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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era, with new curriculum reform constantly deepening, and teachers enhanc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urriculum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 use frequency of multimedia, curriculum resources such as video, images, etc., have become the norm. At the same time,
the use of Chinese curriculum resources is faced with some problems. There are three big questions: Unreasonable content planning, casual form, little effect on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use Chinese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proposes the concrete
strategy,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so that they can fully and effectively use curriculum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classroom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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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时代大背景下，新课改理念不断深入，教师使用课程资源的意识不断增强，尤其是使用多媒体频
率加大，影像、图片等课程资源使用已成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语文课堂课程资源使用也面临着一些
问题，存在着内容筹划不合理、形式呈现随意、学生收效甚微三大问题。本文针对如何有效运用语文课
堂课程资源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主要从教师角度提出具体对策，从而能够充分、有效利用课程资源，
提高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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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时期。在此背
景下，学校的教育信息化步伐也越来越快，教师使用课程资源意识也不断增强，尤其是使用多媒体频率
加大，影像、图片等课程资源使用已成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从小学到高中的基础教育语文课堂课程
资源使用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存在着内容筹划不合理、形式呈现随意、学生收效甚微三大问题。本文针
对基础教育如何有效运用语文课堂课程资源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主要从教师角度提出具体对策，从
而能够充分、有效利用课程资源，提高课堂效率。

2. 基础教育语文课程资源课堂使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对于基础教育语文课程资源，《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
习资源，例如：教科书、教学挂图、工具书、其他图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演
讲会、辩论会、研讨会、戏剧表演，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布告栏、报廊、各种标牌广告，
等等。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和地方的重要事件，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
语文课程的资源。”[1]在当前的大背景下，课程资源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但在现今的语文课堂上，
课程资源使用问题层出，主要有以下三大问题：

2.1. 内容筹划不当
2.1.1. 选择随意
基础教育语文课程资源内容选择随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教师选取课程资源的内容与当堂教
学文本联系小，不立足文本，与完成教学目标的目的无任何作用，不注重实效。其二教师选取课程资源
的内容太深奥甚至脱离语文课本过度深挖教材以外的内容，与学生实际需求无关，不适合学情。课程资
源没有起到帮助学生释疑解惑的作用，也没有实现深化文本主题的目的，这就导致课程资源使用的有效
性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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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引用过度
现在部分语文课堂从表面上看课堂内容十分充实，有视频、音乐、图片等各种课程资源，解读易读
内容采取多种方式，华而不实。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一味地以课程资源的数量取胜，“为用资源而用资源
的”现象严重，造成资源滥用。大量的课程资源使教师在教学中感到课时紧张、任务重，教师往往加快
节奏，学生则完全处与被动地位，这完全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灌输教学的另一种新式“灌输式”课堂。同
时增加大量的课程资源势必减少学生的阅读时间，增加学生课堂的任务却没有达到深入理解文本内容，
提高语文素养的目的，犹如“画蛇添足”。

2.2. 形式呈现随意
2.2.1. 呈现手段随意
在课堂上主要有多媒体(图片、视频、音频等)、纸质文本、教师手写或朗读、实物这四种主要呈现手
段。在信息时代，多媒体与教育关系密切，在语文课堂中教材是教师最直接的课程资源，多数教师却认
为多媒体是重要教育资源之一。教师不是选择最合适、最佳的呈现手段解释文意，而是选用最炫酷的方
式。例如：导入时采用视频的方式，仅仅起到激发情趣的作用再无其他作用，但多数青年教师仍然偏重
影视资源导入。
2.2.2. 呈现时机随意
俗话说“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在本文中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引入合适的课程资源。但现今的
语文课堂引入课程资源切入时间随意，在解疑答惑时，课程资源切入时间不灵活。教师对于插入课程资
源不应该掌握一个大概的时间，而是应该具有在某个知识点讲解时引入课程资源的意识，但真实情况是
教师并未树立这样的观念。
2.2.3. 呈现时间不当
语文课堂时间是固定的，一般为 40 分钟或 45 分钟。课堂时间具体分到引入、讲解课程资源的时间
便少之又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有效地利用课程资源，对于老师来说是较大的挑战。
2.2.4. 呈现方式单一
当下课堂课程资源呈现方式较单一，内容之间缺少交互，往往单独呈现某一部分资源，学生看一看、
读一读便可以了，缺少分析。例如：课末拓展延伸部分，教师引入课程资源往往采取一种拓展式呈现，
很少考虑与其他的呈现方式并用。

2.3. 学生收效甚微
在课堂上使用的课程资源数量大，种类多，教师对于学生的要求仅仅是了解信息，但学生缺乏方法，
抓不住关键信息，特别是相较于文本资源，视频、图片等资源学生仅仅只是匆匆的观看，相较留下深刻
的印象，学生留下的更多的是感官上的刺激。往往一堂课结束，学生还不知道学习的目标、课堂的重点
是什么。

3. 基础教育语文课程资源课堂使用问题的原因
对语文课程资源课堂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可从教师、学生和课程资源三个角度进行原因浅析：

3.1. 从教师角度考虑
教师自身能力不够、心态未转变、教学目标不明确、未充分关注学情等原因都会影响课堂上课程资
源使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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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教师自身能力不够
信息时代互联网急速发展，计算机、翼校通等现代设备基本普及。在这种背景下，供教师选择的课
程资源太丰富，教师更是难以辨别和取舍。特别是教师的知识素养影响课程资源引用的质量，关乎课程
资源讲解的效果。这也给教师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史学
修养等综合修养，而且还要做一个细心的生活观察者，同时也应该与时俱进，精通计算机的使用。但现
实情况是部分教师自身知识欠缺，与新知识的脱节，综合素养没有提高。
3.1.2. 教师心态未转变
在网络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新课改理念要求改变以往的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多开发和利用课程资
源。部分教师矫枉过正，课堂只是各种资源的大量堆砌，对于找到的各种资源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对
课程资源进行再加工。比如重视多媒体的使用，轻视文字资源使用。文字资源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教学资
源，部分教师走入极端，少用或不用文字资源，而更多采取视频、图片等非文字资源料来辅助教学，认
为这些课程资源能够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课堂更加的活跃，甚至在有必要需要文字资源解疑答惑时，
仍然用其他课程资源代替。相较于文字资源少用不用的心态，对于多媒体的使用教师却抱着不怕滥用，
就怕不用的心理，在网上照搬课件，机械模仿，盲目使用。教师不知自己讲什么，学生不知自己在学什么。
3.1.3. 教学目标不明确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航行灯。教师如果教学目标不明确，使用大量课程资源往往会在课堂上取得
适得其反的作用。课程资源多而不精，容易使课堂偏离教学目标，导致压缩课堂解读文本的时间,最后留
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也被挤压。
3.1.4. 未充分关注学情
《语文课程标准》写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性差
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1]课程资源使用要考虑学习者的学情，要重视从学生自己的情感体验、生活
实践中去感悟。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却设置同一个教学目标来衡量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违背了“因材
施教”的教学原则。同一个课程资源在不同学生眼里有着不同的关注点、理解度，教师仅仅局限于标准
答案是不理智，一个标准完全将学生“一刀切”，结果只有将学生分为两类：好与坏。

3.2. 从学生角度考虑
3.2.1. 学生阅读方法欠缺
学生是阅读者中的新手，初中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但是还没有掌握完备的阅读技巧，还需要
在教师的指点下不断提高阅读的能力，特别是掌握阅读各种课程资源的方法。初中生无目的无方法的阅
读，极易产生倦怠心理。
3.2.2. 学生特点多元化
初中生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个性化突出。他们兴趣广泛、思想活跃，但在思维发展上存
在片面性和表面性。由于他们在认识能力、生活经验、方法技巧上的局限性，不能全面、辩证地分析课
程资源。

3.3. 从课程资源角度考虑
语文课程资源数量浩如烟海，内容十分丰富。语文是一门与生活、文化密切相关的课程，在语文课
堂上运用课程资源的机会很多。在具体使用课程资源时，教师不仅要考虑课程资源内容本身，还有考虑

156

王琴，李先锋

课程资源的分类。

4. 基础教育语文课程资源课堂使用问题具体对策
通过上文的相关分析可知，对于基础教育语文课堂教学中课程资源的使用问题可从以下着手解决：

4.1. 认真选定课程资源
“慧心鉴真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同样需要老师敏锐，慧眼识珠，慧心鉴真关注生活，做生活中的有
心人，发现生活中的宝藏，排除生活中的糟粕，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见微知著。”[2]教师应该冷静的
思考，秉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辨别良莠，联系生活，以开放的眼光来谨慎选取课
程资源并将其整合在适当的教学之中。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师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实现课程资源的
合理使用。
4.1.1. 为课程资源定向
课程资源使用应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例如：视频、音乐不能“文不对题”，更不能滥用。在联系教
学内容前提下，按照素材的内容与特点精心选择，确定各种不同呈现方式能够达到怎样不同的学习目标。
在决定使用课程资源前，教师应该确定课程资源在课堂什么时间段用，用在讲解那个内容方面。如果有
必要，教师可以先出示教学目标让学生明确学习的方向，避免让学生盲目读、看。
4.1.2. 充分关注学情
教师选择和使用课程资源应当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关注学生的学习状况，除此之外教师要对学生
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等情况有相应的了解。从而恰当的选取、适当的补充课程资源让其充分联系知识
点与学生的实际和生活。
4.1.3. 以教学目标为中心
教材是最直接、最主要的课程资源。“教学资源是为课堂教学服务的，选用什么样的资源，首先要
依据每节课的教学目标来进行。”[3]因此如何有效的发挥课程资源的作用，教师要根据当堂课的教学目
标来选择，而教材是确定教学目标的基础，应防止“远离文本进行过度发挥”。课程资源内容要有针对性、
目的性。一篇文章确定教学目标，通常可以从作者情感态度价值观、主题、手法、语言等几个角度入手，
因此就可以从这些方面下手寻找相应的课程资源。
4.1.4. 引用课程资源适度
课程资源不是课堂的一种装饰、点缀，而是为学生更好地明白文本内涵和延伸拓展服务的，更多起
到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在用好教科书、落实教材基本要求的 基础上，可以适度、适当地引进相
关课程资源。”[4]课程资源课容量不易过大，不应该喧宾夺主，更不应该为了展示更多的课改理念，导
致知识学习落不到实处。

4.2. 不断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
教师在选择、引用和解说课程资源方面是主导者，教师应深入思考将课程资源与教材相结合，最后
内化乃至在课堂上可以灵活运用。这就要求语文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语文专业知识，还要具有优良的知
识素养，并不断更新本身的知识储备，只有沉重的积淀才能在课堂上以不变应万变，才能在教学时驾轻
就熟。教师还应该提高辨认和筛选课程资源的能力，不断与时俱进，提高创新力。对于已经选用的课程
资源，教师要进行再次思考、再创造。教师积极吸纳新的教育理念，探寻课改建设新思路，树立一生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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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观念，避免低效反复，盲目从网上照搬。

4.3. 善于抓住时机
根据课堂教学设计占用的时间段，课程资源主要有三种切入时间段：导入、课中重难点、结课。
4.3.1. 重视导入
在正式进入课文之前使用课程资源一般是为了创设一种情境，吸引学生的眼球，激发学生的兴趣，
将学生的精神聚焦点从课间引导到课上。这部分的课程资源目的性应较强、重点突出，能够让学生很快
进入课堂，但时间不应该过长。导入选用的课程资源主要选取的应该是与本节课内容相关或与作者相关
的课程资源，教师可适当设置一些悬念引起学生地学习兴趣。
4.3.2. 重视重难点
在课中使用语文课程资源，一般为了帮助学生释疑解惑，理解文章难点重点。这部分内容课堂上占
据时间较多，这不仅是教材中的重点难点，更是课堂中的重点难点，可以创造性的使用各种有效课程资
源去攻克重难点。
4.3.3. 重视结课
结课时使用课程资源，一般是为了深化文章主旨的理解，升华情感，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联系生
活实践让学生更加的接地气。这部分选取的课程资源一般与知识技能目标无过多的关联，更多的是情感
态度价值观这一目标的落实，所以注重对学生情感的熏陶。因此这部分课程资源通常采用介绍与文本的
相关故事、名言介绍等课程资源。

4.4. 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质疑
语文教师要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适当设置一些环节让学生质疑，检测学生是否对使用的课程资源
有妥当的认知。课程资源应起到对文中模糊点或者说“空白”进行解答的作用。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将课
文与课程资源相结合发现更多的空白，提出新的问题。学生逐渐学会自觉学习，学会主动对课程资源提
问。这样就会在课上逐步建立一种提出问题–回答问题–提出新问题的问题循环模式。

4.5. 加强学习方法指导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从海量信息中识别、发现有用的
课程资源已经成为学习、工作、娱乐的普遍性需求。新课改重视学生的阅读，但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教
师不可能用大量的时间让学生阅读，指导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
4.5.1. 让学生学会提问答题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如果学生自己主动去发现问题，学习的主动性、兴趣性提高，自然而然他们自
己就学会享受阅读的过程，这样才不会产生越读越疲倦的感觉。笔者认为如果要提出问题首先要读懂、
理解文本，然后找出其中难点，最高层次便是能找出文中的“空白”，最后提出自己思考的问题。
4.5.2. 让学生适当圈点批注
在语文课本单元目标中提出学生在阅读中学会圈点批注。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最淡的
墨水胜过最强的记忆”，全说的是边阅读边圈点批注的好处。如果在使用纸质资源时让学生边看边圈点
甚至可以要求学生做一些适当的批注，这样学生不仅可以集中注意力，也可以收集更多的信息。另外使
用多媒体时，学生可记下关键词，写下印象最深的句子或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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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灵活采取呈现方式
灵活采取呈现方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充分考虑学情的基础上，教师可将“比较”式、“穿
插”式、“拓展”式等等呈现方式灵活使用，合理利用，使教学效果最优化。例如：在上《老王》这一
课时，初中学生对文革时期人民的生活状态不是很了解，特别是现在经济发展快，学生完全不能体会文
革时期人们生存的艰难，所以对于老王“活命”生存状态不能理解和当时杨绛先生对老王的关心与愧怍
是如此难能可贵。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如果恰当的穿插文本资源，让学生了解当时文革背景与杨绛家庭
的状况，这样学生对于文本的解读更加深刻。

4.7. 合理利用多媒体与网络技术
信息时代现代设备不断发展、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不断进步，新课程理念深入人心，
在这种大背景下多媒体教学突显出不同于传统教学的活力。互联网上有与语文课程相关的丰富多彩、不
可缺失的资源。此过程中笔者认为广大教师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多媒体是一种教育技术，一种传播媒
介，它是服务于教学活动的”[5]。教师要遵照学生的认知过程，明确课程资源与教学活动的最佳结合点，
寻找合适的时机呈现给学生，这是利用多媒体技术的关键。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对语文课堂课程资源使用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分析，从教师、学生、课程资源
三个角度思考原因，由此提出课堂课程资源使用具体对策，从而提高语文课程资源课堂使用的效率和质
量。新课改理念下课程资源早已进入了课堂，并且在今后教学过程中将会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将会对
教师运用课程资源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广大教师努力钻研，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与
改进使用课程资源的方式方法，语文课程资源课堂使用的有效性一定可以再登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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