

那个什么!双截棍%哼哼哈哈"的周

杰伦%怎么就入了专家的法眼呢#时

髦说法是!儿童立场"了$ 专家走群

众路线% 很好% 但问题是儿歌这么

多%为什么偏偏是!蜗牛"#专家能不

能做儿童的代言人#百度一下%专家

的推荐书目和孩子喜欢的书目%简

直就是风马牛啊% 专家口味不是一

般的重$小屁孩是不懂啥%但如果笃

信良药苦口包治百病就要捏着鼻子

灌%也不厚道吧#一提!专家选定"就

忍不住想起万恶旧社会的包办婚

姻%能做主的不过日子%要过日子的

不能做主$ 不比现代女子彪悍'!妈

喜欢# 让他们去过吧& "没怠慢专家

的意思%只是近年常是!增删一篇%

口水一片"哪%现在又玩起了假摔'

先放风要把某某篇撤下来了% 接着

再出来辟谣$老百姓不买账的背后%

有众口难调%有课本情结%少不了对

权力集中的焦虑' 世界杯咱摸不到

球也就算了% 自家孩子的课本还不

能说两句吗#

!蜗牛"爬进课堂了%但语文课

爬向哪里呢#不少语文课还奏着经典

五部曲'字音字形(写作背景(段落大

意(写作手法(中心思想%好比把个活

泼泼的蜗牛肢解成触角(身子(壳%再

漂亮也觉得反胃$ 课堂上提问了%互

动了%热闹了%到头来还是老师一锤

定音% 把标准答案一块块掰碎了%碾

成粉%搓成丸%喂进孩子的嘴巴里$听

过小学一节)秦兵马俑*%师生齐声赞

美!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一个小朋

友却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杀死那些

人+兵马俑源自殉葬,# "我也特想提

问'整齐划一(杀气腾腾的兵马俑%不

就是被洗脑的杀人机器#作为暴政的

死忠%他们今天发动战争%明天对付

老百姓%后天就能成为恐怖分子$ 结

果是%那位似乎来自!皇帝新装"里的

孩子被老师直接忽略了$

课文好不好%要问一问'呼应了

孩子没有#链接了社会没有#联通了

人性没有#

!"

多年前的)开明国语

课本*再版后曾卖到断货%不仅因为

阵容豪华+叶圣陶写课文%丰子恺手

绘插图,%有一篇)怎么不种花*%!田

里有爸爸种的菜$ 我说'-怎么不种

花# .爸爸说'菜也会开花%黄花菜%

很好看$ "文好(画好(字也好%多接

地气啊& 丰子恺的女儿回忆'!父亲

一生爱孩子%一生注重童趣%他常常

设身处地去体验孩子的生活% 特别

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

子//" 而现当代教材似乎更担心

我们不够!又红又专"%小时候学习

伟人衬衫的节俭故事 +后来听说是

编出来,% 穿新衣服都有罪恶感0读

)王二小*读得眼泪汪汪%读出血海

深仇% 恨不得抄起讲台上的教鞭就

去放羊$

话说回来%!快女"!房奴"!高富

帅"!女汉子"都能入选汉语词典%我

们有理由拒绝一只勤奋励志的 !蜗

牛"吗#课文百千万%但!课文只是个

例子"+叶圣陶语,%蜗牛来了%黄鹂

鸟也会来%灰太狼也可能在路上$ 关

键是如何用'对于教坛高手%飞花摘

叶皆是武器%一沙一石也是菩提$ 譬

如!舌尖上"的好食材%到了我这样的

二货手里%也就糟蹋了$再好的文章%

如果只是课堂上问得漂亮% 答得精

彩%我也不觉得是成功%就像自己拿

到了驾驶证%却开不了车%被同事讥

为!本本族"$看到生活中的孩子说着

!红灯停绿灯行" 还乱穿马路% 唱着

!五讲四美"歌对着亲奶奶拳打脚踢%

就比西班牙队踢回老家还郁闷%真不

如卖黄焖鸡米饭或烤猪蹄有成就感$

课文是有限的% 但要引导孩子

从此热爱阅读0课堂是有限的%但要

引导孩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0 教师

的陪伴是有限的% 但要让孩子学会

用自己的脑袋思考&

!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

的壳挂着轻轻的仰望$ ")蜗牛*的愿

望多像是我的语文之梦啊&因为课文

虽小%却是一颗颗种子0孩子虽小%却

有一颗颗心灵$ 我们现在给孩子的%

他们以后将加倍地返还给我们 $

蜗牛来了%我们还在寻觅'传说中语

文教育霞光披拂的天路何在#

2NO9IOPQRCSTUHV,

语文出版社最新修订的小学语

文教材中收录了歌曲)蜗牛*%对于此

次修订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说!不

管是选录了什么内容的文章%其最大

的目标在于突出语文本身的特点%就

是让-语文.回归到-语言文字.本应

在生活中体现出的作用$ "他认为现

在的语文教学存在的极大问题是违

背语文教学规律的教学(教材(教师

和评价在大行其道%用一个词概括就

是!假"%所以!求真"是追求的方向$

目的是!真"%体现语文书工具

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既突出语文特

点%又能够文以载道%把语文的社会

价值融入到语文的工具性里面$每一

次改革提出的方向都是向前的%但并

不是每一次的结果都是成功的$如果

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教学%教师和评

价还在大行其道%那么再好的教材也

形同虚设$ 在我看来%无论是什么样

的教材%使用的人不一样就会有不一

样的效果$就如同读)狐假虎威*%有人

能读出狐狸的狡猾%有人能读出老虎

的愚笨%还有人能读出遇事不能慌张

要积极思考想办法等%谁能说这三种

观点哪一种是错误的%然而对于评价

体制中的参考答案来说%与其不符的

再有理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无需对此

次修订的内容做过多评价%言其与时

俱进者有理%因为孩子们喜欢0言其随

大流缺少内涵者有理因为流行元素总

让人觉得深刻不够$ 让我们把目光聚

焦到教材的!解剖者"老师们身上吧%

在我看来%需要与时俱进的是老师%老

师对教材的把握%挖掘整合都能体现

老师的语文教学观念$观念不变%行为

当然不会变%在教育界穿新鞋走老路

的现象发生的还少吗#

作为一个外行% 我不知道老师

在课堂上如何对学生进行语文素养

的培养$ 我所担心的是对古诗文优

美文句和意境的欣赏会被反复的背

诵默写所破坏0 自由表达的勇气会

被一次又一次与答案的背道而驰所

打倒0 还有令人惊叹的奇思妙想会

被不懂欣赏的人扼杀于摇篮中$

!求真"%真的改个教材就够了吗#

其实% 在教材中收录歌曲并不

陌生$ 现行苏教版二年级下册的语

文教材中就有)快乐的节日*和)歌唱

二小放牛郎*$ 而且在该教材的编写

说明中提到课文后面的练习突出了

朗读%背诵%写字和读抄词语等内容$

单元练习突出了综合性的特点%意在

丰富语文教育的内涵%增加学生的语

言积累% 提高他们的语文实践能力$

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在此也得到

了统一$ 所以%语文教材的编写者们

从未放弃过!求真"的理想$

那么老师们%让我们调整观念%

从刻板的模式% 功利的评价中解放

出来吧&还教学以真实%还自己以信

心%还孩子以希望&

CSWXYZ[B\]^_

据报道% 语文出版社将小学一二

年级语文教材进行了!瘦身"和!更换"%

在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暂时还收录了

周杰伦的歌曲)蜗牛*$而)蜗牛*歌词通

俗易懂%格调高雅%内容积极向上%激励

人坚守梦想$歌曲中小蜗牛的拟人手法

能让孩子产生共鸣%低年级学生更易理

解接受$ 从)蜗牛*的立意来说%也是一

种充满了正能量的励志作品%加上周杰

伦的名人效应%这样的作品也许更能让

小学生充满兴趣进行阅读$ 因此%教材

对作品的选择%也体现了顺应时代发展

趋势的潮流% 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

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探索$

多少年来% 学生教材的内容是

多年一贯制的老面孔%虽然其中不乏

鲁迅(茅盾(巴金(冰心(沈从文(毛泽

东的经典作品%但教材中一些!假"(

!大"(!空"文章%也会让学生们反感%

失去阅读兴趣$ 因此%在教材中加入

一些时代元素%流行元素%增添一些

!新血液"% 在传承保留经典的同时%

让学生们了解一些贴近时代(贴近生

活的文化%不仅更接地气%也能激发

学生的阅读热情$尤其在文化不断多

元的今天%在教育教材不断进行改革

的今天%有必要也对相关的教材元素

进行更新%以体现博采众长%体现寓

教于乐的教育理念%体现鲜明的改革

理念%早日让说教式的教育教学方式

退出历史舞台%变过去的灌输式教育

为自觉的快乐教育%也有利于提升他

们的语文综合素养$

当然% 具有流行元素的文化和

文章进入教材%是否合适%是否得到

第一读者的欢迎和接受%还应该听听

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他们喜欢阅

读%就说明是正确的%如果不能激起

他们的学习兴趣%则不妨重新选择更

适合他们(受到他们欢迎的作品$

其实%只要是精品%只要文章立

意好%文字优美(感人(适合小学生

阅读%对他们的心灵熏陶有利%对培

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有利% 给人有

积极影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

不要管他是歌曲还是文学作品$ 更

重要的是% 时下的孩子在接收信息

的渠道方面太多太杂% 与其让他们

在网络(电视上不加选择的!全盘皆

收"%不如通过教材的改进%在教材

中有目的(有方向的引导他们%使他

们健康快乐成长$如此说来%这样的

作品不仅要入选%更应该快选多选%

以培养好更多的祖国的未来$

`#aYZ[Bbc#de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小

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

挂着轻轻的仰望//" 语文出版社

最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有很多有

趣的变化% 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

)蜗牛*竟也收录其中$ )让我们荡起

双桨*被苏教版语文教材选录$ 据介

绍% 小学一二年级语文教材修订%一

是减少篇目%四册教材共减少
#$

篇%

约占原课文总量的
#%&

0二是更新部

分课文%修订版教材新换了
'(

篇课

文%占全部课文的
'$&

$ 新换的课文

更注意文质兼美% 贴合儿童生活%符

合一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利于

学生审美情趣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作

为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感受到一个现

实话题的逼近'小学语文教材怎样与

时代发展同步#教育发展的轨迹明示

我们'只有审时度势地把握时代前进

的脉搏%和着教育发展的节拍%在推

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放眼新课程标

准%溯水求源%推陈出新%才能跻身于

素质教育的前沿!阵地"%使自己的教

学焕发出它应有的生命活力$

流行歌曲编入语文教材顺应时

代需求$ 语文知识是人际交往中的

一面镜子% 它折射出生活中言与行

的夺目光芒$然而%当我们翻开现行

小学语文教材% 溢出的尽是对科学

世界的独尊% 儿童的生活世界和精

神世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缺乏生

活意义的课文迫使孩子们戴着面具

做着痛苦的表演% 俨然把学习语文

看成了令人生厌的苦差事$ 从他们

的内心深处% 我们分明觉察到他们

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课堂上%尽管

老师讲得头头是道% 学生却充耳不

闻% 在他们看来学习课文是毫无意

义的符号游戏和枯燥乏味的空洞说

教$ )蜗牛*选入语文教材令人耳目

一新%它充分展示了励志教育的实际

背景%提供了丰富的与学生现实生活

相关的素材%让学生在基于现实生活

情境的问题解决中去获得成功%从中

体会到语文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感受

到社会生活就在身边%培养学生用励

志的眼光去思考生活问题和从实际

出发学好语文知识的能力$

在最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的

教学中% 教师要谨记一份心理学研

究'听来的忘得快%看到的记得住%

动手做更能学得好$ 只有把课本知

识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教学% 才能

放飞学生囚禁的情愫% 唤醒学生沉

睡的潜能%激活学生封存的记忆%让

学生在!追星族"中对知识的认识和

生活的体验不断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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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雅

图为湖塘红星美凯龙星艺佳赠送的摩科茶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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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收录流行歌曲%您有何看法#

E§¨©2

中考(高考状元每年都是媒体热点话题%对此你如何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