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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引路人，静待花开- 

“培养会自学、会思考的孩子”教学行动纪录 

张立红 

山东省夏津县银城街道西关小学 

壹、前言 

在核心素养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学生会自学、会思考从而拉动语文教学

质量及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这是我校以刘芳华校长、周新华副校长、李桂玲主

任为首的教师团队一直在深深思考探究的问题。值此时机，台湾台中教育大学马

行谊教授的“湖心投石法”走入了我们的视界。于是我身负西关小学教学团队的期

望，在 2016年 8月 24-26日赴山师大参与了“湖心投石”阅读教学法的学习。 

“湖心投石法”是一种“在阅读中训练思考力，从思考中培养竞争力”的教学模

式。在运用“湖心投石”法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透过系统化的思考引导方式，

引领学生更有创意地表达，藉此提升学生的思维力和学习力。自学习返程归来，

我深感于这种读、思、用、竞密切相合的方法的妙处，便开始探究如何在自己原

有的课堂实践活动中将其糅合，努力与之相融，系统训练学生在阅读文章时积极

提出问题并发表个人见解，引导学生学会自学、学会思考。 

新课学习前，我指导学生运用“圈点勾画批注法”及“思维导图+合作学习”的

学习方式进行自学，孩子们在自学文本时于圈点勾画批注中赏析文本，之后自行

统整文本做出个性化思考、记录“思维火花”，然后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共同深度解

读文本，在此基础上，再依据“湖心投石”阅读法系统思维训练，引领孩子们主动

深层次探究并延伸思考，进行有创意地表达，从而提高其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度，

提升他们的思维力和学习力，进而提升其语文素养。  

自 9月 1日开学始，我班持续使用此法进行语文学习，学生的自学能力、口

语表达能力、思考探究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及实践创新能力在原有基础上均得以

显著提升。现将所行所得在此展示，以期得到各位同仁的指点。 

貳、学生自学流程及思维导图展示 

 

默读文本 → 圈点勾画字、词、词组  → 再读文本 → 画出触动自己的句

子 → 做思维导图  → 为文本中所画句子做批注 → 统整文本做出个性化思

考、记录“思维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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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模板： 

作者简介 

                 单音字(整理出本文中易读错易写错的字，注音并组词） 

       字 

基              多音字（注音并组词） 

础              整理出文中的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 

知     词       近义词 

识          反义词        

导   词组 

图              使用修辞手法（或说明方法）的句子，如：比喻见文中画“    ”

部分，拟人见文中画“    ”部分，夸张见文中画“    ”部分

等； 

        句子     含义深刻，耐人寻味的句子见文中标 a处； 

细节描写精彩句子见文中标 b处； 

可找句子如：过渡句；文段中心句；前后照应句；总起句；

总结句等。 

 写作手法： 

结    第一部分（1-？） 

构    第二部分（？-？） 

导    ……  

图    主要内容： 

      主题思想（文章主旨）： 

思维火花：（展示学生个性化思考后的发散性思维精彩问题，至少三个，多

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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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学生自学情况展示 

一、思维导图部分 

          

西关小学六·二班 赵雨辰          西关小学六·二班 崔丹丹 

          

西关小学六·二班 张善博          西关小学六·二班 张善博 

 

西关小学六·二班 霍慧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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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运用思维导图时，我仅仅关注其正确性、完善性及整洁性，没想到孩子

们太了不起了，他们在正确完善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令其美观了，简直精彩纷呈，

令我惊叹！ 

二、学生批注展示 

   
                           西关小学六·二班  于晓溢 

三、学生个性化思考、思维火花集锦 

我自知运用传统教学模式时间太长，思维方式不容易打破原来的“框架”与套

路，觉得自己设计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尽人意。于是，学习归来后，我先引导学生

运用“思维导图”和“圈点勾画批注法”去实效自学，做好文本的“统整”工作，之后

拿出三节课用“湖心投石”阅读教学法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思维训练。事实证明，“湖

心投石法”特别“接地气儿”容易被学生吸收，孩子们在思维训练进程中，兴致盎

然，乐思善思，比着学、赛着想，思想碰撞出朵朵灿烂的火花，“智慧之星”“问

题行家”频现，不时地送给我太多的惊喜！ 真的应了那句话：你给学生一分信任，

他会还你十分惊喜！ 

以六年级上册第 15课《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为例： 

1.“河水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兄弟那样，善

待我们的河水。”你认为这一句中的“善待”可以换成“对待”吗？为什么？   

          ---------西关小学六·二班  于文卓 

2.如果你是西雅图人民中的一员，你对西雅图酋长的做法赞同吗?为什么？  

                    ---------西关小学六·二班  李祥锐 

3.文中倡导我们保护环境，在生活中你见到过破坏环境的现象吗？ 

---------西关小学六·二班  赵希凯 

4.如果你是西雅图酋长，你会把这片土地给美国人吗？ 

   ---------西关小学六·二班  尹慧娴 

5.当白人领袖看了西雅图的信，会有怎样的心理变化?  

   ---------西关小学六·二班  张善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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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认为课文为什么以“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为题？请谈一谈。 

  ---------西关小学六·二班  卢毓敏 

7.如果你是印第安人，你会从哪方面表达对土地的热爱?为什么?你会怎样描述自

己对土地的热爱呢?    

---------西关小学六·二班  任 昱 

8.如果西雅图酋长不给白人提这些要求，他们会怎样对待这片土地? 

9.请你想一想，如果白人破坏了这片土地，印第安人会怎么办？ 

 ---------西关小学六·二班  杜家豪 

10.我们学习了本篇课文，想象一下，这位酋长会想些什么?如果你是酋长，你会

想什么？ 

11.西雅图酋长在写回信时是怎样的心情？他正在想什么?想象一下。 

12.文中说站在西雅图酋长的立场上，绝不能容忍白人糟蹋这片土地。你在学这

篇课文时，也同酋长一样的心情吗？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你的心情是怎

样的?请说出你的看法。 

13.印第安人认为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觉得你生活的那片土地是怎样的？你对

它有怎样的感情？试着说一说。 

---------西关小学六·二班  孙思雨 

14.从文中“神圣”“希望”“圣洁”三词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15.“那潺潺的流水声，回荡着我们祖辈亲切的呼唤”祖辈们可能会呼唤什么？想

象一下。 

16.你可以仿写文中第二自然段吗? 

 ---------西关小学六·二班  霍慧鑫 

17.了解了本课背景知识，我们知道本课是西雅图酋长给白人的回信，那么请你

展开想象，白人看到酋长的回信后主意会改变吗？他会怎么给西雅图回信呢？ 

18.文中第二自然段中，作者运用排比的句式，你认为这样写精彩吗？为什么？

你能用这种句式来写组句子吗？试一试吧！ 

19.读了本篇课文，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这片土地也是神圣的，那么请你以《这

片土地是神圣的》为主题写一份倡议书，告诫人们保护地球，保护这片神圣的土

地。 

20.文中提到“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为

什么？             

---------西关小学六·二班  于晓溢 

21.这篇课文写出了人们对土地的眷恋和热爱，你是否读过类似的文章，它和这

篇课文有何异同？请谈谈自己的看法。 

22.如果把文中的 2、3、4自然段去掉，你认为合适吗？为什么？  

---------西关小学六·二班  张明珠 

23.文中说到“没有动物，人类会怎样？”你认为会怎样？快来谈一谈吧！ 

24.文中说到：“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这是为什么呢？请阐

明你的看法。       

----------西关小学六·二班  侯 钰 

25.文章作者信誓旦旦地强调了河水是我们的兄弟，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说?请你谈

谈个人的见解。  

26.请将《这片土地是神圣的》课文进行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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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课文提到了麋鹿、骏马、雄鹰等珍稀动物，你还知道哪些我国有哪些珍稀动

物呢？试着说说吧！   

---------西关小学六·二班  杜晓晴 

四、学生读、思、说之后的练写展台 

《草虫的村落》小练笔 

勤劳的蚂蚁！蚂蚁们正在干什么呢？原来他们正在运食物。运的是什么食物

呢？我的目光转移到了地上，原来是一些饼干屑。它们用前肢推着大过身体两三

倍的食物，可真辛苦。领头的那个蚂蚁嘴里喊着口号，面色严肃，好像什么也不

畏惧，真有当将领的风范。而后面的蚂蚁什么表示也没有，只默默地赶着路，生

怕赶不上其他蚂蚁的步伐。这时，一只蚂蚁不小心把食物掉了，不知滚到哪儿去

了。领头蚂蚁回过头来，发现这只蚂蚁正低头寻找着什么。后来，领头蚂蚁发现

了它手中没有饼干屑。于是慈祥地说：“掉了就掉了吧，不要太自责了，我们还

有一些呢，在走的时候不但要快速，而且要保证食物没有丢。”这只蚂蚁点了点

头，向领头蚂蚁笑了一笑，仿佛很是感激。他们行色匆匆的赶着路，终于将食物

运回了洞穴。       

                             西关小学六·二班  杜晓晴 

 

《穷人》续写 

“你瞧，他们在这里啦。”桑娜拉开了帐子。 

“哦，桑娜，原来你把他们抱来啦，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呢！”渔夫兴奋的说道。 

古老的钟又发哑的敲了 11下、12下······渔夫和桑娜也随着钟声安静的睡着

了。 

第二天早上，桑娜早早的起床，为渔夫和孩子们准备好早餐。她轻轻地打开

门，一股清新的海风扑面而来，随后跟来的是温暖的阳光，比昨晚那样恶劣的环

境要美好的多。渔夫换好衣服，看到天气如此温暖，便说道：“哦，桑娜，今天

天气可真好。”“是啊。”桑娜应到。 

“这不是西蒙阿姨家的两个小弟弟吗？”桑娜的大儿子疑惑的问道。随着大儿

子的话，其他的四个儿子都醒了，奇怪的看着熟睡中的两个婴儿。“哦，孩子们，

你们醒了，你们的西蒙阿姨病死了，我们总不能看着她的孩子活活饿死吧。”桑

娜温柔的说道。他们的小女儿又问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吃都吃不饱，

再收养这两个小弟弟，岂不是雪上加霜了吗？”“孩子们，我们……我们总能熬过

去的，因为时间会冲刷一切。”渔夫说，“我去打鱼了，你们慢慢吃饭吧。”“嗯，

祝你好运。”桑娜对渔夫说。 

当火红色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的时候，渔夫回来了，他猛地推开门，兴奋地

对桑娜说：“看，桑娜,满满一筐鱼!”桑娜跑过去一看，高兴极了，说：“这么多鱼，

我们今天晚上可以饱餐一顿啦！”孩子们看了也在一旁欢呼，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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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很快六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桑娜和渔夫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了当地有名的富人。他们本可以用钱来装饰

一下他们破旧的小屋，但是他们没有，反而把一些钱分给了当地的穷人。 

就这样，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并且与他们的七个孩子生活得非常幸福。                       

西关小学六·二班  张传政 

 

《怀念母亲》小练笔 

在读了《怀念母亲》这篇文章后，我也来到了德国，也体会到了“每逢佳节

倍思亲”的滋味。在德国的第三天，便是我国的中秋团圆节了，可我却不能和家

人相见，因此，我感到十分伤感，在那天夜里，我惆怅地趴在窗前，思念着我的

祖国，我的家乡，我的亲人，我的朋友。这时，我真想大喊，“啊！祖国，您雄

伟的长城，美丽的山河，多么令人惊叹。”自从我离开您，您日夜在我心里、梦

里、眼里。我是多么思念您呀！我何时才能再次见到您呢？再次投入您的怀抱呢？

这时，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母亲。不禁伤心的流下了眼泪，此时此刻，我真想

对他们说：“爸妈，你们在中国好吗？我很想念您们。想您们平时忙碌的身影。

想您们在我即将出发时的慈爱神情和温柔的话语。想您们在我走后那不舍的眼神

和分离的痛楚！”您们好吗？思念已开始何时才能相见呢?我继续望着窗外，思念

的泪水不断地往下流呀流……                      

西关小学六·二班  侯钰 

 

《山中访友》小练笔 

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而我喜欢的是下雪美丽的景色。

冬天，大雪纷飞，人们好像来到了一个优雅恬静的境界，雪花的轻盈，白色耀眼，

给人们一直凉爽的抚慰。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我的心灵也在净化，

变得纯洁而美好。而这时，雪花好像有千丝万缕的情绪似得，越下越大，像海水

一样汹涌；像一个个着急为国家做出贡献然后冲上战场的战士；又像下雨时人们

着急收衣服冲进家门的情景。而雪花又是优雅的，像一位姑娘，害羞地打着伞，

向人们打招呼，雪花也是调皮的，好似一个个小子在操场踢足球的情景，一切都

是静谧的，一切都是祥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慢慢的，雪停了，大地好像盖上

了一张巨大的白色羊毛毯，周围静悄悄的，仿佛这世界睡着了，我轻轻的拍拍她，

踮起脚尖，缓缓地走回家，回想着那美好的时刻……               

西关小学六·二班  张明珠 

 

23 年的语文教学生涯中，深感我们语文教师的疲惫不堪，因此，经常琢磨

如何能引导孩子们自己高质量地会学乐思，这样便可“解放”自己。运用这套教学

模式以来，时时被孩子们的热情所感染，他们会系统地自学了且能学得较以往扎

实具体，我在课堂中只需引导与点拨，教学轻松了许多。适逢朋友劝诫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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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纪该沉淀总结自己了”，于是有了记录教学点滴的念头。在此，分享一

下所得所感，望能得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附：[人教版课标本语文第十一册课文] 

15.这篇土地是神圣的 

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这片土地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 

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根闪闪发光的松

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那浓密丛林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

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都是圣洁的。 

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青草、绿叶、花朵是我们的

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树汁流经树干，就像血液流经我们的血

管一样。我们和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共同属于一个家园。 

溪流河川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也是我们祖先的血液。那清澈湖水中的

每一个倒影，反映了我们的经历和记忆；那潺潺的流水声，回荡着我们祖辈的亲

切呼唤。河水为我们解除干渴，滋润我们的心田，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河水运

载我们的木舟，木舟在永流不息的河水上穿行，木舟上满载着我们的希望。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河水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应该像善待自己的兄弟那样，善待我

们的河水。 

印第安人喜爱雨后清风的气息，喜爱它拂过水面的声音，喜爱风中飘来的松

脂的幽香。空气对我们来说也是宝贵的，因为一切生命都需要它。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空气与它滋养的生命是一体的，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

的最后一声叹息。同样，空气也会给我们的子孙和所有的生物以生命。你们要照

管好它，使你们也能够品尝风经过草地后的甜美味道。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如果所有的动

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也会降临到人类身上。 

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祖先的遗灰，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

命。像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样，告诉你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

临在大地上的事，终究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 

  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初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你们要像我

们一样热爱它，照管它。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献出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大

地。 

我们深知：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