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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想要做到“整本书阅读”的“真阅读”“深阅读”，就要做好三种课型: 指导课、交流课和探

讨课。指导课包括激发兴趣、引领方向、制订阅读方案和计划、阅读的通法传授和专法点拨等内容，以

问题卡督促学生课下的阅读并帮助其梳理思路。交流课重在通过了解学生对教师精心设计的问题的思索

和回答引领其完成梳理情节、把握人物的任务，检测学生是否进行了 “真阅读”，旨在评估学生的阅读

效益并使其持续保持阅读的热情。师生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诊断问题，以教师的问题促进学生的问题的

生成，同时促进学生的思考。探讨课通过思辨式阅读进行思维的训练，重在探讨剖析学生在阅读过程中

产生的问题，目的是合作探究、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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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整本书阅读”是语文教育界关注的热

点，但由于其讲究整体性，与历来的课文教学有

很大的不同，阅读量又大，费时费力，因此实施

的现状并不乐观。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

课业负担重，读书时间少，学生的整本书阅读缺

乏计划性，缺少科学的指导和安排，阅读有效性

低。有的学校虽然开展 “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活

动，但只是在有热情劲的时候提出读书口号，布

置给学生读整本书的任务，而之后就不再落实，

学生究竟有没有读、读得怎么样，都是个问号。
教师忙于教育教学工作，很难抽出时间去深入研

究整本书阅读，也就没有有效可行的课型范例指

导教学。
笔者经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按照 “整本

书阅读”教学实践的阶段顺序探究出三种课型，

首先是基础性质的 “整本书阅读”指导课，旨在

为学生的整本书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把学生后

面的阅读之路铺平垫稳。其次是重点检测学生是

否进行“真阅读”的交流课，由于当前中学生生

于网络盛行的时代，阅读的媒介众多，浏览的时

候大多是囫囵吞枣的伪阅读，并不能算作是真正

的阅读，这就使 “真阅读”显得尤为重要。如果

学生没有真真正正地阅读，只是纯消遣娱乐式的

阅读肯定是做不到深入的。最后是促使学生进行

“深阅读”的探讨课，所谓的 “深阅读”必须建

立在学生的 “真阅读”上。指导课目的就是要实

现与文本、作者、教师、同伴的对话交流，在交

流中进行思维的碰撞，这样才能做到理解性阅读、
探究性阅读，甚至批判性阅读，促进学生对作品

深入的理解，提高学生思维的深度和高度。

一、“整本书阅读”的指导课

对于学生而言，一下从单篇文本、短幅文本

到整本书肯定会无所适从，这就需要教师在 “整

本书阅读”的指导课上进行循序渐进的指导，有

针对性地引领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这一课型包

括激发兴趣、引领方向、制订阅读方案和计划、
阅读的通法传授和专法点拨等内容，还可以将为

学生阅读所设计的问题卡展示给学生，以便督促

学生课下的阅读并帮助其梳理思路。教师可根据

具体的阅读书目来选取其中需要设计的教学内容，

不必面面俱到，但一定要具体有实效。这一课型

的教学目标表现在四个方面。
( 一)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以好书推荐为旨

作为 “整本书阅读”教学的起始课，教师可

以设计好书推荐环节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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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本书阅读教学的第一个阶段，即是要发挥教

师的介绍推荐作用，通过教师对作品的介绍，激

发学生阅读的兴趣。以 《老人与海》为例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通过具有 “海洋”这

一相同意象的文学经典 《鲁滨逊漂流记》进行导

入，鲁滨逊凭借一人、一座孤岛成功地熬过了漫

长的 28 年; 而在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笔下有这

样一位老人，他与大海的较量远少于鲁滨逊的 28
年之久，他面对的也仅仅是他竭力想捕获的大海

中一条比他的船还要长 2 英尺的大马林鱼，老人

与鱼将会经历一番怎样的搏斗呢? 老人与这条大

鱼胜负如何?

( 二) 指导学生的阅读方向: 以引导纠偏为主

在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离不开教师的干

预，否则学生将会读得浅显随意，纯为娱乐消遣，

就是“伪阅读”“浅阅读”，但不当的干预又会影

响学生自己对作品的感知。因此，作为教师要进

行适当的干预，把握好度，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干

预变成学生感知文本的障碍。“一千个读者就会有

一千个哈姆莱特”，更何况现在有各种观念、资

源、网络信息对中学生的干扰，对于同一作品学

生定会产生五花八门的理解。因此，需要教师及

时纠偏，可采用关键词的点拨、主问题的引领等

方法。
第一，关键词的点拨。在阅读整本书的过程

中，适当给予学生关键词的点拨，可以实现教师

对学生认识与理解作品的宏观指导，还可以将学

生的思想引领到一定高度上，让其能进行高质量

的整本书阅读。海明威在他的小说 《午后之死》
中提到“冰山原则”——— “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

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

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

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

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

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一个作家因为

不了解而 省 略 某 些 东 西，他 的 作 品 只 会 出 现 漏

洞。”［1］教师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对八分之一的作品

的阅读而挖掘出剩余八分之七的价值内涵中对学

生有教育价值的存在。因此，基于文本内涵与教

学价值的考虑，我们提炼出理解 《老人与海》的

关键词: 生命英雄主义的热烈、悲凉与平和; 人

性的温情与自然的冷酷。
第二，主问题的引领。作为教师应教会学生

如何去提纲挈领，尤其在整本书阅读中要实现让

学生快速拎清作品的纲领，设计主问题去引导学

生的阅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像是给予探索道

路的学生一张地图一样。“问题的设置依赖于教师

的深度阅读与思考，取决于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文

本价值观。”［2］这些问题要具有生发性、整合性、
启迪性。如 《老人与海》中提出三个问题: 一是

人的失败该如何衡量，老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二是鱼是老人的敌人吗; 三是有什么力量支撑着

老人第 84 天依旧出海? 为解决每一个主问题，我

们又设置若干子问题，如上述第二个问题: 为什

么老人始终不放弃与鱼的斗争; 在捕获大马林鱼

后为什么会出现鲨鱼; 为什么老人杀鱼时会产生

矛盾心理; 为什么老人最后有“被打垮反而轻松”
的感觉?

( 三) 传授学生科学恰当的阅读方法

多读固然重要，但关键是学生要学会怎么读，

更重要的是针对不同的作家作品应该采用何种恰

当科学的阅读方法，即一书用一法，而不是千篇

一律，不懂因地制宜。学生想要通过 “整本书阅

读”有所收获，就要知道面对自己选取的这个作

品怎样读更好。因此，教师要重视多种阅读方法

的传授，但要注意适当点拨，重点是要让学生自

己通过具体的实践尝试来比较、揣摩、归纳、体

会，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学会如何使用这些阅读方

法。下面就选取读书笔记、思维导图和问题带读

三种读书方法作简单介绍。
第一，读书笔记。古人云: 不动笔墨不看书。

在阅读时，学生可以随时把阅读时的心得、感悟、
发现、问题等写下。如在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第一章时，保尔的圣经课总是得满分，背书

背得滚瓜烂熟，但最终保尔与神甫势不两立，这

是为什么? 学生在阅读时可将心中的问题写出。
神甫面对保尔的质疑而选择体罚保尔，保尔选择

把一撮烟末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团里。读

到此，学生会感受到面对如此粗暴的老师，保尔

的报复似乎情有可原。学生在阅读时，便可将这

些感受写下。普罗霍尔因保尔未关水龙头导致水

溢满房间而打保尔，文中这样写 “雨点般的拳头

立刻落在保尔头上……”，在这里即是运用比喻的

修辞，表现出普罗霍尔的心狠手辣、毫不留情。
这种分析对学生整体的把握理解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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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思维导图。列思维导图能让学生更好

地把握全书概貌，将厚书读薄，进行综合分析、
深度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思维导图是帮助学生

阅读和掌握文章脉络的好助手，但不是用了思维

导图就一定可以理清思路结构，还需要观察检测

学生读书的过程及阅读后的感悟，督促学生在阅

读过程中不断完善其思维导图，这样才可以促进

其对作品的理解层层深入，提高阅读能力。
第三，问题带读。高质量的阅读必须伴随着

积极的思考，因此以问题切入作品为学生领读，

以解决问题来启发学生的思维，推动学生的理解

和思考，这就可以实现学生对整本书的高质量阅

读。“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关键点便是问题设计。
在确立这些主问题之前要对于作品内容进行精心

的筛选整合。学生带着这些问题阅读时才会更有

方向，从而使阅读更具针对性，避免出现 “伪阅

读”的情况。

( 四) 确立科学合理的阅读方案

第一，群文式阅读。群文阅读的 “群”有多

个维度，可以点带面促进阅读，如同一作品的群

文阅读，学习《再塑生命的人》一文时让学生阅

读其全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同一作者的群文

阅读，如学习朱自清的 《春》时可推荐 《朱自清

散文集》，让学生感知朱自清写景散文的不同风

格; 也有同 一 主 题 的 阅 读，如 《老 人 与 海》与

《鲁滨逊漂流记》都是讲述人与自然斗争的主题。
第二，混合式阅读。“整本书阅读”教学可以

将不同的学习方式、检测方法和阅读空间搭配混

合使用。首先，可采用课内外相结合的教学。“整

本书阅读”作为语文课程教学的一部分，既可以

在课堂上静静地阅读，也可以在课下争论着阅读;

既可以在课堂上认真地讨论，又可以在课下静静

地书写。同时，要注重课外的监督和引领。其次，

“整本书阅读”教学需采用精读、泛读混合的方

式，具体要根据所阅读书目的内容需要而定。在

整个阅读过程中，精读与泛读交替转换，更有助

于学生深入理解把握作品内涵。最后，还可进行

阅读任务应试与非应试的混合，即可以在考试检

测中设置整本书阅读的问题，活学活用，检测学

生的阅读真实度和深浅度，还可以通过阅读过程

中的探讨、辩论、交流、评析进行学生阅读的过

程性评价，或者要求学生呈现出非应试性的文字

样式的阅读结果来反观学生的阅读有效性。学生

的阅读必有其价值，也需要有一定的价值呈现状

态，这就可以采用应试与非应试相混合，既不过

度干预，又能让学生意识到 “整本书阅读”的价

值，有利于保持教学的持续性，又给学生留下自

己的自主空间。

二、“真阅读”的交流课

交流课重在通过了解学生对教师精心设计的

问题的思索和回答，检测学生是否进行了 “真阅

读”，旨在评估学生的阅读效益并使学生持续保持

阅读的热情。学生在全书阅读与反复阅读的基础

上，通过教师所给出的关键主问题的引领完成梳

理情节、把握人物的任务。在这一课上进行问题

的解答反馈，师生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诊断问题，

以教师的问题促进学生问题的生成，同时促进学

生的思考，学生想要回答出问题，就必须实实在

在地进行“真阅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思路

也会慢 慢 打 开，获 得 阅 读 的 成 就 感 和 精 神 上 的

愉悦。

( 一) 问题的反馈与诊断

以《老人与海》一书为例，学生对教师提出

的“老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即是对教师所提问题的反馈。如一种观点是: 老

人没有成功。因为老人的战利品只剩下残骸，这

与其出海的初衷是相悖的，老人一无所获，故而

老人是失败的。从某种层面来说，老人有些固执，

若他在上船时带足装备，或者看到那只过大的鱼

量力而行，也许他最终会满载而归。另一种观点

认为老人成功了。老人虽然没有获得完整的大马

林鱼，但是其精神信念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坚定，

老人一次次向自己的限度挑战，这个过程本身就

是一种成功。恰若作者所言: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打败。老人在捕鱼这一过程中还收获了

人间的温情，小男孩诺曼林在老人回来后照顾老

人，还答应与老人一起出海。持有以上两种观点

的学生最后经过讨论趋于认为 “老人的失败是成

功的另一种体现”，在物质上，老人是失败的，因

为其捕获的大马林鱼被夺走了; 但在精神上，老

人是成功的，那最后剩下的鱼骨，也是老人顽强

不屈的精神的支柱。
但还有一种观点———老人无法以成功或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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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而论。其理由牵涉第三个问题 “鱼是老人的敌

人吗”，学生认为鱼就是另外一个老人，他们二者

都有顽强、坚毅、勇敢、坚强不屈的品质，有着

“硬汉”的风度，老人与鱼的斗争实质上是与自己

的斗争，书中也提到老人称鱼为自己的兄弟，他

们是命运共同体，鱼最后只剩下骨骼与老人最后

拖着骨骼回家是一致的。老人的历程就是面对生

活奋斗的历程，这一过程的意义远远大于结果。

( 二) 以问题促思考

是问题就会引发争议，有争论不是坏事，课

堂上越热闹越有效，因此教师不要急于给学生一

个论断，而是让学生去思考解决，不越俎代庖。
教师千万不要怕学生问题不断，要善于利用这些

问题去促进学生更加深入地思考。学生在上面问

题讨论结果的基础上，有学生仍然坚持老人的结

局有失败的成分，尽管海明威将这种失败描写得

很优雅，但这种失败的存在体现出老人是一个狂

妄自大者，是由于老人过分自我与过分英雄而导

致的。那么关于老人是否是一个狂妄自大者这一

问题又使阅读向更深层次发展。

三、“深阅读”的探讨课

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的书目大多选取文学经

典著作，这些作品承载的育人功能及丰厚的文化

内涵将会对学生的人生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但

是如果学生做不到真正的“深阅读”，就无法实现

对作品的透彻理解。因此，这一课型旨在促使学

生进行“深阅读”，内容重在探讨剖析学生在阅读

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目的是合作探究、深度交流。
“真阅读”打开了学生思维的大门，又经过与教

师、同学、文本甚至作者的对话交流与碰撞，更

加激发学生的深入思考。在这个阶段，学生将会

依据文本与自己的生活经验下意识地产生对作品

的疑问，这便开启了“深阅读”阶段的探讨之旅。
学生可以通过唇枪舌剑的辩论或是慷慨激昂的演

讲来展现自己的思想，也可以通过妙笔生花的文

字或者是观点鲜明的论文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任

何形式都可以。但无论是哪种形式，如果学生没

有真正的“深阅读”是无法实现的。

( 一) 思辨式阅读进行思维的训练

思辨式阅读可以培养学生拥有宏阔复杂的思

维方式。在读的过程中重视学生的自读和自悟，

在读完后注重收集整理学生在阅读中产生的疑问，

在交流中让学生互助合作答疑解惑，鼓励学生有

自己独特的见解，注重思维培养，提升学生的思

维品质。这样思辨式的阅读才能真正将作品读懂

读透，而不是浅尝辄止。
如学生在阅读 《老人与海》的过程中，提出

了如下问题: 为什么老人会多次梦见狮子，为什

么书名不叫 《老人与鱼》，大马林鱼、鲨鱼、大

海、狮子分别象征了什么， 《老人与海》与 《愚

公移山》中老人与愚公面对自然的斗争有什么差

异，老人的胜利是不是类似于阿 Q 的精神胜利法，

老人的英雄主义是其狂妄自大的体现吗? 学生的

问题既有对全书的宏观把握，又有对全书细节的

综合理解，亦有对比阅读的开阔思路。可将学生

的问题进行分类整合，大致归为两类: 一是意象

类，如前三个问题; 二是比较辨析类: 如后三个

问题。
( 二) 多样化活动推进思考的深入

师生可以围绕整本书多样化的活动来加深学

生思考的深度。阅读后期可以开展读整本书经验

交流、焦点问题探究访谈、重要章节评析、阅读

成果汇报等活动，学生可以写书评、做辩论、写

随笔，也可以通过做书签、写读书感受、专题报

告、创作论文等方式记录自己的思考。关于上述

学生提出《老人与海》与 《愚公移山》的对比，

让其以报告的形式呈现差异并开展进一步的交流

分享。
“整本书阅读”教学不靠热，而靠做，不是徒

有其表也不能盲目跟风。在实际教学中依据 “整

本书阅读”的课型进行教学，帮助学生进行探究

性的阅读，在探究的同时锻炼学生的思维，在阅

读中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思想，这

样学生的思维世界才能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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