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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痕语文课程实践

——我的成长轨迹

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李凤



一、问题的提出

教学中我发现，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和

每天的情绪，是造成学习气氛和情境的主因，

教师可以是制造痛苦的工具，也可以是启迪

灵感的媒介，撒播幸福的天使。痕迹过于明

显的语文教学丧失了语文应有的意味。



针对语文教学中意图过于凸显造成的

“目的颤抖”，教学视野狭隘，方式枯燥造

成的学生“被语文”，教师身份对学生的压

迫，师生关系不和谐留下的伤痕，我在教学

实践与研究中积极探索消弭“痕迹”的方法，

于2008年国内首倡无痕化语文教学主张。



二、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

研究经历了反思、探索、建构、完善等

四个阶段。



1.反思期。反思教学现状，狭隘应试让语文教学伤痕

累累，纯知识目标，过度训练，“被语文”，课堂远离本真

自然的样态，没有语文味。锁定分数的教学，视野偏窄，方

式单一。师生在人格上不平等，交互活动少民主，相处氛围

不和谐。目的意图特别明显的教育让青春期的初中生很反感，

低耗高效，欲速不达。如何为儿童松绑、减负？让儿童乐学？

语文教学怎样既有意义更有意思？



1.反思期。

反思教学现状与自身实践，我在教学民主前提下的知

识性与趣味性结合上做出积极尝试。

教学民主.doc
变心变脸：好奇快乐学语文.doc


1.反思期。

这一阶段，我渐渐崭露头角，轻负担、有意趣、高质量

的教学在县内推广。多次获市县优课一等奖。在省级课题

“初中语文愉快教学研究”过程中，撰写的《以教学民主为

本位的初中语文教学》荣获2000年江苏省教委“五四杯”论

文评比初中唯一的一等奖。



2.探索期。

脑科学研究证明，缺乏睡眠、饥饿、恐惧和长期的精神

压力会通过HPA轴，导致海马萎缩，减低儿童学习的效率。

而绿色幽默可以舒缓紧张心绪，减轻神经压力。我除了在不

可预设的环境下，发挥自己灵性的幽默外，还移植幽默基因，

培植幽默细胞，自出机杼，涵养机谋，有的放矢地做幽默的

引渡人。

让“绿色幽默”落户语文花苑.doc


2.探索期。

优秀教师教学上的成功首先是师生关系的成功。其核心

是师生心灵悦纳，形成真挚的情感关系。我特别关注师生关

系与教学形态，研究初中生身心特点，了解其真切诉求。



2.探索期。

以母亲经营家的方式，将语文教学与班级文化建设有机

结合，在开学、节庆、学生生日、偶遇情境中，在登山、赶

海、春游、秋游、赏月、踏雪寻梅、参观、采访等精心策划

的活动中亲近自然，了解社会，密切师生、生生情感，开拓

文化视野。让每位儿童感受到自主的尊严，心灵成长的愉悦，

集体归属的安全。

小小的惊喜却是最大的浪漫（1900）.doc
孩子，让我抱抱你.doc
诵读名字.doc
把学生拿下.doc
江风海韵哺育环保精灵.doc
吃   醋.doc
耕 耘 友 善.doc
浪 漫 满 屋.doc


2.探索期。

在教学方式上寻求变革性突破，形成开放、综合、灵动、

机敏的教学特色，在市内颇有影响。在教育在线撰写博文，

“爱上语文”位列“语文沙龙推荐的精品主题帖”榜首。



3.建构期。

2008年，明确提出无痕化语文教学主张，开始实践建构。

打破教材结构，根据课程标准与学的需要做大量调整与补充。

将明晰学习与不明晰（内隐的）学习巧妙联通。在和学生相

互尊重、合作、信任中全面发展自己，获得成就感与生命价

值的体验。

无痕语文，我的教学主张 (2).doc
《背影》教学目标为何如此确立.ppt
语文非正式学习.docx
李凤教学艺术评（简版）.doc
散步点评 刘占泉.doc
行云流水 润物无声.doc


3.建构期。

从学的需要出发，我将链接作为文本解读的有机组成，

无痕融入教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浑然天成，助益学生

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和深刻感悟，使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

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走向丰盈厚重。

无痕链接，皈依教学本真2014.6.22[1].doc
边绕边唱 嘻哈同行.doc
寂寞沙洲冷.mp3
故乡的云.mp4
三个太阳.doc
催生善于哲思的智者.doc
从手入手，解读孔乙己.doc
枣核教学随笔.doc
删繁就简   标新立异——端午日教学设计.doc


3.建构期。

以课例为抓手，在《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发表《走向无痕的哲学思考》等文章，《江苏教育研究》用

一个专栏“课堂围观.李凤教学”。出版个人专著。市局为我

举办“个唱”，在全国十多个省市上示范课、做讲座。

《观刈麦》教学实录.doc
靖江/wd/散步点评 刘占泉.doc
你一定会听见的   桂文亚.doc
我的母亲教学反思.doc
5. 视频《无痕化语文教学的实践探索》.wmv


2010年5月，由南通市教育局主办，县教育局

与我校承办的“追求无痕—李凤教学风格研讨会”获

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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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南通师专中文科毕业。

1996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函授）毕
业。1983来—1999年，一直在如东县

中初中部工作。担任18年班主任，连
年被评为“优秀班主任”。1999年，
初中从母体如东县中独立出来。2000
年至今，历任如东县实验中学教导处
副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1993年
拔尖评上中学一级教师，1999年破格
晋升中学高级教师。2008年，被江苏
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荣誉称号。

简 历



1999年宿迁送教



2003年陕西乾县送教



2008年连云港送教



2008年西藏送教



2009年新疆送教



2008年镇江送教
2008年天星湖送教
2009年东台送教
2010年沭阳送教



专业成长(七)

和孩子们在

一起，郊游、登
山、赶海¨¨¨
不亦乐乎！



4.完善期。

在实践建构基础上，对无痕化语文教学进

行深度思考。

同感，初中语文教学不可缺席的社会情绪能力.doc


4.完善期。

不仅明确知识素养，还关注探究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和社会情绪能力的培养要求。神经科学家发现：

人脑中具有比猴子复杂得多的多种镜像神经元系统,分

别完成对别人的动作，甚至意向的理解，使人能够了

解他人的情绪和他人行为的社会意义。人们用这种方

式了解别人时，不是通过概念的推理过程，而是靠模

仿；不是靠思维，而是靠感觉。



4.完善期。

初中生向师性强，要培养具有同感社会情绪能力

的学生,教师必须率先垂范，首先成为具有同感能力的

人。因此，我主动与学生同感，与文本、作者、编者

共情,在此基础上着力让学生与文本、作者、编者同感，

与伙伴共情。在了解自己的情绪，理解别人的思维、

情感和意向，彼此欣赏、互助合作中发育心智，不着

痕迹地培育善解人意的心灵。

同感，初中语文教学不可缺席的社会情绪能力.doc
念好无痕语文三字经.doc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一）核心理念。无痕化语文教学力求去伤害之

痕：过于功利狭隘的应试之痕、教师身份对学生的压

迫之痕、机械不变的模式之痕、生拉硬拽、强硬灌输

的方式之痕，主张智慧艺术地隐匿意图，消融目标，

模糊身份，变革方式（因文因人而异，创设情景，创

造多姿多彩教法），融和课程，整合教学，春风化雨

般潜移默化地在儿童人格形成过程中留下素养的印记。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二）整合课程。基于自己的教育理解和理想追

求，积极开展教育教学变革。解构教材。以主题为中

心整合教学（陈述性知识的专题整合；程序性知识的

多情境展开），将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的血脉。

靖江/wd/满城尽带黄金甲正文.doc
靖江/寂寞沙洲冷.mp3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三）变革方式。找到有意义有意思的方式：具

有审美特质的、儿童自己的、生活的教学方式。儿童

在情境中、游戏竞赛里、赏识激励下，自由、自主地

体悟，表达。语文的美熏陶、濡染、浸润其心灵，语

文素养在儿童内心潜滋暗长。

基于

遇上你是我的缘.doc
满城尽带黄金甲111.doc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四）改善关系。“无痕化语文”教学的关键是建

立了以爱为核心，情感为纽带的良好师生关系。师生

角色互换，“没大没小”。交互往还。随机渗透，情

理交融，快乐共生。

班主任处女作.doc
李老师.docx
吴琼.doc
惜福.doc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五）积极影响：对中小学语文教学，课程改革，

课堂变革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影响了省内外大批教

师伙伴，使其成长加速；高效低耗的无痕化教学成就

了一批批处于生理心里裂变期的初中生， 使其积淀丰

富，幸福加倍，可持续发展。



四、成果的创新点

（一）克服语文教学中的“目的颤抖”，用心理

学的理论，改进语文教学。明确提出课堂教学要“心

中有剑而手中无剑”：不能无目的，但是需要艺术地

隐匿目的，智慧地消融意图。注重享受教学过程的美

妙，通过艺术的设计，巧妙的方式，师生的交互合作，

水到渠成地达成教学意图。以此克服教师为教学而教

学，学生“被语文”的倾向。

。



四、成果的创新点

（二）在实践探索中，注重不明晰的内隐学习，倡

导非正式语文学习。非正式语文学习，没有“阅读理

解”的牵引，没有考试的“紧箍咒”，学生是学习的

真正主导和主体。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自我激发，凭

借个体的兴趣引导，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

主动阅读、探究、体验、享受。

。



四、成果的创新点

（三）针对语文学习过程中以老师教授代替学生学

习的方式，找到三种方式：

第一，审美的方式。以柔性呵护、审美心境、美

育观点审视和处理语文教学的全过程。非功利阅读，

在自由放松状态中进行审美活动。

。



四、成果的创新点

第二，生活的方式。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儿童生活，

联系现实生活开展语文实践，让儿童在生活中感悟，

从而自发地、自主地去获取知识。

。



四、成果的创新点

第三，儿童的方式。尊重儿童，唤醒和欣赏儿童。

以儿童为出发点，以学科素养为归属来重组教学内容，

创设情境，设计活动。保护好奇心，想象力，淡化结

果，注重过程。让语文贴近其生活，走进其心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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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达成

省“十二五”规划课题“无痕语文教
学主张与艺术”2012年底高质量结题。

“无痕语文”教学主张在全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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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地“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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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达成

1.省“十二五”规划课题“无痕语文教

学主张与艺术”2012年底高质量结题。

2.“无痕语文”教学主张在全国有影响。









靖江/遇上你是我的.mp3
靖江/遇上你是我的.mp3
靖江/遇上你是我的.mp3
靖江/遇上你是我的.mp3


现如东高级中学一年级沈小雪：

老师没有不辛苦，没有不操劳的，而我们的李老师，因热

爱老师这份职业，热爱她的学生，却好像丝毫不觉辛苦。她只

是微笑着给我扪输送知识的养分，总是尽自己所能让我们劳逸

结合，总是不厌其烦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她不累吗？不！她对

这份职业的敬和爱让她享受这份职业，她让学生都由衷地敬爱

她。这真可谓将老师做到了圆满，真算得上天地间第一等人了。



奔跑 追赶

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李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