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田县“国防教育暨征兵宣传进校园”
活动启动仪式在古田一中举行

2018年5月22日上午7点10分，2018年度县“国防教育暨征兵
宣传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古田一中大操场举行。启动仪式由
人武部部长韩存江主持，出席仪
式的领导有县委副书记叶崧、宣
传部长余榕梅、人武部政委徐
飞、教育局副局长雷鸣和县各中
学校长及我校师生。仪式由三项
议程组成：徐飞部署“国防教育
暨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叶崧
代表县委讲话和学生签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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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专家莅临我校视导高三迎考工作
2018年5月15日，省普教室主任郑云清带领省普教室九位学

科专家和市进修学院副院长陈坤其、市教育局中教科负责人龚
涛声、市进修学院教研室主任宋寿生等组成的调研视导团莅临
古田一中指导高三复习迎考工作。领导和专家们随堂听课，针对
课堂环节中存在的优缺点予以诊断评点，同时指出考前二十多
天努力的方向和注意的问题，为我县2018届高三学子最后的复
习冲刺做了切实的指导。

李晓霞调研古田一中高三复习迎考工作
2018年 4月 27日下午 4点，李晓霞副县长一行莅

临我校，在综合办公楼六层会议室与 2018届高三教师
座谈，调研高三复习迎考情况。李晓霞指出，在最后一
个多月要明确主攻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创造条
件帮助考生；要多与厦门福州名校教师加强信息沟通，
必要时可以请专家来指导，确保复习的有效性。李晓霞
表示，县领导正在创造条件提升高一生源质量，同时择
机拟派我校优秀教师到清华附中跟岗学习，从而更好
地应对新高考的挑战。

县长党帅深入古田一中看望慰问高三教师
2018年 5月 16日，县长党帅，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余榕梅，副县长李晓霞带领县教育、

财政、人社等部分负责人深入我校调研高考备考工作，并看望慰问高三教师。党帅一行认真
听取了我校高考准备工作汇报，并与奋战在备考一线的高三教师亲切交谈。党帅对我校近
年来在教育教学工作上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奋战在高考一线的高三教师坚定信
心，鼓足干劲，科学备考，发扬吃苦耐劳的奉献精
神，抓实、抓细、抓好教学与管理的各个环节，抓好
心理疏导工作，引导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充分挖
掘学生潜能，激发学生后发优势，以平和、良好的心
态迎接高考，力争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党帅要求，
学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对高考备考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相关单位要强化服务保障，切实
解决好教师后顾之忧，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为师
生营造宽松和谐的备考环境。

省关工委“福光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我校举行
2018年 10月 16日上午，古田县关工委 2018年发放

省关工委“福光助学金”仪式（古田一中专场）在我校综合
楼六层会议室举行，我校共有 10位学生各获得 2000元的
助学金。省、县关工委和福光基金会的领导黄常谔、张光
倬、罗长功、林莺、魏鉴串、陈光孝和刘俊凤等出席了颁发
仪式。省关工委副主任黄常谔先生和我校卓张众校长发表
讲话，学生代表姚锦瑶发表获助感言。

我校迎来省一级达标中学复查市级督查
10月8日，我校迎来省一级达标学校复查市级督查。卓张众校长做学校自评报告，督查组

专家分别对自己负责的各个项目进行现场评估检查，并对我校的准备工作给予实事求是的
评价，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宝贵的建议。督查组组长章彩华调研员强调要高度重视复
查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要及时整改，做好细节工作，力争复评顺利过关。李晓霞
副县长表示，县委、县政府对一级达标复查工作高度重视，我校曾多次出去学习交流，结合
本次市督查组专家们的现场指导，相信古田一中会迎难而上、确保复评顺利过关。

市高中教学专项视导检查组莅临我校指导工作
2018年10月24日，宁德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对我校2019届高三毕业班教学工作等进行专

项视导检查。此次视导的重点内容一为我县落实市政府37号文件的措施，二为我校一级达标
复查准备情况；三是高三毕业班教学工作以及高一新高考的准备情况。视导组一行通过听汇
报、实地查看、座谈了解、查阅资料和访谈问卷等方式，深入了解我校办学规范、教育装备、文
档建设、备课上课和作业批改以及“培优托底”与教学质量检测等情况。视导组对我校的工作
总体满意，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和意见。

夯实办学基础 争创省级示范校
我校十届五次教代会隆重召开
2018年 7月 6日，我校十届五次教代会在综合办公楼六层

会议室隆重召开。全体教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学校发展大
计。会议听取了卓张众校长代表学校作的题为“夯实办学基础
争创省级示范校”的工作报告。报告从“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
管理效能”等五个方面对 2017-2018学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实
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的主要成绩和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未来一
年学校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努力方向。会议还听取了工会工作报
告和《古田县第一中学第七个五年（2019—2023年）发展规划》、
《古田一中 2017-2018学年校务公开工作报告》、《古田一中优秀
青年教师评选条例》等，并对学校行政干部进行民主测评。经过
认真审议,与会代表表决通过了以上报告。卓张众校长还针对教
工代表的提案和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分门别类地
进行解答，并要求相关的职能部门加以落实。

第23届艺术节暨“青春·舞动·梦想”
第六届校园集体舞大赛隆重举行

2018年10月14日下午，古田一中第23届艺术节暨“青春·舞
动·梦想”第六届校园集体舞大
赛在教工健身馆隆重举行。高
一、高二两个年段共28个班级
参加了本届比赛。经过激烈角
逐，高一(3)班和高二(3)班分别
获得了本届比赛高一年段和高
二年段的一等奖。

我校隆重举办戏曲进校园晚会
2018年 5月 21日晚 7点，我校师生代表在学校食堂观看了

古田县闽剧艺术中心演员老师们精心演绎的闽剧折子戏。县教
育局副局长雷芳兴、县闽剧艺术中心团长陈韶文、指导员翁信
生、我校校长卓张众和副校长陈捷华等领导及师生代表共 200
多人观看了表演。晚会总共演出了《甘国宝·王莲莲盘答》和《贻
顺哥·烛蒂》等四出折子戏片段。我校还与县闽剧艺术中心签订

了闽剧进校园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县闽剧艺术中心将创造条
件，让古田一中学生通过参观闽
剧艺术中心、聆听戏曲知识讲座
和参加戏曲表演艺术培训等形
式亲近闽剧艺术，感受传统戏曲
文化的魅力。

我校举办“传唱经典走进新时代”合唱节
2018年 5月 6日上午 8点，古田一中第七届合唱节在艺术馆表演厅正式拉开帷幕。本

届合唱节以“传唱经典走进新时代”为主题，高一和高
二年段共 28个班级的同学参加了比赛。高二（10）班真
情演绎经典老歌《精忠报国》，赢得满堂喝彩，夺得高二
年段的冠军。高二（6）班和（14）班分别获得该年段第二
名和第三名。高一（5）班以歌曲串烧的形式、变幻莫测
的队形和创意的舞台元素将合唱节推向高潮，摘取高
一年段的桂冠。该年段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由（14）班
和（8）班获得。



版 助力高考 GUTIANYIZHONG

殷李育灵
当北楼前的草坪铺满金黄枫叶的时候，我知道，我离开母校的第一个冬

天到来了。在衷和楼的落地窗前俯瞰繁华的上海，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但我
的心绪却落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田一中。
对于古田一中，我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又无从说起。回想起高三———那段

被称为黎明前的黑暗的日子，那些为目标立下的誓言，那些老师的批评与关
怀，那些同学间的嬉笑怒骂插科打诨，那些失意沮丧，那些热泪盈眶，总在毕
业后的每个夜晚里熠熠生辉，闪闪发光。
关于高三的复习，我简单说一些个人的经验。首先错题集在我看来非常

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三次甚至无数次，大家肯定也
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考试时犯的错总是平常就犯过的错，同一类型的题一
做再做却一错在错，这时候最需要做的事不是刷题，而是总结。当然，做错题
集的情况因人而异，但要明白有些新题做错了不一定要紧，反而是平时常做
常错的题目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其次作文的素材大家尽量找时间看，可
以午觉前或晚上休息前看一两则素材，充分利用起碎片化时间，多关注新闻
热点，有时间看娱乐新闻不如多看看新闻周刊。另外我个人认为晚自习结束
后回家不宜再做烧脑的数学物理等题目，因为大脑也需要充分的休息时间，
不如利用这样的时间多积累语文素材，背名人名言，或者坚持每晚两篇英语
阅读，这样会让第二天的学习生活更高效。熬夜是得不偿失的，尽管你可能熬
夜解出了一道难题，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第二天你会因精力不足在很多简单的
小题上栽跟头。尤其考前一段时间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临考前的充分休
息也非常重要。
关于考试，与分数相比，更重要的是心态。我是一个考试焦虑极其严重的

学生，每次考试都非常紧张，对自己的答案犹豫不决，甚至交卷前再胡乱修
改。在交卷前一秒不经大脑思考改答案是大忌，尤其对于语文与英语，在交卷
前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建议改答案。端正考试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不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但一定要要求自己做的更好。在每次考试之后认
真进行总结，看看自己哪些错是不应该错的，谨记下次不再重犯。每次的错误
减少一点，你就会发现成绩在逐步上升，尽管可能这种方法进步很慢，但在高
三后期这是最直观最有效的方法。当成绩处于一个瓶颈期的时候，不妨考虑
暂时停下刷题，认真观察总结知识点与错误。
如果某一次或某几次的考试连续失利，其实应该高兴，因为你多了更多

修正错误的机会。或许你仍旧会非常难过，但换一个想法，现在错了总比高考
错了要好。如果失意难以排解，不妨索性放下纸笔，去操场呼吸新鲜空气，或
者听听音乐与朋友聊聊天。在心情极度低落之时坚持刷题其实只是在感动自

己，与其低效学习不如在放松心情后高效投入时间与精力。我在高三也曾多次
考试失利心情低落，那时总是与朋友一同在一中顶楼看远方的原野，从枯藤老
树到青枝绿叶，从寒冬腊月到春暖花开，也便到了我踏进高考考场的时候。
匆匆三年白驹过隙，但这三年古田一中学习时光赋予我的一切是我终身

难忘难得的财富。在课桌前，在自习室里，在每个周末的清晨中我学会了自律、
自省、自我批评，在操场上，在合唱中，在运动会里，我学会了尊重、合作、与人
友善。在每个学习阶段，老师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古田一中的老师与其说
是老师，不如说是大家长。何其有幸我能遇到这样一群大家长，负责又细致关
注每个学生的年段长，时刻督促学习又不乏有趣言论的班主任，耐心讲题细致
分析的数学老师，富有才情又幽默风趣的语文老师，才华与颜值并重的生物老
师，时常分享人生经验的英语老师……在每个被难题难倒的下午，在每个考试
失意的傍晚，甚至在偶尔身体不适的时候，偶尔生活中遇到困惑的时候都有老
师的关怀。如今想来老师要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当真不易，当时或许觉得老师的
督促很令人烦躁，但在现在没有人时刻提醒的时候却不禁频频想念与老师互
动的课堂。
回望这三年，最令我怀念的是如今天各一方的朋友们。怀念运动会时大家

互相奔走加油鼓劲，怀念考试后操场上的真心话大冒险，怀念生日宴上的狼人
杀，怀念崩溃时大家互相安慰继续坚持，怀念高考后大家围着桌子k歌，怀念一
起在黎明前爬山看日出，怀念毕业时大家庭在高中的最后一次相聚……在大
学校园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各自不同的目标和方向，忙忙碌碌中人
与人的心再难如此接近。人总是在失去后才学会珍惜，相聚一场不易，愿学弟
学妹们珍惜与身边朋友相处的每时每分，即便人生是一个人漫长的修行，但真
挚的友谊会让你的人生之路更加温暖。
进入大学之后，感受最深的不是新奇与欣喜，而是迷茫。没有高中时老师

的谆谆教诲，没有明确的评判标准，没有很专一的兴趣，似乎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在岔路口前却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尽管目标的确立再晚也不迟，但还是越
早有一个清晰的方向越有助于你的成长，希望学弟学妹们尽量先找到自己兴
趣所在，了解各个专业，这样不论是报志愿还是到了大学的学习阶段，都会少
一些迷茫，多一些坚定，也能给你当前的学习生活带来些许动力。另外，大学的
学习更需要自律，当没有人检验你的学习成果，没有人督促你去学习，你会选
择随波逐流，满足于及格线还是选择尽管辛苦也要发光发亮？高三时养成的自
律习惯不能丢掉，自律是一个永恒的人生课题，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践行。
我的大学班主任送给我一句话我很喜欢，在这里我送给你们：南北的路你

都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莫回头。
最后祝愿老师们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同学们高考顺利，被心仪的大学录

取!
作者简介院李育灵袁古田一中2018届高三理科班学生袁现就读于同济大学遥

翻开手机便签袁 五月份更改的成语列表还未
删除袁时间距离六月初夏的那场高考袁已然过了半
年遥时光荏苒袁不禁感叹竟然半年了袁感觉一百多天
前的挑灯夜战仍恍如昨日袁却也有时隔了一百多个
日子却恍如隔世之感遥

不苦不累袁高三无味曰不拼不搏袁高三白活遥十
年寒窗磨一剑袁 高三最不可缺的就是埋头学习遥在
这个黄金时期袁学弟学妹们袁我希望袁也认为你们会
懂得你们要努力拼搏遥希望你们能埋头苦读但不愿
你们两耳不闻窗外事遥就像老师说的那样袁语文袁英
语的考试内容都与时事相关袁关注时事能让你在写
作时不至无从下笔袁无话可说袁也能让你为英语的
阅读理解做好知识储备遥否则袁你就会体会到野书到
用时方恨少冶之感遥诗词多揣摩袁成语多积累袁语言
运用要练习袁文言词义要掌握遥语基少丢分袁作文正
常写袁语文成绩便不会太差遥英语可以说是这四门
考试科目中最易拿分的袁听力认真听袁阅读不乱想袁
作文写工整就好遥数学袁理综的基础分最好一分不
丢遥刷题很必要袁但类型要多样化袁掌握方法才关
键遥已经掌握的同类题不断刷既费时间给你的也仅
仅是一时的自满袁 到考试时你可能会受到重大打
击遥理综一定要安排好时间袁一道题花的时间超出
安排就要学会放弃遥 极难极难的题不要紧抓不放袁
无论是考试时还是平时练习遥 数学多去掌握方法袁
有用的结论一定要记住遥该背的背袁该记的记袁该做
的做袁扎扎实实勤勤恳恳袁要相信天道酬勤浴

不过袁虽说是所谓努力就有回报袁但有时成绩
就会起起伏伏袁甚至大起大落袁端正心态是十分重
要的遥佛系地说袁你的高考成绩已经是命定的了遥无
论模拟考考得怎样袁都不要有心态崩了之感遥考坏
要反思纠错袁不要自乱阵脚袁排名退步很严重也不
要感觉失去了希望遥考好也不要沾沾自喜袁放松懈
怠遥以平常心看待任何一场考试袁这样高考时你也
能自信上场遥无论是哪一场模拟考试袁终究不是高
考袁纵然高考时有所谓状态好坏袁只要尽你所能袁心
中无愧无悔就足矣遥
十几年的努力或许就压在这场高考上袁不少人

都说高三压力大袁野只要学不死袁 就往死里学冶袁诚
然袁高三学习是断断不能松懈的袁但别以消耗身体
为代价遥不要为了多投入时间念书袁匆匆解决三餐袁
不要为了延长念书时间袁过分缩短睡眠时间遥身体
养好很重要袁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在考试时发挥最
好水平遥晚上不熬夜袁不要陷入深夜黎明念念念袁早
上下午睡睡睡的恶性循环遥不懈学业袁端正心态袁饮
食健康袁时常锻炼袁养好身体袁要以最好的一面迎战
高考浴
高三的日子满满的都是刷题刷题刷题袁但对于

我们毕业生而言高三的日子那是满满的回忆啊遥
踏入大学袁我已经从最初的兴奋激动转入了浓

浓的思乡之愁袁陷入了回忆漩涡遥我思念我的大古
田袁怀念那时的高中生活遥他们说院野你上了大学袁会
发现大学与高中相比袁少了一堆人袁多了一堆事遥你
会发现大学下课后同学们要么去食堂要么回宿舍袁
行色匆匆袁无话可说曰你会发现大学并没有同桌曰你
会发现即使大学校园很大袁却显得异常空旷曰你会
发现大学的班级形同虚设遥冶是啊浴每个同学的课表
都有不同袁找不到像高中那样能下课就一起说说笑
笑打打闹闹的同学遥犹记那时早上压着时间点在白
宫前的坡上奔跑着上课袁犹记那时课间操在人山人
海的小卖部买鸡腿汉堡袁犹记那时下课在座位上玩
笑打闹袁 犹记那时随着下课铃响倒下一大片同学袁
犹记那时夜里自习的奋笔疾书袁刷题刷卷子袁犹记
那时白日里上课聚精会神听课记笔记噎噎学弟学
妹们袁 十年寒窗袁 尤其高三沉浸在卷山题海里袁很
累袁 甚至有些麻木袁 你们一定希望能早点解放袁但
是袁高中三年袁高三的日子是你在步入大学后会时
时想起的袁那些与你并肩作战的同学们是你不愿断
了联系的袁那些讲台上无论是你们爱戴或是嫌弃的
老师都会是你们会疯狂打call的人遥 我希望你们
在时光匆匆之中袁在卷山题海之中袁珍惜同学间的

友谊遥于我而言袁再回首高中袁回忆无数袁每每思及
运动会袁合唱袁集体舞等等等等袁都会热泪盈眶遥

一场高考袁你们会踏上新的人生征途遥老师们
总说考上大学就轻松了遥实则不然袁我曾看到这么
一段话院野你上了大学袁你知道了大学的老师上课只
负责讲曰你知道了大学一天就几节课袁可这几节课
就是一天曰 你也会发现大学的有些知识确实很难袁
而且上课时也没怎么听袁于是安慰自己大学不应该
只有学习袁应该注重锻炼自己袁拿出手机又开始刷
朋友圈或是聊会QQ遥冶大学啊袁不是如你想象中的轻
松美好袁学习仍是主要任务袁学习节奏与高中大不
相同袁 身边的同学会让你感觉真是应了这么一句
话院他们都是差几分就考上清北的人遥他们拥有国
家专利袁 各项学科竞赛一等奖都是他们拥有的荣
誉袁可想而知袁其间的竞争是何等激烈遥或许你们在
一中是别人夸赞的对象袁但在大学里可能瞬间被秒
成渣渣袁所以袁上了大学仍要继续努力遥高考结束可
以放松但切莫沉迷于手机电脑袁虚拟网络中遥报些
培训班袁学些特长袁完善提升自我遥学弟学妹们袁衷
心祝愿你们的努力得到应有的回报袁你们能够步入
理想中的大学袁也希望考上理想大学的你们不要沾
沾自喜而懈怠了将来的学业遥

虽然说大学同学感情不如高中深厚袁 在我眼
中袁有这样那样的不如高中之处遥大学还是有它许
多之所以为人们认可的高大上的方面袁是高中远不
能比的一个好平台袁 我们要尽所能冲向好大学遥作
为过来人袁学弟学妹们袁希望你们早早定好你们通
过努力就有机会考入的大学和专业吧袁不要说等我
高考成绩出来再看一类的话袁出成绩到报考时间很
短袁你无法真正了解那个你所谓喜爱的专业是不是
真的适合你袁是不是如你所看到的那么惹你喜欢遥

时光匆匆袁学弟学妹们袁在剩下的不到两百天
的时间里袁心态平和袁斗志昂扬袁全力以赴袁唯愿无
怨无悔浴

作者简介院黄敏洧袁古田一中2018届理科班学
生袁现就读于同济大学遥

心静志昂苦奋斗，不负韶华不负卿
殷黄敏洧



2018年
音3月17日袁 植绿护绿志愿者
参加植树节义务劳动
音3月18日袁 高一和高二团支
部成员和高一志愿者在校团
委书记陈耀带领下到古田体
育馆禁毒教育基地打扫卫生
并学习禁毒知识遥
音4月1日袁高一和高二团支部
30余名团员在校团委书记陈
耀带领下前往黄孝敏烈士墓
开展祭扫活动遥
音4月7日袁在综合办公楼六层
会议室召开2018届高三毕业
班省质检质量分析会遥
音4月14日袁 校学生会主办的
第一届野守初心窑迎五四冶声随
影动配音大赛在科学楼梯形
教室开赛袁高一(14)班林思嘉

同学赢得比赛第一名袁 获得
野声音大咖冶的称号遥
4月14日袁 学生会学习部在科
学楼梯形教室举办主题为野知
震防震冶的地震安全知识竞赛
袁魏嘉烨尧程强尧陈铭三位同学
力压群雄袁摘得桂冠遥
音4月17日袁 在校大操场召开
优秀学生表彰大会袁 对2016-
2017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尧
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期末
考试及本学期高三省质检考
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同学予
以表彰袁共计表彰17人次遥
音5月4日至11日袁团委组织开
展五窑四趣味运动会袁羽毛球尧
乒乓球尧象棋尧五子棋和魔方
等5个项目遥
音5月5日袁在综合办公楼六层
会议室召开高一年段半期考
质量分析会遥
音5月7日袁在科学楼二层报告

厅召开依法从教尧廉洁从教大
会袁学习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曳(2018版)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曳和叶中国共产党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曳中
关于依法从教和廉洁从教的
内容遥
音5月14日袁在综合办公楼六层
会议室召开2018届高三毕业
班市质检质量分析会袁卓张众
校长尧黄晞副校长尧周家城段长
和谢伟新主任等就冲刺阶段
的复习策略等问题作了发言遥
音5月15日袁邀请集美大学方元
山教授在图书馆大厅为全体
高三师生作题为野放松心情轻
松迎考冶的讲座遥
5月12日袁团委和学生会主办的
野音为梦响冶校园歌手大赛在艺
术楼表演厅举行袁彭子愉凭借
叶漂洋过海来看你曳赢得了本届
大赛第一名遥

音6月29日袁 我校党支部举行
意识形态主题党日活动袁邀请
中共古田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余红辉老师做野做好新形势下
的意识形态工作冶专题讲座遥
音5月袁心理辅导中心落实叶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渊2012年修订冤曳精神袁进一步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袁以
野聆听心语袁轻触繁星冶为主题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遥
音7月袁2018届文科班学生张
静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遥
音8月30日袁 在科学楼报告厅
召开野扫黑除恶冶专项斗争工
作会议袁邀请古田县公安局网
安大队大队长兼古田一中法
制副校长池晨建做有关野扫黑
除恶冶的专题讲座遥
音8月30日袁 在科学楼报告厅
召开新学年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学习大会袁卓张众校长做有

关野加强师德师风学习冶的专题
报告遥
音8月30日袁在科学楼报告厅召
开省一级达标学校复查验收
动员大会袁卓张众校长作专题
发言遥
音9月3日袁 2018年秋季开学典
礼暨2018年春季市统考成绩
优秀学生表彰大会在校大操
场举行袁 共表彰116位优秀学
生遥
音11月19日袁县老促会2018年
度黄仲咸教育基金奖学金发
放仪式在我校隆重举行袁我校
共有33名学生获此殊荣袁张何
焱同学代表全体受助学生发
表获奖感言遥
音11月袁在福建省第四届中小
学教师技能大赛中袁翁锦琳老
师荣获二等奖袁蓝良就尧林端
忠尧丁杰和林志勇老师荣获三
等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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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老师约稿信息时，我正在北师的跑道上
一圈圈地走着，权且当作晚饭后的小憩以及期中
考试与大作业夹缝中的短暂喘息。旁边篮球场上
的照灯明晃晃的，有比赛，人声鼎沸。而我眼前铺
展开的暗红塑胶跑道交错着白线，投落下我一个
人的影子。
孤独。这是这种情境下很容易想到的词。身旁

无人，心无依傍，这是离家千里的常态。或许这样
有些夸大，甚至矫情，但我在进入大学后确确实实
感受到一些与孤独相近的无助。比如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自习一个人去校医院看病，并不是没有伙
伴，只是没有踏实感。课表里填满课程备忘录里记
满任务，奔走在教室之间，可以算是忙碌，但感觉
不到忙碌的实质性结果，于是觉得虚无。
想起去年在校报上看到李琳师姐笔下的大学

生活，想起她写在图书馆闭馆的音乐中一个人回
寝室，觉得有些遥远而隐秘的重合。
当然可能是我的性格原因，不太喜欢过多地

麻烦别人，总感觉游离在热闹之外。也有参加社团
活动，不擅言辞的我甚至抱着锻炼自己的心态参
加辩论。说实话，大学的生活其实并没有之前设想
的那样轻松活泼愉快，虽然有更多自由调度的时
间，但这种时间安排权力的回归也意味着对生活
种种问题的直面与对自制力的考验。这样说虽然
有可能会掐灭如今辛苦奋战在高三的同学们的希
望之火，但我认为大学真正的意义是给你提供一
个可以站得更高望得更远的平台，你可以在这里
发现从小学到高中课本里无法探索的世界，然后
在视野更加广阔的这里明确你自己的方向，在条
件设施更优越的这里继续努力开创未来。不妨想
想，在快节奏的当代，真正的轻松愉悦生活存在何
处呢？是在退休老人的闲谈和缓慢的太极动作里，
还是在电脑手机游戏的厮杀流连中？前者显然不
适合我们的青春年少，后者我不想多说，因为我在
这里不是说教，是来分享我对于生活与学习的小
小感悟与心得的。
重新谈回大学，其实我的分享也只是我的个

人感受，个中滋味还是需要自己体会的。就过往的
学习而言，上课认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这些过程
每个学生都大同小异。总之，省略十几年的心路历
程，经过曾经觉得遥远现在也觉得遥远的高考，我
从古田，来到北京。
第一次离家，其实也没有多少不适应，只是感

觉突然从熟悉的环境中被抽离，有点不舍。以前的
同学们在微信群里聊得火热，我刚开始对他们的
大学生活有很多空闲时间存疑，后来慢慢理解是
大家都眷恋着过去的同学之间熟悉的默契以及可
以肆意放开自我的欢愉。当熟悉的一切慢慢从生
活里剥离，点滴回忆都可以唤起往事涟漪。
离开一中五个月，五个月里经历很多事情，但

是我还记得每天踏进校园里沿主干道往上走，路
两旁是高高的树，树后来被削秃大半，也和朋友偷
偷吐槽过它丑。路过教工体育馆，在新办公楼前向
右转，继续往上，爬一段很长很长的坡，人多的时
候会快步绕过他们，人少时就慢慢踩着路中间那
条黄线慢慢走，走的时候想学业未来朋友，思绪可
以飘很远。左边是艺术楼的蓝白瓷砖，右边是文化
墙的孔孟老庄，好不容易喘着气走到坡的尽头，放
眼就是空旷的下沉操场。操场边上的迎春花在春
天的时候很可爱，每个教室前的花坛里也有，虽然
我们曾经抱怨过给它们浇水的繁琐，但是当一朵
朵小黄花缀满绿枝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但我更
喜欢没有花的时候，迎春的绿枝垂下来，在风里
飘，枝条缠绕，笼在走廊的外围，有柳条的错觉。视
野重新回来，还可以看到白宫和凝香亭，看到弘远
楼被高树掩映，看到旧办公楼和静心楼并肩而立。
走近走近，习惯走那条铺上花砖的小道，抬头看一
眼“开启未来”的塑像，颇自信的绕过，仿佛在日复
一日的书海沉浮中真的就能握住打开未来大门的
钥匙。高一高二时在一楼，高三在二楼，忙于学业
是常态，但学业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晚自习的时
候眼睛从题目中脱身看向窗外，要么是盛丰时代
广场的霓虹，要么是远远的滨河路零星串连的路
灯，耳朵里灌进夹杂露天KTV音乐的晚风，还有夏
夜从窗外突然袭来的飞虫，伴随着的是一股南方
潮湿天气里的草木芳香。其实很惭愧三年来没有
怎么在操场上运动过，但是记得曾在傍晚的操场
边台阶上背课文，一遍一遍地念着，感觉不到越来
越暗的天色和渐渐亮起的灯。教学楼前的丹桂路
上有一整排的桂花树，秋天的时候，桂香一路，花
落一路。恍然想起在新办公楼旁边也有一棵大金
桂，去年没有开，但是树下的栀子还是如约开放着
送我们离开。听说还有樱花，没有见过有点可惜。
其实可惜的事还有挺多，比如没有如意的成

绩，没有勇气说出的话，没有好好地道别，没有在
拥有时好好珍惜。像这样的回忆还有很多，你们也
会有属于自己的回忆，关于一中，关于古田，关于
你切身感受过的生活。
过于想念就会不自觉联想，有阳光的午后走

在北师落满金黄银杏叶的路上就会想起在旧办公
楼自习的上午，秋风微凉，把银杏叶吹落到二楼的
走廊，小心地拾起，叶面脉络清晰，有斑驳的小黑
点，藏几片在书中，期待下一次打开时的惊喜。甚
至是在书里读到“寂寞余花”都会想到桂花的开
落，想秋雨后的路过，看到那些大片铺撒在路上、
那些残存的隐藏在枝丫间的焦黄。别看我现在感
触颇多，但在当时，当我拾起银杏叶当我伫立在桂

花树下时，从未想过未来，想到我在离家千里的地
方会有这样的怀念。
但时间不会逆流，人也总是向前走。过分溺于

过去于现在于未来都无益。曾国藩有言：“未来不
迎，当下不杂，既往不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
是不念过往，不是不期将来，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精
力放在当下，珍惜且努力。
加缪也说：“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

给现在。”而作为学生，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
我认为主要的任务都是学习与成长，不过大学生
还需要完成对社会的初涉与适应。其实对于高考，
我不能算成功，但是当我面对做过的练习和试卷，
面对字迹密密麻麻的成堆稿纸时，我觉得我是没
有什么遗憾的。数学物理本就不是我的强项，对它
们也失望过害怕过，但还是沉下心，从基本的概念
出发，做很多题然后总结方法，直面难题愿意钻
研。虽然说可能在最后的结果看来收效甚微，但确
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有所收获和成长。高三
的英语其实有过低谷，感觉无论怎样努力成绩都
没有提升，甚至不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但还
是坚持，从单词到语法再到每天定量的阅读完型
七选五语法填空和改错。语文亦然，积累是最最重
要的，即使眼下看不到效果，总有一天会有厚积薄
发的感觉。
又想起高三中午很早到学校开始做题，语文

与英语轮流，或者是一套理综的选择题，小题狂练
金考卷和五三，一个人在空教室，占一张桌子，拿
一支笔，窗外有正盛的午阳，初夏渐渐响起的鸣
蝉，没有风扇有点闷热，但这些都不妨碍学习的热
情和对未来满溢的期许。
当时也是一个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孤单。或

许是因为生活都被塞满也没有时间想这些，或许
是心里知道也有千千万万的同学和我一样，伏案
疾书，为梦想奋战。
再谈回大学里的孤独，其实也不算孤独，只不

过是花更多的时间一个人体验生活，一个人慢慢
成长。至少离开家，我也是有收获与感动的，为原
来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把事情做好感到莫名欣喜
和隐约自豪。其实留心观察，身边也不乏这样一个
人行色匆匆一个人泡图书馆一个人在食堂吃饭的
身影。当然不是说不应该更积极地融进集体，而是
每个人有不同的成长轨迹和方式，有时候一个人，
为完成心中所想努力，也未尝不可。
何况还有你们，每一个向梦想进发的你们。在

逐梦和实现自我的这条朝圣路上，从来不会孤独。
一中今年的桂花怎么样了呢？年轻的你们又怎么
样呢？或许还在题海里浮沉？不必有多余的担心，
好好努力，太阳尚远，但必有太阳。
作者简介院王薇袁2018届高三理科班学生袁现就

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遥

余花不寂，吾道不孤
殷王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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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高考英语语法填空题的题型
特点和高中英语语法教学现状袁本文提出以读
促学尧抽象概括尧综合运用的语法学习取向袁并
根据野以学立教冶理念袁提出语篇化尧概念化尧融
合化的语法教学原则和语法教学策略遥

[关键词] 高考英语曰语法填空题曰语法教学
一尧研究背景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要求

“在语境中学习和运用语法知识”，“运用所学的
语法知识，理解所学语篇的基本意义和深层意
义”，“有效地表达观点、意图和情感态度”（教育
部，2018）。《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
考试大纲的说明（文科）》（教育部考试中心，
2017）指出，语言知识运用试题“主要考查考生在
阅读理解的基础上运用词汇和语法的能力”。从
近年高考题看，语法填空题重点考查综合运用
语法形式、意义及功能进行有效表达的能力。
语法填空题能够比较全面、完整地落实课标

要求，贯彻考纲意图。2007年高考英语广东卷率
先使用语法填空题，2014年高考英语全国卷启用
语法填空题，并于2015年与2017年分别对该题型
进行改进和微调，目前该题型已经相对稳定。语
法填空题位于英语试卷第三部分“语言知识应
用”第二节，其具体要求为“在一篇200词的短文
中留出10个空白，部分空白的后面给出单词的基
本形式，要求考生根据上下文在空白处填写1个
适当的单词或所给单词的正确形式”（教育部考
试中心，2017）。从测试角度看，该题型在句子和
语篇两个层级考查学生对语法形式和意义的运
用能力，具有测试产出能力、限制产生多个答案、
促进使用语境线索判断语法形式等优点（张春
青，2015）。从教学角度看，该题型具有科学性和
实用性特点，因为以往单选题因缺乏篇章语境，
容易造成孤立地学习和教授语言知识，不利于
语法的学得和习得。相比之下，语法填空题强化
语言运用，在句子和语篇两个层级考查语法形
式和意义的运用能力，使试题具有理解与产出
性质，同时也降低了猜测的可能性。

[二尧从语法教学现状看学习取向
[面对高考语法测试题型的变化，高中英语语

法应该怎么教？目前的高中英语语法教学存在
四种过度现象：一是过度讲解语法规则，忽视语
言使用的文本语境（程晓堂，2013）；二是过度依
赖汉语翻译，忽视语言思维的情境（车金贵、赵美
玲，2017）；三是过度进行条分缕析，忽视语法的
语用特征（王笃勤，2015）；四是过度组织机械训
练，忽视语言的交际实践（徐亚男，2018）。这些以
教师为中心的语法教学严重制约了学生语言能
力的发展。根据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我们提
出以读促学、抽象概括、综合运用三种学习取向。

1.以读促学的学习取向
以读促学的学习取向是指通过阅读来学习

语法，即读中识别语法形式，理解语法意义，运用
语法功能。文本是语法学习的重要媒介，它可以
提高学生对语法的理解力。阅读理解和语法学
习都是针对文本的认知性活动，二者通过文本
相互支持；同时，阅读理解与语法运用均为基于
文本的语言交流活动，二者结合能够实现语言
交际的学习目的。基于以上认识，语法教学中应
借助语篇阅读来训练语言理解、语法分析和语
用能力。

2.抽象概括的学习取向
抽象概括的学习取向是指运用抽象概括的

思维技能，走从语言使用到语法结构再到语法
使用的路径，而非靠单纯的语法规则讲解和例
示。语言的发展是先有语言后有语法，感知经验
先经过大脑加工形成一些基本的概念结构，然
后人们用这些概念结构来组织较为抽象的思
维，进而逐步形成语义结构，最终通过概念化和
词汇化形成语言。要言之，语法来源于对语言的
使用，亦即对人们语言使用规约性的抽象和概
括（林正军、姜晖，2012）。由于学生自身具备从实际
语言运用中抽象和概括语法现象的能力，因此
基于语言运用的语法学习鼓励学生从实际的语
言运用中抽象概括语法结构，包括形式和意义。

3.综合运用的学习取向
综合运用的学习取向是指把语法的形式、意义
及运用三者结合起来。三维语法概念认为，语法
绝对不是形式结构和静态规则的堆砌，而是一
种有意义的、可运用于听说读写语言实践的动
态系统，学习者不仅需要学习语言形式、句型结
构等语法知识，也需要学习产出的技巧和技能
（Larsen-Freeman, 2009）。根据三维语法的基本理
念，学生必须识别语法结构，理解语法意义，同时
也要在语言实践中正确使用语法功能。只有在
特定的语境、语域、语体、语篇中，把形式与意义
融合起来，再强化语言使用，才能提升学生的语
言水平和语言运用的准确性，促进其对语法系
统的内化。

三尧从学习取向看教学原则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三种学习取向有助于学

生变消极被动学习为积极主动学习。强调“学”，
并不意味着排斥“教”，外语教学中教师的中介作

用不可或缺。根据以读促学、抽象概括、综合运用
的学习取向，我们提出语法教学语篇化、概念化、
融合化三个原则。

1.语法教学语篇化原则
语法教学的语篇化原则是指用语篇驱动语

法教学，即以语篇为载体呈现语法内容，用上下
文语境激活概念连接，使阅读与填空、学习与思
维、理解与应用得到全面落实。这里的语篇是一
系列连续的语段或句子所构成的语言整体，是外
语教学使用的语言单位，通常以话题为中心。通
过语篇学语法能够有效避免过分关注语法形式，
也有助于在语境中准确运用语法。让学生反复操
练语法模拟题或真题，再核对答案进行讲评，或
者针对学生答题失误类型组织单项训练，容易陷
入以考代教的误区，难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法能
力和应试成绩。利用语篇教语法，使语法知识和
意义自然连接起来，能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使
学生建立话题图式，迁移学习情感。因此，教师在
语法教学中应精心挑选符合学生认知能力和生
活经验的语篇，使用能凸显目标语法知识的文本；
然后围绕其中的话题或故事情节，创设真实而有意
义的语境，以活动或任务为途径开展语法教学。

2.语法教学概念化原则
语法教学的概念化原则是指教师引导学生通过
抽象概括学习语法概念，从而对语法知识获得更
深刻的认知。语言学习者的语法概念既源自先天
的习得机制，也来自后天的思维训练。认知语法强
调从具体语言中抽象和概括语法规约，这符合“从
具体到一般”和“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运用于实践”
的哲学思想（林正军、姜晖，2012）。教师不能简单地
让学生识别或记录语言现象，而要让学生从语言
形式中概括出概念，并应用于相应的情景中。

例如，在教授虚拟语气时，让学生观察虚拟
条件句与真实条件句的差异，概括从句和主句的
谓语动词形式，结合语境推断出这种结构所蕴含
的特定涵义。学生掌握了这种虚拟表达结构后，
便能自如地输出相应的语言。

3.语法教学融合化原则
语法教学的融合化原则是指教学中把语法

的形式、意义及运用有机整合起来，让学生在学
中用、用中学。认知语法观强调语法形式与意义
或功能的匹配，它主张从语言使用出发，注重从
篇章语言中概括规则、理解语义，在语言实践中
运用所学语法（林正军、姜晖，2012）。语法融合化
教学原则也是基于语言使用的语法教学，因为语
法规则是学生在认知、理解和使用中习得的。
例如，人教版高中英语阅读文章A Student of

African Wildlife中有一个倒装句：Only after her
mother came to help her for the first few months
was she allowed to begin her project. 教师不仅要
让学生观察“only after…was she allowed…”的倒
装句形式，而且要引导学生思考作者用倒装句表
达的意图，在语境中领会该句的内在涵义：一是
突出母亲对她工作支持的重要意义；二是从上文
“it was unusual for a woman to live in the forest.”
一句推断该研究项目对于女性来说难度很大。学
生需要理解该句子的字面意思，挖掘句子背后的
内涵，分析倒装句的语用功能。这样的教学避免
了“学用分离”的学习误区，使学生在语言和思维
良性互动中增强语法理解能力，并能用正确的语
法形式和意义进行语言表达。

四尧从教学原则看课堂实践
1.基于语篇化的语法教学
根据语篇化原则，现以2015年高考英语北京

卷阅读理解A篇“The Boy Made It!”为例，介绍
如何实施语篇化语法教学，引导学生在阅读和理
解文本中掌握其中动词的时态和语态。该文描述
了以下一则故事：一个男孩在山上滑雪时因遭遇
暴风雪而迷路，但他不畏艰险，利用平时所学的
野外求生知识摆脱险境，获得新生。教师可采取
以下做法：
（1）将语篇一分为二，前半部分第1～4段作

为阅读文本，后半部分5～8段作为填空材料。
（2）呈现前半部分的文本内容，引导学生独

立阅读，建构故事情节图式。该语篇第1～4段的
内容如下：

The Boy Made It!
One Sunday, Nicholas, a teenager, went skiing

at Sugarloaf Mountain in Maine. In the early
afternoon, when he was planning to go home, a
fierce snowstorm swept into the area. Unable to see
far, he accidentally turned off the path. Before he
knew it, Nicholas was lost, all alone! He didn’t
have food, water, a phone, or other supplies. He
was getting colder by the minute.

Nicholas had no idea where he was. He tried
not to panic. He thought about all of the survival
shows he had watched on TV. It was time to put
the tips he had learned to use.

He decided to stop skiing. There was a better

chance of someone finding him if he stayed put.
The first thing he did was to find shelter from the
freezing wind and snow. If he didn’t, his body
temperature would get very low, which could
quickly kill him.

Using his skis, Nicholas built a snow cave. He
gathered a huge mass of snow and dug out a hole in
the middle. Then he piled branches on top of
himself, like a blanket, to stay as warm as he could.
学生阅读以上内容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以

获取文本信息，如故事的时间、地点、事故以及主
人公如何度过寒夜。

When and where did the story happen？
What happened to Nicholas?
How did he spend the terribly cold night？
学生从句子 “Using his skis, Nicholas built a

snow cave.”和标题“The Boy Made It!”等文本信
息线索中，判断出Nicholas最终通过自救脱险。然
后，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阅读文本信息预测结
果，再利用后半部分文本进行语法训练。教师可
围绕Nicholas如何克服困难、如何获得生存能力
等情节进行语法设题，将训练焦点放在动词上。

（3）在学生理解文本并预测小男孩的结局
后，教师指导学生用正确的语法形式和意义填
空。填空练习如下：

By that evening, Nicholas was really hungry.
He ate snow and 1 (drink) water from a nearby
stream so that his body wouldn’t lose too much
water. Not 2 (know) how much longer he could
last, Nicholas did the only thing he could — he
huddled (蜷缩) in his cave and 3 (sleep).

The next day, Nicholas went out 4 (look) for
help, but he couldn’t find anyone. He followed his
tracks and returned to the snow cave, because
without shelter, he 5 die that night. On Tuesday,
Nicholas went out to find help. He had walked for
about a mile when a volunteer searcher 6 (find) him.
After two days stuck in the snow, Nicholas was
saved.

Nicholas might not 7 (survive) this snowstorm
had it not been for TV. He had often watched
Grylls’survival show Man vs. Wild. That’s where
he learned the tips that 8 (save) his life, In each
episode (一期节目 ) of Man vs. Wild, Grylls 9
(abandon) in a wild area and has to find his way out.

When Grylls heard about Nicholas’amazing
deeds, he was super impressed that Nicholas had
made it since he knew better than anyone how hard
Nicholas 10 (have) to work to stay alive.

(Keys: 1. drank; 2. knowing; 3. slept; 4. to
look; 5. could; 6. found; 7. have survived; 8. saved;
9. is abandoned; 10. had)
文本前半部分用于阅读理解、激活图式，后

半部分用于语法训练，旨在帮助学生识别文本
中的语法信息，理解其语法意义，借助上文信息
推测下文情节，进行语法产出。

2.基于概念化的语法教学
根据概念化原则，教师可让学生观察文本具

体实例，从中抽象概括出语法结构，然后产出相
应的实例。以人教版高中英语阅读文章A Master
of Nonverbal Humour为例，该文描述了卓别林从
小学艺、年幼丧父、家境贫寒、自强自立、成长为
哑剧童星的经历及其自编、自导、自演电影的巨
大成就。课文描写影片《淘金记》中流浪汉及其同
伴饥寒交迫、煮吃皮鞋的片段十分精彩，该片段
的文本如下：

They are so hungry that they try boiling a pair
of leather shoes for their dinner. Charlie first picks
out the laces and eats them as if they were spaghetti.
Then he cuts off the leather top of the shoe as if it
were the finest steak. Finally he tries cutting and
chewing the bottom of the shoe. He eats each
mouthful with great enjoyment. The acting is so
convincing that it makes you believe that it is one of
the best meals he has ever tasted!
首先，教师以文中“…as if it were…”句型作

为抽象概括的切入点，引导学生阅读这个精彩
片段，观察语法结构特点，感知句子意思。学生
能理解语法as if的形式与功能，指出as if引导的方
式状语从句的谓语动词were是虚拟语气动词，表
示与事实相反的意思。
其次，教师设计了让学生使用as if语法结构

为句子 “he tries cutting and chewing the bottom
of the shoe”补充信息的任务。由于作者没有明说
吃鞋底的感觉，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开展这个活动之前，教师提出一个问题：吃鞋带
好像吃意大利面，吃鞋帮好像吃牛排，那么，嚼
鞋底好像吃什么呢？
该问题激发了学生强烈的认知冲突，他们在

思索片刻之后跃跃欲试。有的说：…as if it were
the tastiest and most flavorful chicken breast. 有的
说：… as if it were the finest baked bread in the

world.还有的说：…as if it were a piece of Italian
pizza covered with spicy hams. 这种思维和表达
任务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又能强化虚拟
语气的用法、训练想象思维能力，还能进行相
应的语言表达。
再次，教师呈现如下一些与as if相关的实例，

要求学生理解并概括as if的结构、用法与功能。
(1) She looks as if she were ten years younger.
(2) She loves the boy as if she were his mother.
(3) He acts as if he were a fool.
(4) It sounds as if it is/were raining.
(5) He talks as if he knew where she was.
(6) The girl listened as if she had been turned to

stone.
(7) He opened his mouth as if he would say

something.
学生基于以上实例作出如下概括：功能上，

as if可引导表语从句，如（1）、（4）；也可引导方式
状语从句，如（2）、（3）、（5）、（6）、（7）。意义上，as if
可引出真实或可能发生的事实，也可引出不真实
或虚拟的事实，如（4）。时间上，as if可引导与现在
事实相反的句子，如（5）；或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句
子，如（6）；或与将来事实相反的句子。如（7）。

3.基于融合化的语法教学
根据融合化原则，教师可借助语篇教授语法

结构，让学生融语法的形式、意义和运用为一体
进行语言表达。例如，教学v-ing结构时，具体可
分五个步骤：
第一步，选择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四第四单

元Body language的阅读课文“Communication:
No Problem?”。全文共5个自然段，502个词，讲述
了几位来华的国际学生初次见面互相问候时产
生的小误会，说明身势语（body language）与文化
背景的密切关系。课文中v-ing结构出现了18次，
是典型的语法素材和范例。

第二步，利用 verbal language和 nonverbal
language图片引出主题Body Language，组织学生
默读课文,整体理解文本，读后根据“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the story? How many people does
the writer mention in the text?”两个问题，从文中
寻找交际的事实与观点，填写在如下表格中。

第三步，整体感知课文后，重点处理v-ing结
构，要求读后画线找出v-ing结构，理解句意，并
说出v-ing结构的句法作用及其意义。例如：
studying international customs作主语时的意义；在
“They were coming to study …”中，coming连同
助动词were作谓语，表示过去将要发生的动作；
在 “After half an hour of waiting for …, I saw…”
中，waiting作介词of的宾语。

第四步，梳理课文结构，理解各部分在语篇
中的作用，然后开展产出性活动。该语篇分四个
部分：第1段引出故事，即情境（situation）；第2～3
段是故事发展，即描写（facts+ opinions）；第4段是
作者评论，即解释（interpretation）；第5段为作者
总结（summary）。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用
100-120个词缩写课文，至少包含5个v-ing结构。

第五步，评价学生的语法作文。书面作文体
现了语法形式、意义和运用的融合。教师可采用
课堂上抽查发言、即时反馈，或组织同伴评价、相
互检视，或课后检查和批改、展示佳作等评价方
式。这样，通过阅读文本的语言和文化能够实现
“学习语法知识—理解语法意义—运用语法交
际”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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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Garcia from Colombia

Julia Smith from Britain

Akira Nagata from Japan

George Cook from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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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ed Aziz from Jordan

“I” from China

Darlene Coulon from France

Tony Garcia from Colombia

Ahmed Aziz from Jordan

Girls from France & Brit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