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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童年充满诗意
———儿童诗走进低年段语文的探索

潘菲菲
(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镇白洋小学，浙江绍兴，312000)

［摘 要］儿童诗在一、二年级的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教师可通过课内、课外两手抓，巧

用“课中课”，专设“晨读课”的方式引领学生走进诗歌的大门。通过模仿起步，改编诗歌; 学习技巧，续写

诗歌; 走进大自然，走进生活，寻找创作的灵感的方式带领学生创作诗歌。另外，要对学生进行合理的评

价，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
［关键词］小学低年段; 语文; 儿童诗; 朗读; 创作
［中图分类号］G623．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3712( 2015) 30 － 0089 － 02

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 年版) 》要
求:“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
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一、二年级开展诗歌教学，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创造力，同时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教师课堂引领，打开诗歌大门
( 一) 课内、课外两手抓
一年级时，每个学生人手一本《日有所诵》，笔

者利用《日有所诵》引领学生叩开诗歌的大门。笔
者每天都在小黑板上摘抄一则《日有所诵》，让学
生利用晨诵课、语文课前读一读、诵一诵。低年段
学生的记忆力极佳，反复诵读几次后，大多数学生
都能当天背诵。

为了培养学生对诗歌的兴趣，笔者在班级内组
织学生开展朗诵比赛、擂台赛等。通过各种比赛，

学生对诗歌朗诵的兴趣浓厚了，了解也更深了。课
后，家长可以与学生一起阅读，给学生营造一个充
满诗意的朗读环境。

( 二) 巧用“课中课”
笔者充分利用低年段课文的特点创造或搜集

简短的诗歌，在课堂中开展读诗、品诗活动。这让
学生在课堂中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受到诗歌的熏
陶，能让诗歌慢慢进入学生的心里。这样的教学安
排学生 很 是 喜 欢。如《玩 具 柜 台 前 的 孩 子》这
一课:

师: 同学们，读着学着，这个男孩的举动深深地

感动着我们，刚才你们有那么多的话要对这个小男

孩说，让我们把这一份份祝福、一份份关爱都融入

这首小诗里吧! ( 师有感情朗诵《写给玩具柜台前

的孩子》) 你的目光 /像晶莹的露珠 /你的心灵 /像
芬芳的鲜花 /男孩 /让我们一起开始梦的旅程 /请不

要拒绝 /梦中那一辆辆飞跑的汽车 /那是我们爱的

祝福。
( 三) 专设“晨读课”
除了大量阅读各种诗歌，我们还应该教给学生

各种写作方法。笔者将每周一、三的早自修定为诗
歌晨读课，为学生提供相对集中的学习时空。笔者
通过问题引导让学生去品味诗歌的情境和写法，让
学生通过听、读、理解、感悟和比较掌握儿童诗的写
作技巧。

二、循序渐进，尝试创作诗歌
当学生有了一定的阅读量、对诗歌有了一定的

热情后，就需要引导学生创作诗歌。
( 一) 模仿起步，改编诗歌
改编诗歌对低年段学生来说是一种创作。在

学习完彦冰的儿童诗《游戏》后，学生个个“义愤填
膺”，都为校长“打抱不平”。这时，笔者引导学生
模仿这首诗，动手改一改:“小妹妹，我们来游戏。
姐姐 当 老 师，你 当 学 生。”/“姐 姐，那 么，大 哥 哥

呢?”/“大哥哥长大了，他什么都会做。我看———
让他当校长算了。”

( 二) 学习技巧，续写诗歌
教师在诗歌的选择上，可适当选择有一定技巧

的诗歌，让孩子有想象的空间。适当降低难度，可
以增强学生创作的积极性。在《假如我有一支马良
的神笔》这节课上，笔者让学生照着课文的结构写，

学生个个兴致高昂，一首首诗歌跃然纸上，如其中
有一位学生这样写道: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地震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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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画一所漂亮的学校。
让他们像我一样，在明亮的教室学习。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隔壁的老奶

奶，画一双明亮的眼睛。
让她走出黑暗，看到明亮的世界。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无家可归的

小鸟，画上很多鸟巢。
让它们在温暖的家里，快乐地过冬。
( 三) 走进大自然，走进生活，寻找创作的灵感
万物皆有灵。春天来了，学生可以奔向操场，

奔向公园，奔向森林，用眼睛、心灵去寻找春天的
美。在一阵阵兴奋过后，学生的灵感随之而来，其
中一个学生的《春天》这样写道: 春天像个害羞的

小姑娘 /遮遮掩掩 /躲躲藏藏 /你瞧 /她藏在柳树嫩

嫩的小芽上 /她藏在桃花红红的花蕊里 /她藏在小

草绿绿的脑袋上 /她藏在孩子们甜甜的笑声中。
为了让学生诗意地栖居，笔者经常带着学生走

进大自然，让他们静静地倾听、轻轻地抚摸、细细地
观察、深深地感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一首好诗要联系生活，联系实际，否则就没
有生命。比如，一位学生以星期日全家起床为情境
写下了一首小诗《笑》，极富生活情趣: 早晨 /我起

床了 /姐姐起床了 /妈妈起床了 /爸爸起床了 /我笑

了笑 /姐姐笑了笑 /妈妈笑了笑 /爸爸笑了笑 /这就

是幸福 /这就是温馨!

那多温馨、美好的小诗啊! 特级教师王崧舟老

师说过:“儿童是诗，诗是儿童。”学生写下的都是
自己美好的心理体验。

三、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教师和家长的评价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一个

不起眼的字眼就可能影响他的情绪和行为。因此，

在儿童诗阅读与创作中，教师要采用多元化的评价
激发学生的阅读、写作兴趣。

( 一) 颁发诗人晋级卡和资格证
为了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和灵感，笔者设计了

阅读晋级卡和小诗人资格证，凡是能够正确流利背
诵 30 首儿童诗的学生就能拿到一张阅读晋级卡，

以此类推，上不封顶，并给表现积极的学生颁发小
诗人资格证。此两项举动备受学生“追捧”，班里
曾一度掀起读诗、写诗热。

( 二) 利用网络上传学生作品
笔者定期把学生的儿童诗作品上传到班级 QQ

群及班级博客内，让家长及时看到他们的习作，共
享成功的喜悦; 还将优秀儿童诗粘贴在班级文化墙
上，供学生阅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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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表面，审美感知力不强，

因此，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在想象中体会
文章的美感。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应当充分发掘教
材的特点，为学生创造一些较为熟悉的情境，让学
生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展开想象，如此便能够提高
学生的审美感知力。如在教学《望庐山瀑布》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站在屏幕前，让学生对着画面、听
着音乐展开想象，此时学生就能够体会到大自然的
美，从而对祖国的山河产生敬意，更加热爱祖国。

四、引导学生品味美文，使学生产生审美联想
在语文教学中，事物的美都是作家创造出来

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多数文章都是白话文，不仅
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优美，这符合儿童的阅读特点。
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仔细品味这些文章，

如此便能够累积语言，使学生得到美的熏陶。汉语
的美体现在语音和谐、抑扬顿挫上，为了使学生体
会到语言文字的美，教师应带领学生反复品读课
文，细细品味。例如《二泉映月》一课，作者表现了
阿炳的艺术才华与理想，以及敢于与不幸做抗争的
精神。在引导学生体会琴声内涵时，应避免进行机
械的分析，要让学生投入情感，让其在朗读的过程

中了解阿炳的内心。此外，还要引导学生体会文章
用词的准确性，理解词语的深刻内涵。如在教学
《鸟的天堂》一课时，作者写道“那么多的绿叶……
这美丽的南国的树”，教师可让学生仔细品味词语，

从中领悟“堆”字的精妙。通过品味这些精妙的词
语，学生就能够展开联想，深刻体会到文章的美。

综上所述，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应当结合教材，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通过各
种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审美热情，培养学生的审美
意识。在教学中，教师应当深入发掘教材的特点，

创设合理的情境，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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