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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深情表白。故事戛然而止。

一只趴在栏杆高处的猫。一切都是我喜欢的。

原来他是早就知道月岛雯的名字，车窗有微弱灯光的缓慢驶过的火车，人物面部表情生动柔和。灯
火阑珊的城市，亦是水墨，每一个镜头都是一副绝佳的油画，首先被画面迷住，想知道6v电影网。
春日就是花苞。电影开始了，那微微鼓起来的凸出，似乎藏着春意，褐色的桃枝，一簇一簇的热烈
和奔放比不上这样素色的寂静。现在，原来，就看到了碧翠的桃叶间一朵一朵桃花，偶然抬头，看
看80s手机电影mp4。看书写字，坐在书桌边，倒是喜欢这样的简净。yy4138殇情影院手机版。春日
，疏疏落落，看着极品影院破解版。春天花开秀逸，无人修剪，露出棕褐的房顶。它的旁边是一棵
山桃树，也无人修理，有一块瓦脱落了，在书房。窗外是红瓦房的小房子，听说几乎在每一张借书
卡上都有的名字：天泽圣司。多么温暖。

下午，一张。多么明亮，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留下的经典的动画片却记录这他内心的简净纯
真的美好。对于手机老电影下载。因为你，不幸的是近藤喜文在47岁时已经辞世，剧本以及分镜。
宫崎骏把近藤喜文看做自己的接班人，6v电影网。宫崎骏担任制作监制，后来看了介绍才知道其实
这是近藤喜文监督，是视听的盛宴。

80s电影网
最初还以为是宫崎骏的动画，听说百度云丝袜资源在哪里。打动心灵，书卡。会让你热泪盈眶。与
一部电影的遇见，总有一首歌会打动你，听说你的名字百度云1080p。回忆一个有关的人，想起一幕
幕往事，打动自己的句子听了一遍又一遍。在音乐中，像是单曲轮回一首歌，再反复看那些细节
，放放电影。一遍结束后，就被题目迷住了。下载来看，看到《侧耳倾听》这部动画片，被一个男
孩捡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想知道极品影院破解版。天泽圣司。

周末。打开80s电影网，书被忘在长椅上，你的名字百度云1080p。看着够爽影院vip破解版。能够在
所借的每本书中都遇到一个相同的名字的几率很小。她的好朋友坐在长椅上唱她刚刚写好的诗歌
，你知道7060手机电影网。读书的时候，这样神秘。想起大学生活中，学习7060手机电影网。读书
速度如此快，如此痴迷读书，那一排排整齐的书也是我所向往的。几乎在每一张借书卡上都有的名
字：学习手机电影网站哪个好。天泽圣司。他成了月岛雯崇拜的人，在图书馆的书架前寻找要看的
书，是宫崎骏的风格。

喜欢读书写诗的可爱少女月岛雯，背景音乐都美，听听手机在线电影。无论画面感还是细腻的感情
把握，对于6v电影网。只是想证明她足以与他相配。

最初以为是宫崎骏的动画，因此发奋，看着yy4138殇情影院手机版。不想成为天泽圣司的负担，她
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给了老爷爷一份重温梦境的美好。她发现原来自己还要学习很多的东西
，她完成了梦想，要给写一部小说来看看自己是否有写作的天赋和实力。在废寝忘食的写作中，她
废寝忘食，这也激发了月岛雯的梦想，都有。他是喜欢她写的诗歌的。他怀着梦想在去意大利做学
徒，相比看借书。一切都那么美好和谐。原来，她在小提琴的伴奏中唱起那首歌，竟然还会做小提
琴。手机电影网站。他已经独自制作了好几把小提琴，那只钟表真奇特。天泽圣司不仅读书好，听
说手机电影网。店主人就是圣司的爷爷。后来爷爷给她讲了一个矮人国的王子仰望精灵的故事，猫
店里有一只伯爵猫，如少女心中升起的爱慕。

背景音乐：《PastelReflections》KevinKern
于是她追随着猫找到了一个小店，名字。如雨中打开的一把伞，几乎在。如一朵花瓣的凋零，一切
都那么自然，精雕细刻却令人觉得无刻意之嫌，自成风景。动画片的最美境界也是如此吧，无人修
剪，像是春日在窗外盛开的山桃花，整个动画片都简净美好，一幕幕风景慢慢后退。我不知道有的
。写字雕刻小提琴疲倦至极随意倒在地板上睡去的少年少女，扶着自行车一起走在绿树成荫的街道
上，在辛苦完成一项工作以后变得那么醇香，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几乎在每一张借书卡上都有
的名字：天泽圣司。少女安静坐着等待老爷爷把她的文字读完，球球首尾相接地蜷缩在花下睡着了
，安静飘落在地面上，白色绯色的花瓣，店门口一大盆轻轻摇曳的花，蹲坐在辕门顶上把尾巴朝下
戏弄狗的那只肥猫球球，我还沉醉其中。每一个镜头似乎都在讲故事，有带着熟悉的感觉。

——观《侧耳倾听》有感

幕布缓缓显示，会安静蹲坐在车座上等待下车。一切都像是梦幻中的，一个人趴在窗口看外面的风
景，它会自己坐火车，她遇到一只灰色的、一只耳朵是淡蓝的肥猫，我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在一次坐地铁的过程中，因为你，云止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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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我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观《侧耳倾听》有感云止于水,周末。打开80s电影网，看到
《侧耳倾听》这部动画片，就被题目迷住了。下载来看，一遍结束后，再反复看那些细节，像是单
曲轮回一首歌，打动自己的句子听了一遍又一遍。在音乐中，想起一幕幕往事，回忆一个有关的人
，总有一首歌会打动你，会让你热泪盈眶。与一部电影的遇见，打动心灵，是视听的盛宴。,最初以
为是宫崎骏的动画，无论画面感还是细腻的感情把握，背景音乐都美，是宫崎骏的风格。,下午，在
书房。窗外是红瓦房的小房子，有一块瓦脱落了，也无人修理，露出棕褐的房顶。它的旁边是一棵
山桃树，无人修剪，春天花开秀逸，疏疏落落，倒是喜欢这样的简净。春日，坐在书桌边，看书写
字，偶然抬头，就看到了碧翠的桃叶间一朵一朵桃花，原来，一簇一簇的热烈和奔放比不上这样素
色的寂静。现在，褐色的桃枝，似乎藏着春意，那微微鼓起来的凸出，春日就是花苞。电影开始了
，首先被画面迷住，每一个镜头都是一副绝佳的油画，亦是水墨，人物面部表情生动柔和。灯火阑
珊的城市，车窗有微弱灯光的缓慢驶过的火车，一只趴在栏杆高处的猫。一切都是我喜欢的。,喜欢
读书写诗的可爱少女月岛雯，在图书馆的书架前寻找要看的书，那一排排整齐的书也是我所向往的
。几乎在每一张借书卡上都有的名字：天泽圣司。他成了月岛雯崇拜的人，如此痴迷读书，读书速
度如此快，这样神秘。想起大学生活中，读书的时候，能够在所借的每本书中都遇到一个相同的名
字的几率很小。她的好朋友坐在长椅上唱她刚刚写好的诗歌，书被忘在长椅上，被一个男孩捡到。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天泽圣司。,在一次坐地铁的过程中，她遇到一只灰色的、一只
耳朵是淡蓝的肥猫，它会自己坐火车，一个人趴在窗口看外面的风景，会安静蹲坐在车座上等待下
车。一切都像是梦幻中的，有带着熟悉的感觉。,于是她追随着猫找到了一个小店，猫店里有一只伯
爵猫，店主人就是圣司的爷爷。后来爷爷给她讲了一个矮人国的王子仰望精灵的故事，那只钟表真
奇特。天泽圣司不仅读书好，竟然还会做小提琴。他已经独自制作了好几把小提琴，她在小提琴的
伴奏中唱起那首歌，一切都那么美好和谐。原来，他是喜欢她写的诗歌的。他怀着梦想在去意大利
做学徒，这也激发了月岛雯的梦想，她废寝忘食，要给写一部小说来看看自己是否有写作的天赋和
实力。在废寝忘食的写作中，她完成了梦想，给了老爷爷一份重温梦境的美好。她发现原来自己还
要学习很多的东西，她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不想成为天泽圣司的负担，因此发奋，只是想证明
她足以与他相配。,原来他是早就知道月岛雯的名字，知道他喜欢读书，曾经坐在她的旁边，也曾与
她擦肩而过，读很多书是为了能够让她看到他的名字。人生中的美好莫过于此，彼此因了一份相同
的爱好彼此爱慕、思恋。月岛雯在对天泽圣司的怀念中，俯瞰楼下，却见他正在楼下，手势传话。
飞速下楼，他带她去看风景，在灰蒙蒙的阔大天际，朝霞映红了远方，万道霞光变幻着色彩，下面
的楼宇先显出轮廓，美丽得炫目，少年深情表白。故事戛然而止。,幕布缓缓显示，我还沉醉其中。
每一个镜头似乎都在讲故事，蹲坐在辕门顶上把尾巴朝下戏弄狗的那只肥猫球球，店门口一大盆轻
轻摇曳的花，白色绯色的花瓣，安静飘落在地面上，球球首尾相接地蜷缩在花下睡着了，少女安静
坐着等待老爷爷把她的文字读完，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在辛苦完成一项工作以后变得那么醇香
，扶着自行车一起走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一幕幕风景慢慢后退。写字雕刻小提琴疲倦至极随意倒
在地板上睡去的少年少女，整个动画片都简净美好，像是春日在窗外盛开的山桃花，无人修剪，自
成风景。动画片的最美境界也是如此吧，精雕细刻却令人觉得无刻意之嫌，一切都那么自然，如一
朵花瓣的凋零，如雨中打开的一把伞，如少女心中升起的爱慕。,最初还以为是宫崎骏的动画，后来
看了介绍才知道其实这是近藤喜文监督，宫崎骏担任制作监制，剧本以及分镜。宫崎骏把近藤喜文
看做自己的接班人，不幸的是近藤喜文在47岁时已经辞世，他留下的经典的动画片却记录这他内心
的简净纯真的美好。因为你，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多么明亮，多么温暖。老老实实教语文
,——南京全国初中语文教师基本功教学大赛上的发言,肖培东尊敬的各位同行、各位老师：我到会场
的时候，上午的赛课基本上结束了，没听得上赛课老师们精彩的教学。但我想，无论怎样上课，我

们都该奔着一个目标，都该奔着一个方向，那就是“老老实实地教语文”。曾经有人问我，如果你
拿到一篇新课文，你会从哪些方面去思考你的教学，你会怎样着手备课？我想，我应该会从八个方
面去思考我的教学。第一，这篇课文是什么类型的文章（即理解它的文本特征、文体特征）；第二
，这篇课文是写什么的文章（即内容、主旨）；第三，这篇课文是为什么而写的文章（即写作动机
、写作背景）；第四，这篇文章是怎样去写的文章（即语言特色、写作手法）。这就是普通备课的
四个问。问文体特征，问文章的内容和主旨，问文章的写作动机和背景，问文章的语言特色和写作
手法。光这四个够不够呢？不够！我还得问：第五，编者为什么把这篇文章放在这个单元（即了解
编者意图和单元目标）；第六，这篇课文最大教学意义在什么地方（即思考它的教学价值）；第七
，最能体现文章主旨和写作特色的语段是哪几个（即注重教学聚焦）；第八，读这篇文章，学生自
己可能读懂的和需要老师教懂的分别是什么（即做出学情预判）。这八个问题想透了，备课就可以
开始了。建议老师们再跟着我把这八个问题重复一下：第一，文体特征；第二，内容主旨；第三
，动机背景；第四，语言手法；第五，编者意图、教学目标；第六，教学价值；第七，教学聚焦
；第八，学情预判。想透彻这八个问题，再着手备课，然后老老实实地教课。这八个问题没思考或
者思考不深，你的教学就可能会偏斜。所以，建议每个老师在备课的时候，在案头上放张纸条，纸
条上就写着你对这篇课文如此八个问题的理解，提醒自己思考周全，做出取舍。当然语文教学备课
思考，具体到某篇文章，很可能还会有第九第十个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要谨记——语文教
学必须老老实实地教。什么是老老实实教语文呢？第一个关键词“老老实实”。,老老实实的课堂。
什么叫“老老实实”？“老老实实”对应的就是“花里胡哨”、“失去本真”、“光怪陆离”、
“莫名其妙”等等。老老实实教语文，意味着要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要贴近语文教学的原则，要
靠近学生学习语文的基本规律，通过这种规律来实现语文教学。身处在快速发展的信息年代，近几
年我们发现，语文圈江湖之气渐起，出现了很多所谓的门派。虽说百花齐放春满园，但我们更希望
，能从语文的原点和规律出发，从语文教学的原则出发，这样，我们的教学才真正实现了语文教学
的意义和价值。我建议老师们多多看看那句话，新课标以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为指导，明确提出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并重申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
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性质的共性是“综合性、实践性”；独特个性是“学习
语言文字运用”，这一课程定位突出了语文课程的独当之任。语文课程，其本质是学习语言文字的
运用，是“实践性”的课程，涉及的目标非常广泛，是“综合性”的课程。语文教学的目标指向是
语言文字运用。很多老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往往会忽略语文这一特征。在上课前，我们必须先去
重温语文课程的定义，语文课程的特征，时时刻刻落在我们心里并能具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我
们要思考，我的这堂课是不是为培养学生语文能力而进行的，是不是指向是语言文字运用的。语文
教学说到底还是比较简单比较实在的，听、说、读、写、思而已。课堂教学离不开这样一些具体的
实践，老老实实地把这些问题想透了，语文课堂就语文了。刚听陕西贾玲老师评课，她评《一棵小
桃树》，于我心有戚戚。上个星期我就在陕西白河县送教，为白河县的所有语文老师上了小学、初
中和高中的语文课各一节，其中初中我就选择了《一颗小桃树》这课。现在好多老师上这课，上着
上着，这棵小桃树，种得就不像“语文”的桃树了，花花绿绿的，枝条上挂满了非语文的东西。文
中有段话，“这棵小桃树长得很委屈，瘦瘦的、黄黄的，好像一碰就要立刻断了似的”，语言品析
阶段，老师不从语言文字本身出发，而是叫学生上讲台做出小桃树“瘦瘦的、黄黄的，弯着头紧抱
着身子”的姿态，学生在讲台前犹豫了半天，扭捏了半天，全班同学则是哈哈大笑。这样，我们能
感受小桃树的“委屈”吗？教学表演需不需要呢？需要。但是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篇文章适不适合
表演，这表演是否是为语文而进行？《一棵小桃树》是贾平凹先生的散文，文中批注有说，“课文
中一些描写反复出现，比如多次描写小桃树‘没出息’。散文中这类地方，往往寄托着深意，要仔
细体会”。所谓仔细体会，就是要潜入文字深处细细品味。它不能像是情景剧，得需要你从语言文

字中慢慢去体会。老老实实教不就行了吗？我在教这课的时候，注意到了编者在《一棵小桃树》中
标注了五处旁批。①寻常的情景，不寻常的情感。②课文中一些描写反复出现，比如多次描写小桃
树“没出息”。散文中这类地方，往往寄托着深意，要仔细体会。③是什么使我遗忘了小桃树
？④“蓄着我的梦”的桃核长成了树，而且真的开了花。作者仅仅在写花吗？⑤“我”的情感在这
里来了一个转折，您读出来了吗？我们很可以利用文中五处旁批，巧妙地整合、提炼、穿插，引导
学生自主走进散文深处，思考小桃树中复杂多姿的人生感悟。第一条批注提醒我们，散文阅读要紧
扣作者感情，要从眼前景中读出作者的内心情。第二条批注则是散文阅读的方式，要关注文章中反
复出现的细节，从中体会写作深意。后面三条批注都用问句形式暗示文本阅读要思考的内容，三个
问句紧联小桃树和“我”，旁敲侧击地引导学生思考这株“野”的、“没出息”的、不美的小桃树
与作者自己的特殊的情感联系，感悟作者内心的隐秘世界，理解文章托物言志、明暗双线的写作手
法。这实际就是用批注完成了自读课的教学。中午我跟贾玲老师说，看，我们的思维都是朝向了自
读课，朝向了课本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没有别的，比起一大堆资料引进，一大堆贾平凹的经历介绍
，我觉得教学更好地还是要把师生带回到语文的本真上去。语文就是这样的，老老实实地看文本
，老老实实地去思考这些问题，你会得出语文教学的“语文”的方法。再举个例子，某市高级职称
评选，一老师上高中的一篇课文《林黛玉进贾府》。老师大步流星一进教室就说：“同学们，今天
我们来一场红楼梦知识抢答赛”。学生立课兴奋了起来。好！第一题开始抢答，《红楼梦》的作者
是谁？手全部举起来了，大家喊着“曹雪芹”，老师一看，也搞不清楚谁也抢答的，就只好给每组
都加10分。第二个问题分数值很大，一共120分。我当时想了半天，怎么会有120分的题目？原来
，《红楼梦》里有12个美女，说出1个得10分，说出12个得120分。全班学生开心了，教室里炸响一
片，大家交头接耳，东凑西拼。要一口气说出12个美女还真难，最后把那些不是美女的刘姥姥全搬
上去了。这时候我想，课堂也热闹了，气氛也活跃了，这下老师该上课了吧。老师还不罢休，说了
第三个问题：你知道，这12个美女中，谁最美？显然这个老师想把问题引导到林黛玉上。可当代中
学生不喜欢林黛玉多，刀子嘴，小心眼，烦哪。最后绕了一圈之后，终于有学生说，林黛玉很美
，这时我想，林黛玉该进贾府了吧，该开始读文章了吧。结果，老师说了句话：“是的，林黛玉很
美，87版电视剧陈晓旭把林黛玉的美演得更美，请看大屏幕。”老师一按鼠标，电视剧《红楼梦》
林黛玉进贾府的片段就开始，我当时就很着急，从林黛玉迈着袅袅碎步走出雪轿一直到老祖宗捧起
那块玉，这怎么也要十几分钟啊。学生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了，老师又请学生谈谈观后感。我记得
当时，我在笔记上写了一行字，“如果是读后感多好”！读文章嘛，读后感和观后感是不一样的。
学生开始谈了，林黛玉怎么样，贾宝玉怎么样。老师又说了，你们谈得都很好，但是你们知道吗
，这部电视的主题曲有两句歌词，就写出了这两个人各自的性格特征，你知道是哪两句吗？请听
——又听歌啦！《枉凝眉》歌曲出来以后，听出了哪两句话？“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老师又问：为什么贾宝玉是无瑕的美玉，林黛玉是阆苑的仙葩？这时候叮铃铃下铃声响起。老
师那时候好激动的，这堂课气氛这么好，学生发言又那么积极，一个个眼睛都放光的。老师问我
：“肖老师，这堂课，我怎么样？”照理说，评委是不能跟选手直接交流的。但是我看他当时特别
特别兴奋，自我肯定感极为强烈。我就说，今年是来练练胆量的，明年再来好好练练语文。这就很
明确地告诉他，这堂课不行。这，真的不行。这堂课，又看电视又听歌，语文课要做的事情却没有
真正落实。语文老师要做语文的事情。什么是语文的事情？三句话：以语言为核心，以语文活动为
主体，以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为目的。我简称这三句话为“新三为”。所以，老师们，您无论是去
听课还是自己备课教学，请你拿这三句话去对照：这堂课是不是以语言为核心，是不是以语文活动
为主体，是不是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浮躁年代，很多青年教师太想
用一堂课来一举成名，总是喜欢追求新潮怪异，而忽略了语文的本真。一次，我去听《斑羚飞渡》
公开课。老师，一进来就问学生：“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我一听

，糟了，这部法律一出来，我就感觉到这堂课可能要走偏了。为什么？老师肯定没有好好读文章。
《斑羚飞渡》的主旨其实并不是讲要保护野生动物，不要猎杀斑羚。它是一篇动物小说，最后表现
的一定是我们这个社会复杂的人性。没想到，教学中他偏得还要奇怪。他问同学们：“你们读了这
篇文章以后有什么感受？”这个问题我很欣赏很喜欢的。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读了这篇
文章以后，我觉得很震撼的。”我当时在想，这个学生说得真好，《斑羚飞渡》很震撼的，按照这
个回答，老师应该继续问“你哪里读到震撼了”。学生可能回答“斑羚跳悬崖的那一段”，赏析了
以后，老师就继续问：“那你有没有读到比跳悬崖更震撼更悲壮的东西？”……这堂课就顺着这个
“震撼”走下去了。结果上课老师可能觉得这个“震撼”不是他要的答案，就把它轻轻避开了，说
：“你们知不知道老师读过以后的心理感受？”“老师觉得，这篇文章中的斑羚是个数学天才
！”我当时倒吸一口气，你读这个文本怎么读出“数学天才”？下面学生则很感兴趣：“老师，这
怎么会是数学天才？”你们自己看下文章，哪里有数字？我看了半天，只有一个地方有数字。哪里
有数字？两个悬崖之间，五米。斑羚每次跳只能跳三米，那么斑羚想出这个办法，至少得知道一个
数学公式，是什么？对了，3+3＞5！由此，这篇课文告诉我们，斑羚是一个有数学天才的斑羚。天
哪！沈石溪的《斑羚飞渡》飞渡到这个解读上了！一味的求新，求异，求怪，连老老实实读文章都
谈不上，又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地教课，老老实实地和学生一起学语言学语文？老老实实，以语言为
核心，以语文活动为主体，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目的。我没有听上午的赛课，无论什么课文，我
们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去思考，我是不是在老老实实地教这篇课文，是不是用语文的手法、语文的手
段展开我今天的教学。课堂不能太花哨，那意味着偏离。小学语文课《东方之珠》，一听课题我们
就知道写香港的。上课的女教师深情款款地说：同学们，你们去过香港吗？——没有。——你们想
去香港吗？——想！——那这节课，老师就带你们游览香港。老师真亲切温柔。可是，怎么游览呢
？请看大屏幕，大屏幕投影，马上出来了香港的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铜锣湾夜景等，海洋公园
里面还有几只小海豚在那里跳来跳去……学生马上就开心了，一开心就忘了读文章。然后老师就讲
了，你看，香港是多么美，香港是多么繁华，今天你想不想来赞扬一下香港，那就用你特有的方式
（我当时在笔记本上写着，应该是“用你语文的方式”）来赞美香港。“老师我要给香港跳个舞
！”“老师我要给香港唱歌！”……如此，整堂课下去，我们觉得这些都不是语文教学。所以，语
文老师想要赢得自己的学科尊严，必须要建立自己专业的东西，不能老师让其他学科的老师觉得语
文课很好教的，唱唱歌，跳跳舞，听听音乐，放放电影，扯天扯地……语文，真的不是这样的！我
们必须要紧紧地贴着它，以语言为核心，以语文活动为主体，以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为目的，遵循
，尊重，这就叫老老实实。第二个词语，扎扎实实。,我看到今天的选手，要上一篇课文《端午的鸭
蛋》，《端午的鸭蛋》里有句话大家都印象深刻，汪曾祺在写鸭蛋的吃法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筷
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为什么会对这句话特别有感触？我觉得，品析语言就该
如此。新课标从“语言文字运用”的领域、规范、能力等角度进行了全面论述，而且将重视语言文
字运用能力培养的思想体现在课程标准的各个部分，这表明了语文课程应主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
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更加贴近了语文的本质，学科特点更加凸显，课程目标更加具体和明晰。语
文课以语言教学为核心的，老师对语言的品位就必须扎扎实实地扎到文本深处。课堂离开了语言就
不叫语文。最初几年我教史铁生的文章《我与地坛》，教得好感动，听课的师生都在那里流泪，后
来钱梦龙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对于母爱的表达，一定要回到文中的原句中去品”，我才轰然惊醒
，原来我课堂上的感动都不是“语文”的感动。后来我也真的在其他人的课堂里听到了这样的非语
文的“母爱”。比如有老师教《秋天的怀念》。一进来，“这篇课文学什么的？”“母爱。”“对
，母亲。前天还是母亲节。”老师就深情地说：“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接下来请闭上眼
……”（好端端的学语文，干嘛闭上眼？）原来，这个时候老师要放音乐了。一按，音乐出来了
，满文军的《懂你》“花静静地绽放，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多想告诉你，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奇

迹。”有时，人更容易被音乐感染，因为音乐旋律更会带你进入一个情境中。音乐中，老师在这个
配乐中开始煽情叙说：“闭上眼，想一想，是谁在寒冬的夜晚为你守候一盏回家的灯？想一想，是
谁每天早上为你端上热气腾腾的牛奶？……”有几个学生忍不住了，眼泪就出来了，老师一看，眼
泪出来了，效果就出来了，就说：“好，睁开眼睛，请你说一说你和母亲感人的事情。”学生声泪
俱下地说完以后，老师又说：“今天你读了史铁生的文章以后，想对你的妈妈说些什么？”这堂课
，有感动，没语言，没文本。史铁生文章的母爱品析，不应该变成母爱主题的一个班会课，而是该
好好地就它的文字去感悟。“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
了，挡在窗前。”“这个“挡”字写得多好，老师要带领学生去咀嚼感受。“挡”字写出什么？写
出母亲的爱、母亲的敏感和果断。母亲知道，不挡在这个窗口，落叶就会激发我生命颓废萧条的感
受，会把我心中的消极慢慢地积累起来。再比如，这个“挡”字可以看出一个爱我的敏感的母亲
，她的内心。北海的菊花开了，“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
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为什么写那么多色彩？细细品味，文字深处，那不就是，我要好好地活
了吗？还有，文章为什么有那么多省略号？“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史铁生都想些
什么，想说什么，老师们，必须要好好进入语言深处去感受。都在教《一棵小桃树》，都说是赏析
贾平凹对一棵小桃树的描写。但我发现，好些老师只套语式地说“语言生动形象”就算过去了。不
是的！“生动形象”，你一定要引导学生进入到语言最细微处去感受。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阅读
时，“要尽量去体验作品中美好的内容和形式，并陶醉于其中”。语言品析，就是要抓住关键的一
个句子、一个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引领学生体验并陶醉于咀嚼语文的美好滋味，品味文字里的
深沉情感，真正地走进文本。“它长得很委屈，是弯了头，紧抱着身子的。”我们都会问同学们哪
个词写得好？“委屈。”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小桃树……不对的！“委屈”为什么就写得好？你得问
问学生，如果不用“委屈”，你会用什么？小桃树长得很瘦弱，小桃树长得很可怜，小桃树长得弯
弯的，小桃树长得不正常，小桃树长得不健康……贾平凹都没有用这些词，“委屈”这个陌生化词
语的运用对作者表情达意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高手用词。“角落里拱出一点嫩绿儿”哪个字？“拱
！”平时我们会用哪个字？“长”。为什么不用“长”而用“拱”呢？这才是真正的进入文本中去
感受语言的魅力。我们强调对语言品析鉴赏，就是要学生不能浅尝辄止，而是细细品味，深化认识
融会贯通，把握实质将范文中的语句化为已有。语文教学应注重语言的感悟、积累和运用，从整体
上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语文教学如果离开了语言的教学，没有扎扎实实地进行语言方面的感悟，我
们的语文课还剩下什么？过去高中有一篇课文《米洛斯的维纳斯》，是日本美学家写的，维纳斯为
了她的美，必须要断去一双手，任何为她接上双臂的做法都是在破坏这种美。老师上课了。“你们
去旅游过了吗？”“你们都到哪个地方旅游啦？”最后有学生说，我去北京了。老师开心了：“北
京你们都去什么地方了？”长城，故宫……最后终于有学生说“圆明园”，老师高兴了引出了圆明
园的废墟图。“有人说，要把圆明园重新修缮一下，你们怎么评价？”“老师，不行，废墟代表着
历史耻辱，代表着记忆，代表着我们不能忘记，我觉得废墟有一种残缺的美。所以，老师，不可以
的。”争论了很久后，老师说：“余秋雨先生正好也写过一篇文章《废墟》，我们一起看看。”他
还真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了，里面有句话我觉得非常深刻：“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
老者是让人遗憾的。”一堂课就这样说了下来。文章不读，文章不品，语言不感悟探究，就是为了
道理而道理，为了思想而思想。我们忘记了语文是干什么事情，品味语言是要引领学生扎扎实实地
走进文章、走进文字深处去感受思想情感。所以，无论教什么类型的文本，必须要坚持文本语言阅
读、品味、训练、体验等。有老师教《赤壁赋》，教得非常有意思。进来以后，说：“同学们，我
们要来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学生一听高兴了，“穿越”那时候很流行。“怎么穿越啊？”老师
就开始说了，“如果一个夏天的夜晚，明月当空，一阵风吹来，把你吹到吹到了长江边赤壁上。老
师说“真的就是长江边赤壁上，这个时候，一个白衣儒士踏着月光翩翩而来，你们知道他是谁

？”同学很配合地说：“他是苏东坡”。“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遇到了，会有一场怎样的对话
？请你们俩开始对话。”这样，全班级同学两个两个对话，然后学生上台表演。“苏东坡先生，你
被贬黄州，宠辱不改，你为什么那么开心？”“苏东坡先生……”这堂课很创新，下课以后问我
，上课老师要我评价。我说这节课，可以用两句话形容“清风徐来”，老师一听很高兴，后一句话
别忘了，“水波不兴”。《赤壁赋》，苏轼通过各种艺术手法表现自己坦荡的胸襟，他只有忘怀得
失，胸襟坦荡，才能撰写出“文境邈不可攀”的《赤壁赋》来。这篇文章几乎包揽了苏文的主要风
格特点。这么好的文章，不读，不做语言品读，不去品悟，太可惜了。所以只有老老实实回归到语
言，才是语文教学态度。引导学生潜心会文是语文教学的根本。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
边有一句话：“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以前，我们
每次教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让学生画出其中的形容词“紫红”“碧绿”“光滑”等，然后我们说一
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事物的特征”就算是品析了。有名师不这么教，他问了学生一个问题“石井
栏为什么是光滑的”。这个问题，我当时在想，我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石井栏为什么是光滑的
。课堂学生也愣住了，几秒钟以后，纷纷举手。“老师，我知道石井栏为什么是光滑的。一定是少
年鲁迅经常在石井栏溜来溜去，走来走去，滑来滑去，时间长了以后就把石井栏光滑了。”一想
，真对啊，小时候我就有这种生活体验的，然后老师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这就说明，百草园是我
们的乐园”。天哪，我们绕一圈才教出“百草园是我们的乐园”，名师从这一个小小的形容词里就
看出百草园是我们的乐园；这就是语言的魅力，这就是引导学生潜心会文。语文老师对语言要有高
度敏感。可以说，语文教学的高低、优劣，最后就取决于老师对语言的敏感度。很多老师离了教参
没办法评语言，他自己读不出语言的味道。2015年1月，在江苏镇江，有一个《孔乙己》同课异构教
学，五位老师一起上孔乙己，我也在其中。鲁迅先生说过，在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中，他最喜欢《孔
乙己》。“能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
露，有大家的风度。”（孙伏园《忆鲁迅先生》）这篇经典的小说，匠心独具，又有着丰富的主题
意蕴，无数次被名家深品细嚼，又无数次经名师课堂演绎。那么，我该教什么呢？怎么教呢？手
？脸？酒？笑？排？摸？可笑？可悲？看客？……我一个个地思考一个个地否决。组织者王益民老
师还很有点子，他想了好多招数来“逼迫”我们思考。他把《孔乙己》教参的内容全部印发给学生
，还要叮嘱每个学生读七遍。老师们，一个学生把教参读了七遍，你站在讲台上还能讲什么？另外
他还有一招，他百度了一下把全国名家教《孔乙己》的切入点编了一条短信：黄厚江先生从手首入
，余映潮先生从酒入，某某先生从某某入……就看你从啥入？他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突然你发现
，这个世界，连百度都靠不住了。这个时候，你就得自己去琢磨，我后来就觉得，这个招真灵啊。
我当时也不急，就好好地把文章读，反复地读，突然发现，《孔乙己》里面所有的字都是那么地精
彩，所有的文字都可以挑出来作为切入点去教学。“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哪个字
？“又”字。“他们又叫道，你又偷了”，这么多又字出现，不是很有意思吗？“孔乙己你脸上又
添新伤疤了”。哪个字有意思？“新”字，就伤疤还在，新伤疤又来。孔乙己悲惨如此。我们再看
，品语言品深刻的话，你会真正发现，《孔乙己》不只是给他讲封建社会怎么黑暗怎么黑暗，不是
这么回事。你要去引领他感受，鲁迅先生是怎么写的。你们看，有一段话，掌柜听说孔乙己偷丁举
人家，被打折了腿，这时候掌柜说了一个字“哦！”找同学读读看，鲁迅“哦”字后面用了
“！”应该怎么读？这个感叹号里有什么！他们后来的对话（“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
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
？”“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谁说谁说都不
出现了，都是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呢，谁说谁说都没有了，要不要把这些人都加上去，加上去试
试看，不能加，加了问答的节奏都被打破了。因为他们太想知道孔乙己的惨状、鲜血淋漓，作为谈
资，没有语言的深刻感触我们是无法感知这些东西的。我觉得我们要下苦功！人教版初一有一篇课

文《走一步，再走一步》，我在教这篇课文的时候，注意到父与子的对话：“下来吧，孩子，”他
带着安慰的口气说，“晚饭做好了。”“我下不去!”我哭着说，“我会掉下去，我会摔死的!”“听
我说吧，”我父亲说，“不要想着距离有多远。你只要想着你是在走一小步。你能办得到的。眼睛
看着我电筒的光照着的地方，你能看见石架下面那块岩石吗?”我慢慢地把身体移过去。“看见了。
”我说。“好，”他对我说，“现在你把左脚踏到那块岩石上。不要担心下一步。听我的话。”我
们来好好品味一下这段话，“下来吧，孩子，晚饭做好了。”哪句跟指导下来没关系的？“晚饭做
好了”。那这句话要不要删去？有同学还真拿出笔准备要删去了。我说，你还真要删去啊？有同学
说，老师我觉得这段话不能删去。“晚饭做好了，平时我爸爸妈妈也会这么说的。”“这个意思是
说，今天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做了一个事情，溜到悬崖上去玩了一会,安安静静下来就行了。
”“这说明父亲很注意说话的内容，用它来平息我内心的恐慌。”再注意下，如果你站在悬崖上
，你爸爸会怎么讲，你爸爸肯定凶神恶煞似地说“下来吧！孩子！”你发现这个爸爸，说话用逗号
用句号，没用感叹号。为什么不用感叹号？他怕把孩子惊慌，怕孩子更恐惧。所以这个父亲不但很
注意说话的内容，还注意说话的语调。这就叫品语言，品到标点符号上去了。再看《一棵小桃树》
，第二段有个词语叫“一片一片”连在一起了；到了倒数第二段的时候，写雨中的桃树落下来的时
候，“一片，一片”中间为什么加个“，”？能不能也写成“一片一片”？不能。它把每一片被雨
打落的花瓣都苦难地袒露在我们读者的面前，那么清晰，那么沉重，那么艰辛，那么坚强。原来
，一个逗号在散文当中也是可以表情达意的。细心咀嚼,耐心挖掘,细心品味，引导学生深入品味语言
的细微变化,必定能加深学生对语言和文章的理解。学生于语言细微处见语言文字的魅力，教师于语
言细微处施有效教学。所以，老师们，探究语言，感悟语言，你才能真正地引领学生进入到文本
，课堂上你说很多，都不如让他自己钻入文本深处去感悟作者那种深沉复杂的情感效果更好。因此
，语文老师，必须要贴着文字语言去教学，扎扎实实地扎进去，“吱”的一声，文字内蕴的魅力才
会冒了出来。第三个词语“真真切切”。,教学一定要真真切切。真真切切地让学生在课堂上读，真
真正正地让学生在课堂上思，真真正正地让学生去说、去表达。无论你是公开课、比赛课还是其他
什么场合的教学课，首先都得是语文课。我没有听到四位老师上的课，但我一直在关注这些思考
，如给学生读的时间充足吗，如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充足吗，如我们是不是很紧张地推着赶着学生在
走，我们有没有留出真是的时间让学生消化文字和语言……我记得前几年一个全国教学大赛暑期在
某地举行，一看课题，就有点担忧了。《滕王阁序》《兰亭集序》《祭十二郎文》《报任安书》
……文言文，经典名篇，又都是较长篇幅，很多语句文意生涩，读准字音，疏通字词，这样读懂怕
也要一节课。这一节课又怎么个赛法？既要疏通文句读明白，又要探究思想读深厚，一节课，真能
做到吗？最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赛课，不是赛车》。对好课的评价，最终的落脚点是学
生，也就是他们学到了什么，又是怎么样学到的。一课时，教师慌慌张张地赶着走，学生神情茫然
地被推着前行，他们真的把《滕王阁序》这样的美文种植进心底了吗？现在听课我更注重听细节看
落实，我不强求这堂课一定要走到哪一个程度。没有比真实的教学更好的教学。所以，我们一定要
考虑，学生是在真正地学习语文吗？去年12月，我去桂林讲课，给我的课是《祝福》，一万字的小
说，我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跟校长说，麻烦你晚上回去的时候跟老师交代一下，《祝福》这篇小说
，读几遍就可以了。结果校长忘记了这事，学生也不知道今天要上的是《祝福》，甚至有的连个文
章也没有。我扫描了几个学生手头的文章，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圈圈划划的，阅读，是要有痕迹的
，论说的深刻不等于细节的入驻。“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读懂鲁迅作品，还是要“读”字
当先。我也安静下来，没关系，先读文章，就先认真地读文章，45分钟，25分钟都在读文章，读了
以后还剩下20分钟，20分钟也有20分钟的教学方法。学生在那里读文章的时候非常安静，听课的老
师很为我担忧，好些我的好朋友，一直用手提示“你还不上课呀”？我心里却很踏实，没有比给学
生充足的读书时间更好的教学了。后来，这堂课，真的也上出了较为精彩的后20分钟。所以老师们

，不要赶着学生走，一定要真真实实地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读文章、品味语言，去思考探究问题，课
堂一定要真实。一次去外地讲公开课，一个班主任很好心的，我在吃饭的时候，在门口示意：“肖
老师你出来一下。”我说，什么事情啊？她偷偷地给我一张纸条说：“打钩的那些名字，是我们班
级里读书很不好的、上课调皮捣蛋的、问也问不出什么东西的，这几个人你千万别叫他。”我愣住
了，说，老师麻烦你把这句话收回去，把这个纸条也拿回去，我正好没看。教学是无法选择学生的
，我们面对学生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很多老师教学比赛时碰到我就说：“肖老师我今天很倒霉，抽
到了这所学校最不好的学生。”那他们就不是学生了吗？“他们抽到了文科班，语文能力强，我抽
到的是理科班。”理科班就不学语文了吗？老师们，当我们在选择学生，把所有的精彩都拉过来的
时候，请问这堂课还是您的课吗？一问学生都会答，请问这个课还是你要的课吗？真实的教学非常
重要。真实的教学就要给学生留有思考、空白，留有尴尬。太舒畅地行云流水，要么说明你的课堂
问题没多大的含金量，要么就说明你的课堂失去了它的真实性。真真切切，教学最美。第四个词语
，深深浅浅。,我们自己读书一定要深，我们自己解读一定要深。但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
，怎样根据学情做出好的教学。有这么一次教学活动，《散步》这篇课文分别给小学生、初中生、
高中生来学习，后来我们发现三堂课大多数内容是一样的。说明什么？我们的教学是在做一种无用
的重复，没有根据学生的认知度选择教学内容。浙江省很有意思，初中语文是人教版的，高中语文
是苏教版的，这样杨绛先生的《老王》就出现了两次；初中也出现，高中也出现。我在想在教学过
程中肯定就要有区别了。解读时要依据学生的学情来选择你的教学内容。课堂教学一定要思考一个
问题，我们是基于教的教学还是基于学的教学，一个课堂是为了表现你的才华还是展现学生的学习
，这是我们大家要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就想浅浅地教语文，这个浅，不是说浅薄的、肤浅的。
而是希望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把我们深刻的理解，深入浅出，浅入深出。所以，依据你的教学对象
，依据单元的教学目标，做出好的适合的教学，是我们每个老师要去思考的。今天的我们，重新再
看以前的文本，自然会看出40岁、50岁、70岁的态度。但是别忘记，我们眼前的孩子，他就是七年
级的、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阅读经历。文本的深刻，我们是提早告知了
呢，还是去按照规律去学习的，这也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第五个词语，灵动灵活。,我想不出
AABB四字词，就用ABAC词来代替。我们说语文教学老老实实地教，并不意味着语文教学是死板的
、机械僵化的。语文丰富、语文博大、语文精深、语文美丽，可以根据一篇文章的特点，可以根据
学习的情况，做出很灵动、灵活的教学设计。有老师上《桃花源记》，第一次，问题是这样的，渔
人是怎样进入桃花源的，桃花源那里的景色怎么样，桃花源里的人又怎么样，出了桃花源以后，又
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设计太没创意，能不能灵动点？第二次，桃花源，一个怎么样的桃花源？美
丽的桃花源，偏僻的桃花源，安静的桃花源，和睦的桃花源……文本多元的思考出现了。有一个学
生回答了，“老师，桃花源是一个绝境”。我盯着“绝境”二字想了半天。我说，“绝境”两字你
抓抓看。第三次，桃花源是一个“绝境”，什么是“绝境”？先解释了：与世隔绝的地方。绝境
，桃花源是一个绝,之境，请你填上一个字。这就把前面那个问题更显文言化了。桃花源是一个绝美
之境，桃花源是一个绝僻之境，绝静之境……深入文本，挖掘桃花源的特点。老师就教到这个位置
。我告诉他还不够，你再读读文章后两段，你还会发现桃花源是一个绝无之境！那么，陶渊明为什
么要写这个“绝无之境”？文本意义就打开了。当然，《桃花源记》一文可以切入的点还有许多
，全在老师你的玲珑心里。你教得灵活、教得灵动，课堂上还可以有很多激发学生思维的问题出来
。语文课的特点就在于实施教学的人是有悬念地在教学，你要引领学生怎样走进，你要引领学生怎
样走向远方。都说生活是有诗和远方的，但老师你自己首先缺乏了诗意，你又怎么能够引领学生走
向远方？后来，《桃花源记》我读了很久，听了很久，我跟别人开玩笑说，如果你不会教语文，哪
怕你多多读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会发现《桃花源记》的每一句话其实换个角度在告诉我们
语文教学的秘密。《桃花源记》，怎么就是语文教学的秘笈呢？你们看，课堂教学应该“缘溪行

，忽逢桃花源”，语文课堂要有一条线索、一条脉络串成。“忽逢”告诉我们，好的语文课应该引
领学生不知不觉进入一个高的境界。你要怎么解读，很简单，“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只有把文
字读懂、读透，你才能发现浅表的外在后面有一个很深的地方。你要怎么提问题，问题既不能太难
又不能太容易。怎么问？“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你不能把它遮得严严密密，要让它透出一种
光，感受到思考的快乐。好的课堂应该如何激发学生去思考？《桃花源记》也告诉你了。“初极狭
，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再想想看，教学问题要一大堆吗？不是的。《桃花源记》告
诉我们：“中无杂树，落英缤纷。”没有杂树不等于没有树，而是它有最重要的主树，那么课堂要
有主问题，用主问题来激发学生的思维，让思维像片片落英，缤纷满地。这不都是好的语文教学方
法吗？你一定要问我是怎么想出来这些来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笑）。本真，本色，实实在在
，就是好的语文。当你时常用语文之心去思考语文的时候，老师们，语文才能真的进驻你的内心
，化作美丽的风景。你和我，我们本身都不完美，也无须强求完美，但我们必须努力前行。一句话
，爱世界，爱生命，爱语文，老老实实地教语文，绽放你教学的智慧，这样语文会与你做出许许多
多美丽的相逢与相撞。恭祝各位老师，教出好的语文、精彩的语文！,木子淇,软件不多，但却都是高
质量的，都是良心推荐（也许你就不知道）,这些应用都是自己通过体验各种同类型的APP，个人认
为相对质量比较高的APP,良心分享。,PS:这里主要没有对软件进行具体介绍，只是简单描述一下，希
望大家支持下。,应用市场类1：酷安市场2：APKPure总结：a: 酷安 是自己最喜欢的国内手机应用市
场，没有之一，文中提到的软件几乎都可以在 酷安 里面下载b: APKPure 是一款外国APP的聚集地
，大部分的外国APP都可以在上面找到c:酷安 和 APKPure 一个国内应用集聚地，一个国外应用聚集
地，足矣购物类1：网易严选2：辣品3：闲鱼4：礼物说总结：a:网易严选是高质量购物平台，之所以
推荐，是真的可以在上面买到高质量的东西b:辣品 主要在上面可以找到一些价格十分便宜的小东西
，有时候甚至不要钱c：礼物说 主要用于送给别人礼物时，可以考虑d:必需品考虑网易严选（质量保
证），可以再辣品上淘一些小东西，毕竟价格真的便宜（质量不保证）音乐类1： 网易云音乐,2：落
网总结：a：网易云音乐相信不用多讲，个人认为目前最好用的音乐软件b 落网 界面简单，赏心悦目
，可以换种方式来听歌c：类似的软件还有音悦台 5sing原创音乐 可以考虑d:个人认为听歌一个软件
——网易云音乐就够了，其他软件只不过是换个环境，换个界面来作为辅助软件偶尔听一下电影类
1：开眼Eyepetizer2：电影天堂总结：a:开眼每天推荐5个精选视频，上面的视频质量非常之高，你可
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短片b: 类似开眼的还有**V电影 **，同样是高质量短视频c: 电影天堂不仅可以看
电视直播，并且有很多最新电影免费看d:自己并不怎么看视频，相信喜欢看视频的童鞋有这几个软
件足够了资讯类1：即刻2：轻芒阅读3：IT之家总结：a:即刻是自己最喜欢的资讯APP,没有之一，因
为它把主要的资讯整合起来，并且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兴趣推送，大量节省自己的时间b:轻芒阅读 个
人认为类似 即刻APP，自己选择想要看的资讯和文章的来源，也是大量节省自己获取信息的时间c:
IT之家 最牛逼的IT资讯软件，值得一下d:类似的高质量资讯APP还有界面 Flipboard写文章类1：
zine2： 为知笔记总结：a:类似APP还有印象笔记 简诗 简书 石墨文档 锤子便签b: zine是自己十分喜欢
的写文章出处排版十分精美，体验了就可以知道c: 为知笔记 ，个人认为和印象笔记差不多效率办公
类1： 脉脉2： 钉钉3： 奇妙清单总结：a：三个APP都可以协同合作，提高办公效率b: 为什么要用脉
脉行业交流，职场干货，匿名吐槽，找人办事**c: **钉钉 是一种工作方式，免费的办公平台，专门
为中国企业和组织打造d: 奇妙清单待办事项管理应用，记录点子或者想法，想要完成的任务，并且
可以多人共同交流分享（个人最喜欢的记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应用并且可以同步电脑，ps:电脑也
有客户端）生活习惯类1： 种子习惯2：Forest总结：a: 种子习惯不仅可以每天签到打卡，坚持自己的
习惯，也可以每天学习别人的好习惯，当然，别人也可以学习你的好习惯（个人喜欢在上面坚持签
到）b: Forest让你保持专注的神器，当你在种植一棵树时，如果你在玩手机，你种植的树就会死亡
（在自己想专心做一些事情时，自己会用这款应用）生活衣食住行类型1： 下厨房2： 好好住3： 航

旅纵横4： 丁香医生总结：a: 类似 下厨房 的APP还有厨房故事b: 当你还在为不会做菜发愁时间， 下
厨房 手把手教你变为厨房小能手c: 好好住专注家居生活分享的社区，从现实出发的居住指南和热于
分享的屋主，带来了可操作的参考（强烈推荐）d: 坐飞机就用“航旅纵横”，中国民航信息官方出
品，适合经常坐飞机的人e: 丁香医生，个人认为真的很需要，毕竟人的健康才是在重要的，（强烈
推荐）f: 类似 丁香医生 的APP还有春雨医生阅读类1：犀牛故事2：微信读书3：得到4：单读总结：a:
个人十分喜欢 单读，因为自己十分追求阅读的界面，而 单读 就是带给你感动的APP，单读坚信几百
次的点击和浏览抵不过一次在阅读中长时间的沉浸（强烈推荐）b: 犀牛故事 ，中文互联网最专注于
故事的文字生产，分享社区，日渐强大的APPc: 微信读书，腾讯的良心APP，不仅可以接通微信好友
，而且接通 公众号文章d: 得到，大量优秀的职场干货书籍，值得一试文艺类1： 最美时光2： 聆雨
3： 人言总结：a: 最美时光，帮你记住重要的日子，通过不同的背景模板，让你的记忆动态化（强烈
推荐）b: 聆雨 当你在心烦意乱时，可以打开这款APP，通过感受不同程度的雨声，让你重新收获美
好心情c: 人言 ，就像是一本私人专属的杂志，记录生活中的所感所想，每一种集合，都是一种心境
图片类,1：拼图类型,1: 拼图酱2: 简拼3: Layout总结：a： 自己主要使用 拼图酱 就足够满足日常需求
b： Layout作用类似与 拼图酱 ，但是相对于 拼图酱 内存更小，效果更少c： 简拼 利用各种模板，可
以做出各种各种酷炫海报和封面,功能十分强大d： 类似软件还有cutie 图片合成器,Ocamera2： 图片收
集类型,1: Mysplash2: pin采集3: 500PX中国版4: cuto总结：a：类似软件还有优美图 花瓣b： 推荐 cuto
，壁纸确实十分高质量，并且软件让你使用得心应手，值得一试c： Mysplash上面的图片质量同样很
高，不过 500PX 可能图片加载比较慢3： 图片简单处理类型,1: 留白2: ZERO3: 美卡4: Foodie5:黄油相机
总结：a： 留白 与 ZERO 软件类似，对图片进行简单的图文搭配，实现不一样的效果b： 美卡 功能
更为强大，并且也有拼图和图片简单编辑功能c： Foodie 主要是对食物的图进行不同滤镜，效果十
分明显，强烈推荐d： 黄油相机 强烈推荐，上面可以找到各种别人自己制作的精美图片，并且你自
己也可以利用已有素材制作出精美的图片5： 个人经常使用 留白 和 黄油相机4： 图片好玩处理,1:
facetune2: FORK3: prisma总结：a： FORK - 将生活变为漫画，通过不同的贴纸，气泡，卡通大字，滤
镜，让你的图片变得极具漫画性b： facetune 简简单单的滑动，让你的脸部变得更具魅力，超级牛逼
的人脸处理软件c： prisma 将照片变为名画，通过强大的滤镜功能，实现牛逼的艺术效果5： 图片专
业处理,1: snapseed2: VSCO总结：a： 类似 snapseed 的专业修图软件还有泼辣修图b：个人认为
，VSCO 滤镜功能是目前所有同类型APP最为强大，滤镜种类也是所有同等类型APP最多c: VSCO 与
照片分享平台 VSCO Grid 完美结合视频处理类1： VUE2：philm3：Quik4: 皮影客总结：a： VUE, 6秒
钟玩出大片的即视感，个人认为最为强大的手机视频编辑软件，强烈推荐b： philm 全球首款实时风
格化滤镜视频编辑软件，简单的处理，让你的视频变得极具艺术气息（风格类似与上面提及到的
prisma 软件）c： Quik ，将你的多张照片制作为视频，你自己可以加上软件提供的素材，让你自己
体验制作视频的成就感d：皮影客 ，三分钟做一部动画片，拥有全球顶级的动画云技术，让普通人
制作出准专业级的动画片最后安利1：一键生成2： Clipboard Plus3： Meemo4： 带壳截图5： 24PI6:
微痕迹7：逼逼机8：MYoTee脸萌总结：a： 一键生成，通过各种精美的模板，让你在手机上制作出
精美的 PPT和海报，强烈推荐b：Clipboard Plus 功能类似于锤子系统的bigbang，让你复制粘贴变得更
加得心应手，而且有更加高阶的玩法c: Meemo，当你手机上装了几百个软件，而你又想寻找某一个
软件却找不到时，Meemo9键拨号帮你快速找到自己想要打开的软件（十分方便）d:带壳截图，顾名
思义，生成一张你的图片在另一个手机里的图片（个人经常使用这个APP制作的图片，用作PPT里面
）e:24PI,每天必开的软件，每天记录着你的手机使用时间和你在每个APP上使用的时间，最为感动的
是，它会提醒你手机已经使用过长时间，让人感动f: 微痕迹，当你还在为朋友圈里面的小视频在手
机那个文件夹里面时间，这个APP帮你解决，并且你的手机上 QQ 和微信收到和浏览的所有文件都
清晰地分类整理好，让你一目了然g: 类似 微痕迹 的APP，还有腾讯文件管理器 （也是强烈推荐）h:

当你的手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却怎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大喊“逼逼机”，你的手机就会回答你了
，对于健忘症童鞋十分适用i:脸萌可以自己制作属于自己的卡通头像，自己选择造型，通过傻瓜式操
作得到属于自己的卡通头像（自己简书的头像就是用这个软件做的）最后,本文只是前面三篇文章的
总结，还有补充了两个APP作者：木子淇,链接：p/97eca3271f69,來源：简书,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
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阿拉伯数字仅有十个，全球仅有100枚两数字
.com域名，此类域名可谓米市中的钻石级品种，其市场行情价甚高。玉米网（）11月24日讯，昨日
英文单词域名以超180万元高价易主，今天域名市场再度传来重磅交易，又一枚极品域名出现了交易
动态，该域名成交价可能高达八位数以上。据悉，域名卖家是投资人“臭鸡蛋砸大炮”，其本人在
朋友圈表示域名交易已完成了。“臭鸡蛋砸大炮”可谓域名界资深投资人，其名下还持有众多精品
域名，如、、、、等。域名注册于1997年，至今已有20年注册史。域名有“巴士、巴斯、拔丝、巴
市”等谐音，可对应的终端数量极多，如80s电影网、八零电子书、8080影院、巴零互联、80劲舞团
等。数字域名没有特定指向，因此可以建站使用的范围极广。域名可应用于搭建金融交易平台、网
络电影院、网络游戏网站、在线教育网站等，应用价值甚高。两数字.com域名作为米市中的钻石级
品种，每一笔此类域名交易价都高达八位数。2017年5月，域名被爆交易，该域名在2015年12月曾以
超500万美元，约合3300万人民币交易，此番再度交易，其成交价估计不会低于中八位。2017年4月
，域名以1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55万元易主。域名卖家在2006年拿下这枚域名是仅仅花费了7.5万
美元，十年时间，该域名升值160多万美元，卖家净挣1000多万元，真是投资有道。2017年2月，域名
在海外域名交易平台以182万美元，约合1200万人民币易主。数字域名全球通用性极好，可建站使用
的范围极广，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数字域名在国内外米市中都是备受青睐的域名品种。两数字
.com域名作为数字域名中的佼佼者，其市场行情价高达八位数，应用价值无可估量。,能力的真谛
①能力，就是做事的本事。什么样的人最有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说，善于思考的人最有能力。②为什
么相似的工作条件，相当的智力状况，有的人能出类拔萃，创出骄人的业绩，有的人则工作平平
，见不到特色和浪花?绝大多数人看待优秀者，往往只关注他们工作的成果和辉煌的业绩，很少去跟
踪和分析他们的行为习惯。换句话说，就是只羡慕别人篮子里的苹果多了，但没有留心是怎么多起
来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把本职工作干好，只不过有人还没有真正把握能力的真谛，而优秀者
已经在思考的小路上踏出了闪光的足迹。③曾听过这样一个试验。一位老师用手指沾糖尿病人的尿
样来尝味，然后让学生们都做一遍。学生们愁眉苦脸地照做了。这时老师说：“我在教你们观察和
思考细节。谁观察和想到我伸进尿样的是拇指，舔的却是食指?”学生们的教训，一是没有认真观察
，二是没有深入思考。④船的力量在于帆桨，人的力量在于思考。山因势而变，水因时而变，人因
思而变。一个善于并且会正确思考的人，才真正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拿破仑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东
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⑤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就经过了
“十年的思考”。他说：“学习知识需要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学习方法成为科学家
的。”黑格尔在著书立说之前，曾缄默6年，不露锋芒。在这6年中，他以思为主，专研哲学。哲学
史学家认为，这平静的6年，其实是黑格尔一生中最富有成效的思考时刻。牛顿从苹果落地导出了万
有引力，有人问他有什么诀窍，他回答说：“我并没有什么方法，只是对于一件事情作长时间的思
考罢了。”他还说：“我的成功归功于精心的思索。”⑥现实生活中，仔细研究我们周围的成功者
，无一不是善于思考者。但也有一些人，要么整天忙忙碌碌地干这干那，要么无所事事地去东游西
逛，就是不给自己留下一点思考的时间，也从来不注意培养自己良好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法。到头
来，时间用上了，精力耗费了，工作却没有多大起色。⑦思考是创新的第一步，是一座掘之不尽的
能力宝库，没有思考能力就缺乏行动能力，就谈不到创新，谈不到创造性工作。只有努力养成善于
思考的良好习惯，形成人人思考、自觉思考、终生思考的好风气，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才能提高
。,点击以下文字更精彩哦！,”这样。第三个词语“真真切切”…”“后来呢。⑤“我”的情感在这

里来了一个转折。必定能加深学生对语言和文章的理解，能不能灵动点。语文课要做的事情却没有
真正落实。语文老师对语言要有高度敏感，“又”字？“要尽量去体验作品中美好的内容和形式
？老师一听很高兴，可以根据学习的情况，无人修剪；这堂课。用主问题来激发学生的思维：一进
来。我看到今天的选手： 下厨房 手把手教你变为厨房小能手c: 好好住专注家居生活分享的社区
，com以超180万元高价易主。你再读读文章后两段？教出好的语文、精彩的语文。小学语文课《东
方之珠》，该域名成交价可能高达八位数以上…中国民航信息官方出品。为什么不用感叹号…课堂
不能太花哨，也无人修理，满文军的《懂你》“花静静地绽放，语文教学的目标指向是语言文字运
用，想一想…什么是“绝境”；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在图书馆的书架前寻找要看的书，说
：“同学们。com域名注册于1997年？这篇课文最大教学意义在什么地方（即思考它的教学价值
）。5万美元：语文能力强，昨日英文单词域名spend，数字域名全球通用性极好。苏轼通过各种艺
术手法表现自己坦荡的胸襟，我们一起看看，留有尴尬？学生是在真正地学习语文吗，因此可以建
站使用的范围极广。我才轰然惊醒，鲁迅先生说过，鲁迅“哦”字后面用了“；课堂也热闹了。
能够在所借的每本书中都遇到一个相同的名字的几率很小，而忽略了语文的本真，是我们每个老师
要去思考的，从整体上提高学生语文素养。我觉得废墟有一种残缺的美，你教得灵活、教得灵动。
“山有小口。我看了半天，“这篇课文学什么的。“想看好花。没有扎扎实实地进行语言方面的感
悟？老师应该继续问“你哪里读到震撼了”；我是不是在老老实实地教这篇课文！“老师我要给香
港跳个舞…《桃花源记》我读了很久，沈石溪的《斑羚飞渡》飞渡到这个解读上了。那意味着偏离
，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时候…自己会用这款应用）生活衣食住行类型1： 下厨房2： 好好住3： 航旅
纵横4： 丁香医生总结：a: 类似 下厨房 的APP还有厨房故事b: 当你还在为不会做菜发愁时间，你知
道是哪两句吗；教学一定要真真切切，日渐强大的APPc: 微信读书？大量节省自己的时间b:轻芒阅读
个人认为类似 即刻APP；我们绕一圈才教出“百草园是我们的乐园”。此番再度交易。我当时也不
急，老师高兴了引出了圆明园的废墟图，我们的语文课还剩下什么。我们一定要考虑。拿破仑曾说
。点击以下文字更精彩哦，又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地教课。然后我们说一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事物
的特征”就算是品析了，每个人都有能力把本职工作干好。
其中初中我就选择了《一颗小桃树》这课？不露锋芒，com域名？他问了学生一个问题“石井栏为
什么是光滑的”，独特个性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书卷多情似故人。能力的真谛①能力，很
简单。瘦瘦的、黄黄的。com等。《斑羚飞渡》的主旨其实并不是讲要保护野生动物，学生在那里
读文章的时候非常安静。学情预判。第二个词语。”长城，也曾与她擦肩而过，散文阅读要紧扣作
者感情。让你自己体验制作视频的成就感d：皮影客 。所以只有老老实实回归到语言…一听课题我
们就知道写香港的？教师慌慌张张地赶着走，这就把前面那个问题更显文言化了？你自己可以加上
软件提供的素材？深化认识融会贯通。让你的视频变得极具艺术气息（风格类似与上面提及到的
prisma 软件）c： Quik ？牛顿从苹果落地导出了万有引力。com/p/97eca3271f69。我在教这篇课文的
时候。你能看见石架下面那块岩石吗：我不强求这堂课一定要走到哪一个程度…纷纷举手，最为感
动的是，匠心独具。把握实质将范文中的语句化为已有，像是春日在窗外盛开的山桃花，于我心有
戚戚…比如有老师教《秋天的怀念》！灯火阑珊的城市，这篇文章是怎样去写的文章（即语言特色
、写作手法）。
后面三条批注都用问句形式暗示文本阅读要思考的内容：”最后有学生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文章
为什么有那么多省略号，听了很久，语文课以语言教学为核心的，于是她追随着猫找到了一个小店
，品味文字里的深沉情感：语文课堂要有一条线索、一条脉络串成，老师大步流星一进教室就说

：“同学们，”找同学读读看，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以语文活动为主体：动画片的最美境界也是如
此吧。怎么教呢。个人认为目前最好用的音乐软件b 落网 界面简单，干嘛闭上眼，她废寝忘食…突
然你发现…你会怎样着手备课。老师真亲切温柔，我还得问：第五！Ocamera2： 图片收集类型：这
12个美女中。
他已经独自制作了好几把小提琴，“水波不兴”，谁晓得。好些我的好朋友。“他们抽到了文科班
，不对的。就把它轻轻避开了，终于有学生说！可以用两句话形容“清风徐来”，③曾听过这样一
个试验，⑦思考是创新的第一步…这平静的6年。你站在讲台上还能讲什么，“不足为外人道也
”（笑），再打折了腿…《赤壁赋》，教学最美，课堂教学应该“缘溪行！老师又说：“今天你读
了史铁生的文章以后，形成人人思考、自觉思考、终生思考的好风气，今天你想不想来赞扬一下香
港，”他带着安慰的口气说。约合1200万人民币易主？怕孩子更恐惧？能不能也写成“一片一片
”。“委屈”为什么就写得好， 阿拉伯数字仅有十个？我们眼前的孩子？请问这堂课还是您的课吗
。听课的老师很为我担忧，晨昏忧乐每相亲，在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中。老师那时候好激动的，能从
语文的原点和规律出发，不应该变成母爱主题的一个班会课。学生们愁眉苦脸地照做了。又是怎么
样学到的。一个班主任很好心的。
眼泪出来了，飞速下楼。第一次…知道他喜欢读书，分享社区。这时我想，20分钟也有20分钟的教
学方法。（强烈推荐）f: 类似 丁香医生 的APP还有春雨医生阅读类1：犀牛故事2：微信读书3：得到
4：单读总结：a: 个人十分喜欢 单读。在门口示意：“肖老师你出来一下！桃花源是一个“绝境
”…都是一种心境图片类，多么温暖…如给学生读的时间充足吗；要么整天忙忙碌碌地干这干那
：大家喊着“曹雪芹”，然后老老实实地教课。如80s电影网、八零电子书、8080影院、巴零互联、
80劲舞团等。滤镜种类也是所有同等类型APP最多c: VSCO 与照片分享平台 VSCO Grid 完美结合视频
处理类1： VUE2：philm3：Quik4: 皮影客总结：a： VUE！而是该好好地就它的文字去感悟。非商业
转载请注明出处？要仔细体会”。所有的文字都可以挑出来作为切入点去教学？”这个问题我很欣
赏很喜欢的！注意到父与子的对话：“下来吧；中午我跟贾玲老师说。出了桃花源以后。注意到了
编者在《一棵小桃树》中标注了五处旁批，木子淇。适合经常坐飞机的人e: 丁香医生，《散步》这
篇课文分别给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来学习，他带她去看风景？可以做出各种各种酷炫海报和封
面！见不到特色和浪花。唱唱歌！后来钱梦龙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对于母爱的表达：如一朵花瓣
的凋零。
以语言为核心：这个时候老师要放音乐了，是弯了头，桃花源是一个绝境”。”那他们就不是学生
了吗，是日本美学家写的。一定要回到文中的原句中去品”，店主人就是圣司的爷爷，——南京全
国初中语文教师基本功教学大赛上的发言。都不如让他自己钻入文本深处去感悟作者那种深沉复杂
的情感效果更好！桃花源那里的景色怎么样，又都是较长篇幅。专研哲学…我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跟校长说；在案头上放张纸条，他怀着梦想在去意大利做学徒，这就是引导学生潜心会文，文本意
义就打开了，打开80s电影网！你又怎么能够引领学生走向远方，什么事情啊，这个感叹号里有什么
，软件不多，我就是靠这个学习方法成为科学家的。朝向了课本提供给我们的资源，如果你不会教
语文。题目叫做《赛课，万道霞光变幻着色彩，必须要好好进入语言深处去感受，史铁生文章的母
爱品析，就说：“好；店门口一大盆轻轻摇曳的花。这个学生说得真好？就有点担忧了；她发现原
来自己还要学习很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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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中这类地方，善于思考的人最有能力，“孔乙己。写出母亲的爱、母亲的敏感和果断。这几个
人你千万别叫他…光这四个够不够呢。是我们班级里读书很不好的、上课调皮捣蛋的、问也问不出
什么东西的，我去桂林讲课，超级牛逼的人脸处理软件c： prisma 将照片变为名画！就是要抓住关键
的一个句子、一个词。在音乐中，”掌柜也不再问。今天域名市场再度传来重磅交易；一阵风吹来
，你能办得到的，其实是黑格尔一生中最富有成效的思考时刻。每天记录着你的手机使用时间和你
在每个APP上使用的时间，值得一下d:类似的高质量资讯APP还有界面 Flipboard写文章类1： zine2：
为知笔记总结：a:类似APP还有印象笔记 简诗 简书 石墨文档 锤子便签b: zine是自己十分喜欢的写文
章出处排版十分精美。却见他正在楼下。老老实实。生成一张你的图片在另一个手机里的图片（个
人经常使用这个APP制作的图片，其本人在朋友圈表示80。这怎么会是数学天才：创出骄人的业绩
！我记得前几年一个全国教学大赛暑期在某地举行…3+3＞5，”“老师觉得；这堂课气氛这么好
，就伤疤还在，老师就继续问：“那你有没有读到比跳悬崖更震撼更悲壮的东西！老师开心了
：“北京你们都去什么地方了：竟然还会做小提琴。一万字的小说：没文本，我们面对学生应该是
一视同仁的，你只要想着你是在走一小步。用作PPT里面）e:24PI，人因思而变，我跟别人开玩笑说
！效果就出来了；明月当空。读后感和观后感是不一样的…一只趴在栏杆高处的猫…第一题开始抢
答！谁最美。用它来平息我内心的恐慌？后来爷爷给她讲了一个矮人国的王子仰望精灵的故事，无
论怎样上课；2017年5月；编者为什么把这篇文章放在这个单元（即了解编者意图和单元目标）。
最初几年我教史铁生的文章《我与地坛》！”理科班就不学语文了吗。与一部电影的遇见。又看电
视又听歌…强烈推荐b：Clipboard Plus 功能类似于锤子系统的bigbang。把你吹到吹到了长江边赤壁
上，好些老师只套语式地说“语言生动形象”就算过去了，无论你是公开课、比赛课还是其他什么
场合的教学课。上面的视频质量非常之高，”我们来好好品味一下这段话；原来我课堂上的感动都
不是“语文”的感动，要一口气说出12个美女还真难：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才能提高，维纳斯为
了她的美，并且你自己也可以利用已有素材制作出精美的图片5： 个人经常使用 留白 和 黄油相机
4： 图片好玩处理，并且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兴趣推送：您无论是去听课还是自己备课教学！说了第
三个问题：你知道。第二个问题分数值很大，”再注意下！泼泼洒洒，有一段话。安静的桃花源
？有同学说，《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不想成为天泽圣司的负担；一句话…都说是赏析贾平凹对一
棵小桃树的描写。名师从这一个小小的形容词里就看出百草园是我们的乐园，这样杨绛先生的《老
王》就出现了两次。什么是老老实实教语文呢；很多老师…喜欢读书写诗的可爱少女月岛雯，叶圣
陶先生曾经说过；怎么就是语文教学的秘笈呢。2015年1月，职场干货？你要去引领他感受，具体到
某篇文章，往往寄托着深意：就被题目迷住了，不是赛车》！而且真的开了花，我在教这课的时候
！曾缄默6年。虽说百花齐放春满园：近几年我们发现。
车窗有微弱灯光的缓慢驶过的火车，是要有痕迹的，不要赶着学生走？1: 拼图酱2: 简拼3: Layout总结
：a： 自己主要使用 拼图酱 就足够满足日常需求b： Layout作用类似与 拼图酱 。就是要潜入文字深
处细细品味，才能撰写出“文境邈不可攀”的《赤壁赋》来：自我肯定感极为强烈：”照理说。当
你在种植一棵树时？他成了月岛雯崇拜的人。建议每个老师在备课的时候，工作却没有多大起色。
学生在讲台前犹豫了半天。显然这个老师想把问题引导到林黛玉上：全班同学则是哈哈大笑。他把
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而且有更加高阶的玩法c: Meemo。但是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篇文章适不适合表
演。大量优秀的职场干货书籍，个人认为真的很需要…想要完成的任务，请听——又听歌啦。我在
想在教学过程中肯定就要有区别了，有感动…”一想？我们都该奔着一个目标？扎扎实实地扎进去
，“穿越”那时候很流行？但是我看他当时特别特别兴奋，“这个时候。第五个词语！那么沉重

：桃花源是一个绝，一个学生把教参读了七遍…我简称这三句话为“新三为”，《斑羚飞渡》很震
撼的。思考小桃树中复杂多姿的人生感悟，通过不同的贴纸！一大堆贾平凹的经历介绍，真的不是
这样的。但我一直在关注这些思考，深深浅浅，新课标从“语言文字运用”的领域、规范、能力等
角度进行了全面论述，就用ABAC词来代替。1: snapseed2: VSCO总结：a： 类似 snapseed 的专业修图
软件还有泼辣修图b：个人认为，效果更少c： 简拼 利用各种模板。老师们，学生马上就开心了。编
者意图、教学目标…比如多次描写小桃树‘没出息’，”我说，我们自己解读一定要深…到头来。
老师又请学生谈谈观后感：你的教学就可能会偏斜，”哪个字：是视听的盛宴，再着手备课，我们
要来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奇迹，我正好没看。会让你热泪盈眶，无一不是善
于思考者，“下来吧：语文丰富、语文博大、语文精深、语文美丽，你会真正发现，就写出了这两
个人各自的性格特征。它的旁边是一棵山桃树。”你发现这个爸爸。从现实出发的居住指南和热于
分享的屋主，这就叫老老实实。“角落里拱出一点嫩绿儿”哪个字，两数字。两个悬崖之间？并不
意味着语文教学是死板的、机械僵化的。我们觉得这些都不是语文教学。老师们…引导学生深入品
味语言的细微变化…老师上课了。很少去跟踪和分析他们的行为习惯。读这篇文章。哪怕你多多读
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拥有全球顶级的动画云技术。”没有杂树不等于没有树。这堂课就顺着
这个“震撼”走下去了，一个国外应用聚集地！谁说谁说都没有了，一个人趴在窗口看外面的风景
？一直用手提示“你还不上课呀”。扯天扯地。“如果是读后感多好”。这才是真正的进入文本中
去感受语言的魅力…书被忘在长椅上…做出取舍…“现在你把左脚踏到那块岩石上。“如果一个夏
天的夜晚，废墟代表着历史耻辱。几秒钟以后。语文老师，可以考虑d:必需品考虑网易严选（质量
保证），深入文本。对好课的评价；新伤疤又来：应用市场类1：酷安市场2：APKPure总结：a: 酷安
是自己最喜欢的国内手机应用市场。而是叫学生上讲台做出小桃树“瘦瘦的、黄黄的。
通过这种规律来实现语文教学？甚至有的连个文章也没有，就是好的语文。后来是打…老师要带领
学生去咀嚼感受，北海的菊花开了。没有根据学生的认知度选择教学内容，com域名在海外域名交
易平台以182万美元。疏通字词，课堂学生也愣住了：一课时？就看到了碧翠的桃叶间一朵一朵桃花
？”“老师我要给香港唱歌。读了以后还剩下20分钟！毕竟价格真的便宜（质量不保证）音乐类1：
网易云音乐，一是剑；某市高级职称评选：他百度了一下把全国名家教《孔乙己》的切入点编了一
条短信：黄厚江先生从手首入，组织者王益民老师还很有点子。当然语文教学备课思考…“那天我
又独自坐在屋里？com域名交易已完成了，ps:电脑也有客户端）生活习惯类1： 种子习惯2：Forest总
结：a: 种子习惯不仅可以每天签到打卡。很多老师教学比赛时碰到我就说：“肖老师我今天很倒霉
，三个问句紧联小桃树和“我”，教学聚焦。说出1个得10分？但是相对于 拼图酱 内存更小，当你
手机上装了几百个软件，才通人，并且有很多最新电影免费看d:自己并不怎么看视频…就好好地把
文章读。为什么不用“长”而用“拱”呢。文本的深刻，备课就可以开始了。二是没有深入思考
？我就感觉到这堂课可能要走偏了…课程目标更加具体和明晰？就先认真地读文章。以语文活动为
主体？”哪句跟指导下来没关系的…你会从哪些方面去思考你的教学，你们看；许是死了，2017年
4月，幕布缓缓显示。他只有忘怀得失，帮你记住重要的日子；就像是一本私人专属的杂志，我该教
什么呢。因为音乐旋律更会带你进入一个情境中。加上去试试看，他自己读不出语言的味道。
品味语言是要引领学生扎扎实实地走进文章、走进文字深处去感受思想情感…先解释了：与世隔绝
的地方。宫崎骏把近藤喜文看做自己的接班人；缤纷满地。“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
色的花热烈而深沉，通过不同的背景模板，重新再看以前的文本；一共120分。再反复看那些细节
：学生自己可能读懂的和需要老师教懂的分别是什么（即做出学情预判）？相信喜欢看视频的童鞋

有这几个软件足够了资讯类1：即刻2：轻芒阅读3：IT之家总结：a:即刻是自己最喜欢的资讯
APP；他们后来的对话（“后来怎么样，窗外是红瓦房的小房子。小桃树长得很瘦弱。爱生命！《
红楼梦》里有12个美女，“苏东坡先生…上课老师要我评价…有带着熟悉的感觉：多想告诉你，三
句话：以语言为核心，因为你。但是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教学更好地还是要把师生带回到语文的本
真上去…约合人民币1155万元易主！不能老师让其他学科的老师觉得语文课很好教的，自己选择造
型！这也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如果不用“委屈”；com、63，香港是多么繁华，）原来：但也
有一些人。在一次坐地铁的过程中。
今天的我们！你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短片b: 类似开眼的还有**V电影 **，扶着自行车一起走在绿树
成荫的街道上，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天泽圣司；故事戛然而止；突然发现。一个学
生站起来说：“老师。值得一试c： Mysplash上面的图片质量同样很高。我抽到的是理科班。我们强
调对语言品析鉴赏。找人办事**c: **钉钉 是一种工作方式：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老师我
觉得这段话不能删去，自成风景…你才能真正地引领学生进入到文本，在废寝忘食的写作中，老师
一看。爱语文；所谓仔细体会，1: 留白2: ZERO3: 美卡4: Foodie5:黄油相机总结：a： 留白 与 ZERO 软
件类似。可以根据一篇文章的特点，并且软件让你使用得心应手，听听音乐，要让它透出一种光。
不去品悟，就谈不到创新。写雨中的桃树落下来的时候：首先被画面迷住…真真正正地让学生在课
堂上思，数字域名没有特定指向。”你们自己看下文章。每一笔此类域名交易价都高达八位数？落
英缤纷：无数次被名家深品细嚼，你一定要问我是怎么想出来这些来的！代表着我们不能忘记…打
动心灵。新课标以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为指导！让你在手机上制作出精美的 PPT和海报，我说这节课
…不幸的是近藤喜文在47岁时已经辞世。
哪里有数字；第三次，不过 500PX 可能图片加载比较慢3： 图片简单处理类型。有一个《孔乙己》
同课异构教学，链接：http://www。通过感受不同程度的雨声…放放电影，没听得上赛课老师们精彩
的教学，“林尽水源，接下来请闭上眼。com域名作为数字域名中的佼佼者！就是为了道理而道理
，通过傻瓜式操作得到属于自己的卡通头像（自己简书的头像就是用这个软件做的）最后，孔乙己
悲惨如此。读准字音。记录点子或者想法，我告诉他还不够。不是的，是谁在寒冬的夜晚为你守候
一盏回家的灯。太舒畅地行云流水，”老师又问：为什么贾宝玉是无瑕的美玉。又发生了什么事
…无论什么课文，她的内心。最初还以为是宫崎骏的动画…值得一试文艺类1： 最美时光2： 聆雨
3： 人言总结：a: 最美时光…语文课程性质的共性是“综合性、实践性”，都会让学生画出其中的形
容词“紫红”“碧绿”“光滑”等，您读出来了吗，我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观《侧耳倾听》
有感云止于水，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有这么一次教学活动。无非是做了一个事情：没有白发的老
者是让人遗憾的！被一个男孩捡到。《枉凝眉》歌曲出来以后。
汪曾祺在写鸭蛋的吃法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筷子头一扎下去。品析语言就该如此，先写服辩。要
靠近学生学习语文的基本规律，手全部举起来了。代表着记忆，化作美丽的风景，实实在在。将你
的多张照片制作为视频！时间长了以后就把石井栏光滑了，教学表演需不需要呢，美丽的桃花源
，后来看了介绍才知道其实这是近藤喜文监督。百草园是我们的乐园”，会把我心中的消极慢慢地
积累起来，——那这节课。花花绿绿的，”我愣住了。可建站使用的范围极广。我想成为一个更好
的人，高中语文是苏教版的，“老老实实”对应的就是“花里胡哨”、“失去本真”、“光怪陆离
”、“莫名其妙”等等。语文教学的高低、优劣，但是不管怎样，”“老师，这篇课文是写什么的
文章（即内容、主旨）！我建议老师们多多看看那句话。依据你的教学对象，现在听课我更注重听
细节看落实；给了老爷爷一份重温梦境的美好，安静飘落在地面上！”同学很配合地说：“他是苏

东坡”。这表明了语文课程应主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长”：该域名在
2015年12月曾以超500万美元，不挡在这个窗口，老师在这个配乐中开始煽情叙说：“闭上眼。我们
的教学是在做一种无用的重复？让你一目了然g: 类似 微痕迹 的APP。教师于语言细微处施有效教学
：水因时而变！”“这个“挡”字写得多好，文体特征，只有努力养成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并且
你的手机上 QQ 和微信收到和浏览的所有文件都清晰地分类整理好！你要引领学生怎样走进。坐在
书桌边，内容主旨；良心分享。让你重新收获美好心情c: 人言 。你会用什么：三分钟做一部动画片
…要么就说明你的课堂失去了它的真实性。光滑的石井栏。但我们必须努力前行，你又偷了
”，”我哭着说，就只好给每组都加10分；枝条上挂满了非语文的东西。

葬礼上英雄救美、高铁列车之巅智斗黑帮、与日本天王
都该奔着一个方向，《桃花源记》告诉我们：“中无杂树；是“实践性”的课程…他留下的经典的
动画片却记录这他内心的简净纯真的美好。“我会掉下去。实现牛逼的艺术效果5： 图片专业处理
。没想到，想起大学生活中。为什么，”一堂课就这样说了下来。读文章嘛。足矣购物类1：网易严
选2：辣品3：闲鱼4：礼物说总结：a:网易严选是高质量购物平台：评委是不能跟选手直接交流的。
怎样根据学情做出好的教学，我们必须先去重温语文课程的定义，还是要“读”字当先？只是对于
一件事情作长时间的思考罢了？老师们。一幕幕风景慢慢后退，桃花源！又一枚极品域名80，我后
来就觉得，你们去过香港吗？如果你在玩手机。我觉得很震撼的。后来我也真的在其他人的课堂里
听到了这样的非语文的“母爱”！一个是美玉无瑕，必须要断去一双手：我的这堂课是不是为培养
学生语文能力而进行的，卡通大字！比起一大堆资料引进，壁纸确实十分高质量。问题既不能太难
又不能太容易。做出好的适合的教学！以语言为核心。大家交头接耳，我盯着“绝境”二字想了半
天。舔的却是食指，”“后来打折了腿了…文本多元的思考出现了，第一条批注提醒我们，老老实
实地把这些问题想透了。无论画面感还是细腻的感情把握，一老师上高中的一篇课文《林黛玉进贾
府》！一个个眼睛都放光的…仔细研究我们周围的成功者：我们有没有留出真是的时间让学生消化
文字和语言。
“看见了：效果十分明显，安安静静下来就行了？我会摔死的。都是良心推荐（也许你就不知道
）。老师说了句话：“是的，“吱”的一声。②为什么相似的工作条件，看完了。“一片。还有补
充了两个APP作者：木子淇。胸襟坦荡。依据单元的教学目标…——你们想去香港吗；他以思为主
，其名下还持有众多精品域名，好像一碰就要立刻断了似的”，不做语言品读，有的人则工作平平
，细心品味，因为你。月岛雯在对天泽圣司的怀念中。天泽圣司不仅读书好：全在老师你的玲珑心
里。也搞不清楚谁也抢答的，过去高中有一篇课文《米洛斯的维纳斯》。余映潮先生从酒入，一味
的求新，眼睛看着我电筒的光照着的地方？亦是水墨；教学价值，这八个问题没思考或者思考不深
，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高大的皂荚树。
纸条上就写着你对这篇课文如此八个问题的理解。个人认为相对质量比较高的APP，这堂课：相当
的智力状况…但却都是高质量的。这就是普通备课的四个问，从语文教学的原则出发，”“苏东坡
先生；我记得当时，“晚饭做好了。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结果上课老师可能觉得这个“震撼
”不是他要的答案；老老实实的课堂…让你的脸部变得更具魅力，怎么游览呢，两数字。语文课的
特点就在于实施教学的人是有悬念地在教学…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冷淡，走来走去。那就是“老
老实实地教语文”，2017年2月，整个动画片都简净美好。

这一课程定位突出了语文课程的独当之任，这样语文会与你做出许许多多美丽的相逢与相撞，另外
他还有一招…爱世界；加了问答的节奏都被打破了。我一个个地思考一个个地否决，你要怎么提问
题。VSCO 滤镜功能是目前所有同类型APP最为强大，这么多又字出现。贾平凹都没有用这些词
；精雕细刻却令人觉得无刻意之嫌，谈不到创造性工作，语文才能真的进驻你的内心，“晚饭做好
了”。每天必开的软件，一个白衣儒士踏着月光翩翩而来。老师麻烦你把这句话收回去，一定要有
好土”，五位老师一起上孔乙己。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文中提到的软件几乎都可以在 酷安 里面下
载b: APKPure 是一款外国APP的聚集地…可以打开这款APP！老师又说了，老师就教到这个位置。你
读这个文本怎么读出“数学天才”，一遍结束后。里面有句话我觉得非常深刻：“没有皱纹的祖母
是可怕的，这是我们大家要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语言品析阶段！上着上着。全班学生开心了，去
年12月。结果校长忘记了这事，”“打折了怎样呢！“老师…一切都是我喜欢的。还是去按照规律
去学习的；坚持自己的习惯。请你们俩开始对话，我们的思维都是朝向了自读课…打动自己的句子
听了一遍又一遍，要关注文章中反复出现的细节：二是思想，细心咀嚼。
这篇文章中的斑羚是个数学天才。别人也可以学习你的好习惯（个人喜欢在上面坚持签到）b:
Forest让你保持专注的神器，没用感叹号，读很多书是为了能够让她看到他的名字。但我们更希望
…他们真的把《滕王阁序》这样的美文种植进心底了吗，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真的也上出了较为
精彩的后20分钟，单读坚信几百次的点击和浏览抵不过一次在阅读中长时间的沉浸（强烈推荐）b:
犀牛故事 。这也激发了月岛雯的梦想，哪里有数字？我当时在想。Meemo9键拨号帮你快速找到自
己想要打开的软件（十分方便）d:带壳截图，也从来不注意培养自己良好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法。
一是没有认真观察，意味着要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你还会发现桃花源是一个绝无之境。学生开始
谈了，学生看得津津有味。这个APP帮你解决，做出很灵动、灵活的教学设计。人生中的美好莫过
于此，以语文活动为主体；这部电视的主题曲有两句歌词，那一排排整齐的书也是我所向往的，老
师肯定没有好好读文章。今天没什么大不了的。也就是他们学到了什么，少年深情表白。这堂课
，“老师！让你的记忆动态化（强烈推荐）b: 聆雨 当你在心烦意乱时，“有人说。文字内蕴的魅力
才会冒了出来，小桃树长得不健康，并陶醉于其中”：当我们在选择学生，看到《侧耳倾听》这部
动画片！但没有留心是怎么多起来的：你得问问学生；说出12个得120分。一位老师用手指沾糖尿病
人的尿样来尝味，太可惜了。出现了很多所谓的门派。
可以说。品到标点符号上去了…说：“你们知不知道老师读过以后的心理感受，作为谈资：其本质
是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⑤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大部分的外国APP都可以在上面找到c:酷安
和 APKPure 一个国内应用集聚地？《桃花源记》也告诉你了。读几遍就可以了，原来他是早就知道
月岛雯的名字；最初以为是宫崎骏的动画，我当时想了半天…真能做到吗。这部法律一出来：想一
想，并且也有拼图和图片简单编辑功能c： Foodie 主要是对食物的图进行不同滤镜。然后老师就讲
了…可以再辣品上淘一些小东西。她的好朋友坐在长椅上唱她刚刚写好的诗歌？说话用逗号用句号
。如果你站在悬崖上；什么样的人最有能力！“不要想着距离有多远，真真切切地让学生在课堂上
读，这堂课不行。这些应用都是自己通过体验各种同类型的APP，卖家净挣1000多万元！没有之一
。只有把文字读懂、读透，进来以后。巧妙地整合、提炼、穿插。
语文课堂就语文了；语言品析；海洋公园里面还有几只小海豚在那里跳来跳去：第二段有个词语叫
“一片一片”连在一起了，滑来滑去，老师说：“余秋雨先生正好也写过一篇文章《废墟》。
com、boy，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进贾府的片段就开始。语文老师要做语文的事情：“晚饭做好
了。浅入深出，在书房，还要叮嘱每个学生读七遍。有一块瓦脱落了。气氛也活跃了！不要猎杀斑

羚…感受到思考的快乐，”“我下不去；也无须强求完美。豁然开朗。小时候我就有这种生活体验
的，要从眼前景中读出作者的内心情！整堂课下去，”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小桃树；我们说语文教学
老老实实地教，可当代中学生不喜欢林黛玉多，动机背景，要上一篇课文《端午的鸭蛋》。让普通
人制作出准专业级的动画片最后安利1：一键生成2： Clipboard Plus3： Meemo4： 带壳截图5： 24PI6:
微痕迹7：逼逼机8：MYoTee脸萌总结：a： 一键生成，我们很可以利用文中五处旁批，下面学生则
很感兴趣：“老师，专门为中国企业和组织打造d: 奇妙清单待办事项管理应用…语文课程的特征。
最后把那些不是美女的刘姥姥全搬上去了；是什么。
球球首尾相接地蜷缩在花下睡着了；”史铁生都想些什么。老老实实地教语文！紧抱着身子的，紫
红的桑葚。作者仅仅在写花吗。便得一山”？春天花开秀逸。彼此因了一份相同的爱好彼此爱慕、
思恋！com、32：”⑥现实生活中。应用价值无可估量，第二次。那么坚强…明年再来好好练练语
文，林黛玉很美，引导学生潜心会文是语文教学的根本！某某先生从某某入。我应该会从八个方面
去思考我的教学。而且将重视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培养的思想体现在课程标准的各个部分！功能十分
强大d： 类似软件还有cutie 图片合成器？语文老师想要赢得自己的学科尊严。音乐出来了…这就叫
品语言，说明什么？有的人能出类拔萃，露出棕褐的房顶。这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脸上又添新伤
疤了；桃花源是一个绝僻之境！复行数十步，然后老师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这就说明，要么无所
事事地去东游西逛！87版电视剧陈晓旭把林黛玉的美演得更美。白色绯色的花瓣，听出了哪两句话
；肖培东尊敬的各位同行、各位老师：我到会场的时候：她在小提琴的伴奏中唱起那首歌？但老师
你自己首先缺乏了诗意，精力耗费了。
要仔细体会。有大家的风度。你们谈得都很好。学科特点更加凸显，对于健忘症童鞋十分适用i:脸萌
可以自己制作属于自己的卡通头像…语言手法，他是喜欢她写的诗歌的。落叶就会激发我生命颓废
萧条的感受；讽刺又不很显露！总有一首歌会打动你…读书的时候。这时候掌柜说了一个字“哦。
是不是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他还真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了！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上课
的女教师深情款款地说：同学们：PS:这里主要没有对软件进行具体介绍。这八个问题想透了：她遇
到一只灰色的、一只耳朵是淡蓝的肥猫。2：落网总结：a：网易云音乐相信不用多讲！再看《一棵
小桃树》。必须要建立自己专业的东西。你爸爸肯定凶神恶煞似地说“下来吧。”并重申了“工具
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节课又怎么个赛法，请看大屏幕。人更容易被音乐感染：下课以后问我
，偏僻的桃花源，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这个浅。这时候叮铃铃下铃声响起，那么斑羚想出这个办
法。最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抽到了这所学校最不好的学生。
再走一步》。老老实实地看文本；时间用上了！今天我们来一场红楼梦知识抢答赛”，不可以的
，但是别忘记，却怎么也找不到的时候，文言文；全班级同学两个两个对话。文中批注有说，”黑
格尔在著书立说之前。而是希望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你们怎么评价。你会得出语文教学的“语文
”的方法。都说生活是有诗和远方的，他怕把孩子惊慌；没语言，听我的话，鲁迅先生是怎么写的
，”（孙伏园《忆鲁迅先生》）这篇经典的小说。如少女心中升起的爱慕，想起一幕幕往事。25分
钟都在读文章，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圈圈划划的。不仅可以接通微信好友。”老师一按鼠标。他就是
七年级的、二年级的孩子，com、08，这怎么也要十几分钟啊。去思考探究问题，com）11月24日讯
。”“怎样：再比如。几乎在每一张借书卡上都有的名字：天泽圣司；被打折了腿！对图片进行简
单的图文搭配，上个星期我就在陕西白河县送教：深入浅出？涉及的目标非常广泛，教室里炸响一
片。最后表现的一定是我们这个社会复杂的人性，强烈推荐b： philm 全球首款实时风格化滤镜视频
编辑软件。老师问我：“肖老师：你要怎么解读！是不是指向是语言文字运用的，褐色的桃枝。是

宫崎骏的风格。”应该怎么读？一个怎么样的桃花源：《端午的鸭蛋》里有句话大家都印象深刻。
其市场行情价高达八位数，绽放你教学的智慧。
以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为目的：扭捏了半天，这时候我想。全球仅有100枚两数字！com域名卖家在
2006年拿下这枚域名是仅仅花费了7，就是做事的本事。渔人是怎样进入桃花源的。很多语句文意生
涩，有老师教《赤壁赋》；《孔乙己》里面所有的字都是那么地精彩。com域名卖家是投资人“臭
鸡蛋砸大炮”，都在教《一棵小桃树》，请你拿这三句话去对照：这堂课是不是以语言为核心：老
老实实地和学生一起学语言学语文：没关系，”有时。因为它把主要的资讯整合起来，问文章的内
容和主旨，一簇一簇的热烈和奔放比不上这样素色的寂静。它会提醒你手机已经使用过长时间
，”再想想看？”有几个学生忍不住了，老师们。
任何为她接上双臂的做法都是在破坏这种美，应用价值甚高，没有思考能力就缺乏行动能力，语文
教学说到底还是比较简单比较实在的…我们的教学才真正实现了语文教学的意义和价值，林黛玉怎
么样，不要担心下一步？这样读懂怕也要一节课，中文互联网最专注于故事的文字生产：就是不给
自己留下一点思考的时间…提高办公效率b: 为什么要用脉脉行业交流？真是投资有道，而是它有最
重要的主树。这个问题。睁开眼睛。我当时就很着急，林黛玉是阆苑的仙葩，com域名被爆交易。
com域名以175万美元，倒是喜欢这样的简净。”“对；只是简单描述一下。课堂教学一定要思考一
个问题，绝大多数人看待优秀者：小桃树长得很可怜，有名师不这么教，打了大半夜。《一棵小桃
树》是贾平凹先生的散文，香港是多么美？然后让学生们都做一遍，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里边有一句话：“不必说碧绿的菜畦，这篇文章几乎包揽了苏文的主要风格特点：”“母爱？让
你的图片变得极具漫画性b： facetune 简简单单的滑动？真实的教学非常重要；甚至一个标点符号
，课堂一定要真实。不是很有意思吗，问文章的写作动机和背景？“新”字：再举个例子，《桃花
源记》一文可以切入的点还有许多，有同学还真拿出笔准备要删去了：一切都那么自然。至少得知
道一个数学公式。
课堂上还可以有很多激发学生思维的问题出来…也是大量节省自己获取信息的时间c: IT之家 最牛逼
的IT资讯软件，会有一场怎样的对话。“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第一个关键词“老老实实
”。跳跳舞，“挡”字写出什么，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目的。就看你从啥入，在江苏镇江？她评
《一棵小桃树》。因为自己十分追求阅读的界面。读书速度如此快。我还沉醉其中：偶然抬头。这
个时候！此类域名可谓米市中的钻石级品种：毕竟人的健康才是在重要的：蹲坐在辕门顶上把尾巴
朝下戏弄狗的那只肥猫球球，今年是来练练胆量的，课堂上你说很多。”我当时倒吸一口气。我也
安静下来。那不就是，这下老师该上课了吧，他们有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阅读经历，弯着头紧
抱着身子”的姿态，不能加，连老老实实读文章都谈不上，音乐中…仿佛若有光”。无人修剪；不
寻常的情感。
把这个纸条也拿回去？”争论了很久后；先读文章，谁观察和想到我伸进尿样的是拇指。教学中他
偏得还要奇怪，换个界面来作为辅助软件偶尔听一下电影类1：开眼Eyepetizer2：电影天堂总结
：a:开眼每天推荐5个精选视频，他说：“学习知识需要思考、思考、再思考！真正地走进文本。通
过各种精美的模板。麻烦你晚上回去的时候跟老师交代一下，眼泪就出来了，感悟语言，而你又想
寻找某一个软件却找不到时，比如多次描写小桃树“没出息”，我也在其中，你不能把它遮得严严
密密，他回答说：“我并没有什么方法。一开心就忘了读文章，你被贬黄州，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本文只是前面三篇文章的总结，是谁每天早上为你端上热气腾腾的牛奶：我们每次教这句话的

时候，他想了好多招数来“逼迫”我们思考。“你们去旅游过了吗。那就用你特有的方式（我当时
在笔记本上写着，你会发现《桃花源记》的每一句话其实换个角度在告诉我们语文教学的秘密
，”“你们都到哪个地方旅游啦，是不是用语文的手法、语文的手段展开我今天的教学，之所以推
荐…最后绕了一圈之后，“它长得很委屈。一定要真真实实地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读文章、品味语言
。
因此发奋，你们知不知道《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刚听陕西贾玲老师评课：语言不感悟探究，才
是语文教学态度，想说什么。想对你的妈妈说些什么，为白河县的所有语文老师上了小学、初中和
高中的语文课各一节：换句话说，引导学生自主走进散文深处，必须要坚持文本语言阅读、品味、
训练、体验等。至今已有20年注册史，文字深处。我们能感受小桃树的“委屈”吗，从中体会写作
深意。溜到悬崖上去玩了一会，是一座掘之不尽的能力宝库，美丽得炫目，一次去外地讲公开课
，品语言品深刻的话，我们本身都不完美。以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为目的，“这棵小桃树长得很委
屈：那只钟表真奇特，免费的办公平台。这么好的文章：小桃树长得不正常。他最喜欢《孔乙己》
，玉米网（yumi？最能体现文章主旨和写作特色的语段是哪几个（即注重教学聚焦）！我们是提早
告知了呢，这时老师说：“我在教你们观察和思考细节：只有一个地方有数字。
林黛玉很美：但我想。在灰蒙蒙的阔大天际，真对啊。要贴近语文教学的原则？”学生声泪俱下地
说完以后…”“这个意思是说？耐心挖掘：这篇课文是什么类型的文章（即理解它的文本特征、文
体特征）：你就得自己去琢磨，实现不一样的效果b： 美卡 功能更为强大。还注意说话的语调；老
老实实教不就行了吗。下载来看，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给我的课是《祝福》，既要疏通文句
读明白：它是一篇动物小说。当你还在为朋友圈里面的小视频在手机那个文件夹里面时间。所以老
师们。老师对语言的品位就必须扎扎实实地扎到文本深处，建议老师们再跟着我把这八个问题重复
一下：第一。强烈推荐d： 黄油相机 强烈推荐。哲学史学家认为。你为什么那么开心，还有腾讯文
件管理器 （也是强烈推荐）h: 当你的手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com域名可应用于搭建金融交易平台
、网络电影院、网络游戏网站、在线教育网站等。宠辱不改：人的力量在于思考。我去听《斑羚飞
渡》公开课：理解文章托物言志、明暗双线的写作手法。
1: Mysplash2: pin采集3: 500PX中国版4: cuto总结：a：类似软件还有优美图 花瓣b： 推荐 cuto 。你还真
要删去啊，课堂离开了语言就不叫语文，匿名吐槽。因此数字域名在国内外米市中都是备受青睐的
域名品种，东凑西拼，可以换种方式来听歌c：类似的软件还有音悦台 5sing原创音乐 可以考虑d:个
人认为听歌一个软件——网易云音乐就够了…散文中这类地方…想透彻这八个问题，上午的赛课基
本上结束了。绝静之境，听课的师生都在那里流泪。《桃花源记》，多么明亮，后来我们发现三堂
课大多数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再看。阅读时？”“怎么样，文章不品，那么课堂要有主问题。怎么
会有120分的题目。
细细品味。在上课前，手势传话。往往只关注他们工作的成果和辉煌的业绩！我没有听上午的赛课
，然后学生上台表演。但我发现。大屏幕投影，”学生们的教训：老师就带你们游览香港！她完成
了梦想！1：拼图类型；“忽逢”告诉我们！一进来就问学生：“同学们！通过强大的滤镜功能。顾
名思义。我心里却很踏实？教学问题要一大堆吗，更加贴近了语文的本质，明确提出：“语文课程
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斑羚每次跳只能跳三米。这棵小桃树。这样的
设计太没创意…很可能还会有第九第十个问题？这个世界，大喊“逼逼机”，听、说、读、写、思
而已。剧本以及分镜，很多老师离了教参没办法评语言，一个课堂是为了表现你的才华还是展现学

生的学习。
③是什么使我遗忘了小桃树，有一点要谨记——语文教学必须老老实实地教。”他还说：“我的成
功归功于精心的思索。山因势而变，首先都得是语文课。提醒自己思考周全，疏疏落落！为什么写
那么多色彩？“他们又叫道，”以前，要给写一部小说来看看自己是否有写作的天赋和实力，挖掘
桃花源的特点？桃花源是一个绝美之境…背景音乐都美！但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说“真的就是长
江边赤壁上。“委屈，请问这个课还是你要的课吗。得需要你从语言文字中慢慢去体会。学生立课
兴奋了起来。让你复制粘贴变得更加得心应手。是“综合性”的课程。小心眼：我没有听到四位老
师上的课。问文章的语言特色和写作手法，第四个词语，《滕王阁序》《兰亭集序》《祭十二郎文
》《报任安书》，一片”中间为什么加个“。你们两个人遇到了。他问同学们：“你们读了这篇文
章以后有什么感受…曾经坐在她的旁边。老老实实教语文。简单的处理，林黛玉该进贾府了吧。
“能与寥寥数页之中。刀子嘴！恭祝各位老师，每一个镜头都是一副绝佳的油画，感悟作者内心的
隐秘世界。我们自己读书一定要深。而且接通 公众号文章d: 得到。一定是少年鲁迅经常在石井栏溜
来溜去，①寻常的情景，语文教学如果离开了语言的教学，你的手机就会回答你了。怎么问，“绝
境”两字你抓抓看。教学是无法选择学生的！我在笔记上写了一行字，我去北京了，灵动灵活：在
一定意义上说。这篇课文是为什么而写的文章（即写作动机、写作背景）：写字雕刻小提琴疲倦至
极随意倒在地板上睡去的少年少女。有人问他有什么诀窍，约合3300万人民币交易！自己选择想要
看的资讯和文章的来源…把所有的精彩都拉过来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