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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信息时代下的深层次阅读是基础教育领域语文教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三年
来对课堂网络环境下小学语文阅读教与学的观察与研究，开发出了在信息环境下促进学生深层次阅读的技
术工具 SURF，该工具支持学生的自主阅读、深层阅读、共享阅读，还可支持教师了解学生阅读情况，判
断阅读质量。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应用，进一步证明本工具的应用使网络环境下深层阅读与沟通成为现实。
关键词：信息技术环境，深层次阅读，网络交流，小学语文，跨越式发展

一、引言
国际阅读学会的报告中指出：
“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今
天，对于以知识为基础来架构经济体系的国家和民族而言，有多少公民具备快速阅读的能力，
是关系国家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它决定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世界级工作者的质量以及在全
球经济中的地位。[1]”阅读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由此而见一斑。但进入信息时代以后，
网络阅读已成了快速阅读、浅层阅读、“二视即识阅读”的代名词。这种现象的确培养了公
民短时间大信息量的获取能力，但对于仍处于语言学习阶段的小学生而言，却成为汲取民族
精神、文化的一个噩梦。一位指导过几年的网络环境下语文教学的老师担心地说，
“学生在
进行网络阅读时，往往只停留在文字表面，求多求快，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文字扫瞄，却很
少主动去体会文章背后的深意，长此以往，他们的阅读能力、语文能力甚至学习能力都会受
到影响。
”因此，在信息时代下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提供一种面向教师与学生的技术工
具，它既能保留网络阅读所具有的信息量大、内容丰富、能体现个性化学习的优点，满足快
速阅读大量阅读的时代需求，又能发挥传统纸质阅读时所具备的勾画、批注、信笔书写感想
等特色，带领学生进入深层次阅读，而且还能运用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实现纸质阅读时代
不具备的无缝沟通与深度交流的功能，这些成为本文的研究起点。

二、网络阅读的现状分析及需求假设
本研究依托于网络环境下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项目。三年来，笔者在网络
环境下的小学语文课堂听课评课的次数超过八百节。在教学一线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每当学
生进行网络阅读时，几乎所有的教师都会利用往返走动巡视全班的方法，来了解学生阅读的
状况与进度，当阅读时间结束时，教师通过类似“全读完了吗”或者“读三篇以上的同学请
举手”等问题进行一至三分钟不等的集体反馈，然而快速转入其他教学环节。然而在阅读时
间段里，每个学生读了什么，读了多少，读懂了什么，全班学生总体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质量
如何，教师无法获得全面的、准确的信息，只能依靠个人经验来判断。而对于学生来说，阅
读过程中，自己读到了哪些好词好句，读的文章让自己有了哪些新的启发，也无从记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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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阅读时能进行的标记、摘录等工作也无法完成。如果教师不留出全班提问或者小组交流的
时间来，学生就更无法进行阅读沟通与思想交流了。因此本研究需要开发一种能够支持小学
生网络阅读的工具，它应该能实现以下功能：

（一）支持学生个体的深层次阅读与群体的共享阅读
学生使用本工具阅读网络资源时，在网页上仍能实现纸质阅读时的文字涂色、勾画、写
批注等阅读方法，来记录自己独特的阅读感受，深化阅读质量，并可将在网络上将自己的阅
读纪录长期保持。此工具还应该要发挥网络环境的优势，让学生能在班级或学校的范围内，
与其他教师和同学交流彼此的阅读体验，分享阅读收获，共享群体阅读智慧，提升阅读层次。
也就是说，研发该工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学生能够做到有数量、有质量地完成个体阅读
活动，记录阅读体验，积累阅读收获，还能在群体之间进行阅读共享。因此该工具最大的特
点就是能在群体内共享每个人独特的阅读体验。所以笔者将这个工具命名为 Share Unique
Reading Feeling，缩写为 SURF，意为共享独特的阅读体验（以下简称“SURF”）。

（二）协助教师对外显和内隐阅读质量的判断
对于网络阅读的质量而言，有两个方面的决定因素：一种是外显的、客观的数据，如全
班学生平均阅读时间、篇数，每一名学生的阅读时长、篇目等；另一种是内隐的，主观的感
悟，如全班同学最喜欢阅读的篇目，每一名学生对不同篇目的独特感受等。SURF 工具要能
帮助教师从两个方面对学生的网络阅读质量进行分析。
表 1 SURF 可实现的功能分析

功能需求
统计阅读
时间

具体描述
显示该节课中每个人的阅读时间，
并算出该节课全班的平均阅读时间

设计目的
了解每个学生的阅读情况，了解全
班学生的普遍情况。

统计阅读
篇数

显示该节课中每人读了几篇，并算
出该节课全班平均读了几篇

了解每个学生的阅读篇数，判断全
班学生平均阅读速度

析

统计阅读
篇目

显示该节课每个人都读了哪几篇，
并列出每一篇材料的阅读人数，尤
其是哪篇阅读的人最多，哪篇最少

判断每个学生和全体学生的阅读偏
好、间接判断阅读材料的质量与受
欢迎度

质

个人批注

学生可以对文本内容进行批注，并
可以对个人批注进行管理

了解每个学生的阅读感受，分析全
班学生的阅读感受

共享批注

全班同学可互访批注内容，并能快
速追溯至原文。访问批注的方式可
以按照以同学名字、课文标题、自
定义关键词等多种方式进行搜索

同学相互之间共享阅读体验
教师分析全班学生阅读体验

个人收藏

对阅读资料中感兴趣的文章或者片
断进行收藏，可以重新命名该文章
或片断，单独收藏

了解每个学生阅读偏好；分析全班
学生阅读质量与阅读偏好

共享收藏

全班同学可互访收藏内容，并能快
速追溯到原文。访问收藏的方式可
以按照以同学名字、课文标题、自
定关键词等多种方式进行搜索

同学之间共享阅读收获；教师分析
全班学生的阅读收获与偏好

量
性
分

性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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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阅读工具的设计原则
明确教学需求后，笔者及所在团队运用教育应用中的技术设计原则进行 SURF 的开发。
美国教育部曾发布了一份名为《用教育技术支持教育改革》的报告，为如何运用现代教育技
术支持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了指导性框架。该报告指出，现代教育改革的核心是使学生由被动
型学习转化为投入型学习，让他们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和接受挑战性的学习任务[2]。
我国学者钟志贤教授提出，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工具，应该具有多种角色和功能。如可以
做为提高学习效率的效能工具、支持获取资源的信息工具、支持做中学的情境工具、支持协
作学习的交流工具、支持发展高阶思维的认知工具和记录学习过程促进反思的评价工具[3]。
加拿大学者 Stephen Dowens 认为一项好技术应具备九条原则（Nine Rules for Good
Technology[4]）
，分别是随时可用（always available）、即刻使用（always on）、互联（always
connected）
、标准化（standardized）
、简单易用（simple）、无需配件（no require parts）、个性
化服务（personalized）
、可组合的模块化设计（modular）
、贴心服务（doing what you want it
to do but something else）
。
综合以上内容，本研究确立了 SURF 应遵循的设计原则
ü 教学理念先进：能体现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深层次整合的理念[5]，结合已有的教学
平台，为学生创设阅读教学的信息化学习环境；
ü 自学功能强大：支持学生在信息化学习环境下进行自主、有效的阅读，即保持纸质
阅读的优点，又发挥网络阅读的优势，功能简单易用，提高学生阅读质量与效率；
ü 协作学习便利：支持信息互联，学生可共读一篇文章，还可共赏、共品、共析文章；
ü 支持内容生成：支持学生发展高阶思维能力，通过共享阅读体验，互通阅读感受，
激发阅读思考，生成阅读智慧。

四、SURF 的功能分析
根据对设计原则和功能的需求分析，笔者及所在团队已经完成了第一版 SURF 开发，并
在核心试验校试用。该工具可以从教师角色、学生角色两个维度提供阅读支持1。

（一）学生角色的 SU
R
F功能介绍
本工具主要面向小学生的网络阅读需要而开发，设计了四项面向学生角色的功能。前三
项分别为摘录、注释、评价，这是保留纸质阅读可以勾画、批注等的良好阅读方法而设计的。
例如摘录功能，学生发现好词好句后通过拖选对应内容，网页上的文字马上会将底纹颜
色变为蓝色，后台记录该条数据。以后学生以自己的帐户再进入该页面，所有摘录过的文字
均会保留当时的变色功能，好词好句在一篇文字中跳跃而出，便于学生记忆和应用；
注释功能主要是把学生所选中的段落变成黄色底纹后，弹出对话框，让学生输入对所选
内容的分析或者写下感受，例如“承上启下句”、
“这段话写出了荷花的美丽”等；
评论功能是针对全文的整体评价，要求学生能从文章的布局谋篇、背后的深意、整体写
作风格等方面进行思考，并写出自己的想法，更强调对中高年级小学生的阅读理解与写作渗
透训练。而由于信息技术的参与，
这些功能均可以实现唯一用户名下的长期保存与便利检索；
另一项是阅读伙伴圈，主要是发挥网络互联的优势，使同一网络内的学生通过查看他人
的前三项内容，选择自己的阅读好友，建立虚拟环境下的真实阅读伙伴圈，在共享的前提下，

1

SURF 的技术路线及功能实现可参见杨现民、魏顺平《网络环境下共享阅读体验工具的设计与实现》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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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交流，进一步思维碰撞，从而生成新的阅读体验。

图 1 SURF 中学生用户的功能空间图

（二）教师角色的 SU
R
F功能介绍
网络阅读中，教师应该发挥教学组织、情况了解、引导促进的主导作用。教师可以利用
SURF 提供的阅读监控功能，看到学生进行网络阅读的相关信息，以追踪学生课堂阅读行为。
SURF 从阅读行为、阅读质量、阅读资源等三个方面向教师提供了学生网络阅读的情况分析。
例如打开学生阅读列表，可以看到全班所有同学阅读的篇数和时长，点击每一个学生的
名字，可以看到该生的阅读篇目，起始时间及阅读时长，从量上了解学生的阅读行为和质量。
在班级统计列表中，可以看到班级内全体同学平均阅读时长和阅读篇目数量，并且系统
会自动根据阅读数据，评选出本节课的阅读之星。
教师可以访问所有学生的 SURF 空间，把全班同学都加为自己的阅读伙伴，了解每一
名学生的阅读质量、阅读偏好。如哪些同学对科幻类文章感兴趣，哪些同学在说明文上花费
的阅读时间更长，全班同学都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文章、段落分别是什么等，均可以 SURF
后台获取。也就是说，SURF 帮助教师用户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学生阅读情况，不仅从时间、
篇数等量化数据上帮助教师进行快速统计，还能从学生的阅读体验、彼此的观点交流等语文
能力上进行记录与分析，实现了预期的设计目的。图 2 列出了 SURF 帮助教师了解学生阅
读情况的 3*3 功能矩阵图。

4

图 2 SURF 中教师用户的 3*3 功能矩阵

五、SURF 支持下的典型教学案例分析
下面本文以小学语文人教版四年级《鱼游到了纸上》第一课时为例，说明 SURF 对网络
阅读教学的支持和促进作用。本案例在网络环境下进行，学生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 SURF
工具，教师也会运用该工具进行阅读分析。本课准备了两篇阅读资源，分别为背景知识补充
性质的阅读材料《花港观鱼》和《工笔画》。

（一）S
UR
F学生角色的四种功能应用情况
本文随机选取一名学生的 SURF 空间进行分析。从后台来看，黄色、粉色、蓝色分别
代表学生所做的注释、评论和摘录功能。无论是学生本人、教师用户，还是处于同一阅读伙
伴圈的用户都可以查看到该名学生所做的全部摘录、注释和评论内容。同时 SURF 还提供了
两种链接功能。一种是可以查看还有哪些人也收藏了相同内容，点击人数后，可以进入到有
相同收藏记录同学的 SURF 空间，看看对该内容感兴趣的同学都是谁，他们的观点分别是什
么，他们关注的角度与自己有哪些差别等，评论了相同的文章，另一种是可以查看学生所做
记录的资源原文。

图 3 学生个人 SURF 空间

从杨同学本课的 SURF 记录来看，她对两篇文章做了三条记录。其中摘录、注释、评论
各一条。从使用上看，她的注释和评论把握得比较好。如“工整严谨”这个词语对于小学四
年级的学生来说，有些偏难，但杨同学正确地理解了这个词在语境中的含义，并且结合本课
重点学习的新词“一丝不苟地、工整地”来解释，还是比较准确的。而且再次使用生字词，
对于本课的教学目标达成也是有帮助的。由于阅读资源为背景文，因此语言比较平实、通俗
易懂，杨同学没有做出更多的摘录，也是情理之中。在后台数据中，还可以看到杨同学建立
了包括本班 9 名同学在内的阅读伙伴圈。
她在其中的 3 位同学注释及评论后留言交流（图略）。

（二）S
UR
F教师角色的 3
*
3功能应用情况
教师进入后台的“SURF 监控区”，可以查看班级总体阅读信息，如班级内每一个学生
阅读的总篇数、在本节课中总的阅读时间。如果教师想要了解个别同学的详细阅读信息，可
以将鼠标移到这位同学的名字上，此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出现这位同学阅读过的所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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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题，每一篇文章的阅读开始时间以及阅读时长。

图 4 学生阅读列表

从图 4 可知，该班徐同学共阅读 2 篇文章，阅读时间 2.55 分钟，其中《花港观鱼》2.1
分钟，
《工笔画》27 秒。从这个数据教师就可以得知，徐同学对前一篇资源阅读得比较认真，
对后一篇《工笔画》采用了速读方法。因为该篇资源的确文字短小，内容简单，而且只是本
文的一个次要背景信息的补充，所以可以认为该同学的阅读行为是有效的。
教师还可以在后台查看到全班同学的 SURF 的整体情况，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SURF 整体记录

平均条数

条数（最高／最少）

平均字数

字数（最高／最少）

摘录

3.14

11/1

注释

0.76

5/1

8.41

21/2

评论

0.26

2/1

16.73

55/2

由此可见，学生在本节课上所做的摘录数量较多，内容上看多为好词好句。注释其次，
多是对字词进行的解释，评论最少，但能够从整体上去把握文章大意，而且绝大多数评论对
文章进行了正确的概括。独到的见解不多，评论字数也不是很多，说明还是处于一种相对有
效的快速阅读状态，这也符合跨越式教学网络扩展阅读本来的意图所在。
教师打开班级阅读统计信息，可以了解班级平均阅读篇数和时间。

图 5 班级阅读统计信息

通过图 5 可知，
《鱼游到了纸上》第一课时中，全班学生平均阅读 2.74 篇文章，平均阅
读时间为 3.64 分钟。这是因为在本课的网页资源中，虽然第一课时只要求阅读两篇文章，
但是如果有同学阅读的速度比较快，那么他可以点击本课其他课时的扩展阅读资源，所以出
6

现了平均阅读篇数大于 2 的情况。另外，教师根据阅读资源统计列表，可知本课所有网络阅
读资源，被阅读次数的排序。

图 6 网络资料被阅读资数的统计及排序

《鱼游到了纸上》第一课时的网络阅读资源，阅读次数从多到少排列的是《花港观鱼》、
《工笔画》
、
《胸有成竹》
，阅读次数分别是 45、36、28。从这个数据教师可知，全班 40 名
同学，几乎全部阅读了《花港观鱼》
，至少有 4 位同学没有读到《工笔画》，超过半数的同学
阅读时间比较充分，因此还阅读了《胸有成竹》等其他资源。这再次说明了本节课预留的扩
展阅读时间偏长，学生存在浏览不相关资源的操作。这与之前的平均阅读篇数大于 2 也吻合。
通过后台数据分析可知，本课阅读过程中，绝大多数同学能在两分钟读完两篇文章，大
部分同学进行了有效的摘录和注释，评论全文的功能有待增加。另外，由于预留的阅读时间
偏长，因此多数同学自主阅读了非本课的网络资源，教师可可以在以后的教学中，压缩本课
时留给学生的阅读时间，或者对学生进行教学提示，例如“读完这两篇材料的同学，不要再
阅读其他课时的文章。可以再次阅读课文”。 同时告知技术人员，可以在后台对本网页中的
其他资源进行修改，限定学生身份的浏览者只能打开本课时指定阅读篇目的资源，非本课时
阅读资源无法打开。

六、效果分析与结果讨论
根据笔者的现场观察及分析核心试验校的 SURF 完整数据来看，大部分学生能利用网络
阅读时间，完成教师规定的阅读篇目；少数学生存在着无效阅读或者不阅读的现象，教师需
给予个别关注；部分学生在完成指定阅读范围的篇章后，转为阅读无关篇章，教师需要给予
读前提示及读中监督。总的来说，这些数据为教师判断学生自主阅读的总体情况、个别情况、
平均情况等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而学生可以通过 SURF 工具，对阅读内容有了深度的加工，
不同角度的了解、记忆与评价，还可以了解同伴的阅读体验。
从面向试验校全体学生的调查问卷中可知，该工具受到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
尤其是同学们非常喜欢这个软件。笔者面向深圳市南山区前海小学全体试验班同学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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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中多达 91%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个软件对于课堂网络环境下的在线阅读非常有帮助或
者比较有帮助的。学生在问卷中写道：
比在旧版平台学得还多；不像以前的软件，有了很强大的功能；
（增加了）以前没有的一
些功能，让我们提高阅读质量
真的不错。用来摘录、收藏、评论，丰富知识，提高水平；可以对文章有更深刻的理解
和体会
这样可以省力地去做笔记；可以在电脑上画出好词好句；可以象看书一样能画；就像书
上一样可以写注释
可以让老师知道我们读得好不好；可以涂画、可以交流
在生活中摘录下来的东西没办法与同伴分享，但这里可以；它可以像和同学面对面一样
交流以及摘录；不仅可以加强阅读能力，还可以看见其他人的看法
从这些意见来看，同学们说出了 SURF 工具的主要特色，他们喜欢并乐于使用这个软
件，他们欣喜于纸质阅读习惯可以在这里变为现实。而试验教师也对 SURF 表达了喜爱之情
以及在后续教学中持续性使用的愿望。他们说：“用这个工具，学生可以知道自己的关注点
在哪里，像一个笔记本一样，可以做一些摘录，能够增进记忆，诸多积累的东西，还是很有
帮助的。对于老师来说，可以做一个监控，可以督促学生让学生认真读。反正同学和教师都
很喜欢这个工具。
”
从学生和教师这些朴实而直率的话语中，我们感到了技术对教育的真实意义所在。它不
仅为满足技术诉求的新颖或高难，而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起点，从满足实际教学需求出发，
通过创设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生成式学习的信息化学习环境，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
教师的组织者、帮助者、促进者的角色转变，更好地体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结构。
就网络环境下的阅读教学而言，会因技术的存在而更有深度，跳动着个体深层思考与集体交
流而生成的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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