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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指向思维发展的初中语文作业设计
曹洳珂

（浙江海洋大学　舟山　316000）

摘　要：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巩固与延伸。基于“双减”政策和 2022 年版新课标的理念，从传统初中语文作

业的不足出发，提炼了作业设计的原则，并由这些原则提出了作业设计的改进策略，主要从基础性作业的灵活

设计、作业形式的丰富、弹性分层作业和针对性的个人作业几个方面展开。并以《紫藤萝瀑布》为例，展示了

指向思维发展的作业设计实例。通过文献研究法与教育观察法，本文从原则、策略和实例三个方面出发进行了

阐释分析，以期为“双减”背景下的作业设计提供参考，在作业中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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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教育压力普遍前移，“抢跑、超跑”
现象严重，既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也使家长背负
了过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为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
持续规范校外培训，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
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
策）。自“双减”政策落地，各部门、各学校也都热
火朝天地进行了一番改革。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能够巩固已知，导向未知，是学生语文素养形成的重
要环节之一。但在我们传统的教育中，教师大都把目
光投向于课堂教学，较少关注到作业的设计，大多参
照教辅书或学校统一安排作业，作业的布置较随意。
在作业的设计上存在作业量大、形式单一、基础性内
容过于机械、未考虑学生个体差异性等问题。因此，
我们要积极落实“双减”政策，让作业“减量提质”，
并融合新课标理念，设计指向思维能力提升的作业。

一、作业设计的原则

（一）要符合“双减”政策要求
初中语文作业的设计，首先要符合国家相关的教

育政策。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2021 年 3 月教育部
颁布了“睡眠令”，同年 7 月国务院出台了“双减”
政策，着力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双减”政策在学生作业总量上提出了明确要求：
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因此我们
在进行作业设计时必须考虑到作业“量”的控制，而
为了有好的学习效果，也要提升作业的“质”。基于
双减政策“减量提质”的要求，我们在设计作业时应
注意练习数量要精简，内容要高效，每一个练习的设
置要有目标指向，既减轻学生负担，又保证学习效果。

（二）要体现 2022 年版新课标的理念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课程

目标的阐述上强调了语文课程要围绕核心素养。而思
维能力是学生核心素养综合体现的重要内容之一，主
要包括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
创造思维。语文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应注重在
作业练习中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提升。

（三）符合学生认知水平
在进行初中语文作业的设计时，最重要的是要考

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在现实中，为了便于批改、评价
和管理统计，教师在作业的布置上，通常是全班统一
的。这样笼统地安排，看似一视同仁，实则缺乏针对性，
是一种偷懒的作业布置形式。这样统一的作业，对语
文基础较弱的学生来说过于困难，这会打击他们的学
习积极性，就更难学好语文了，容易陷入学习困难的
恶性循环。而对语文基础较好的学生而言，统一的作
业较为简单，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缺乏挑战性，长此以往，
难以保持学习热情和兴趣，学习能力也得不到提高。
因此，我们在设计作业时，要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进
行分层设置，尽量让每个学生在完成作业过程中都能
有所提升，体会到“跳一跳，摘桃子”的快乐。

（四）符合学生心理发展特点
作业的设计应考虑学生心理特点。初中阶段学生

正是好奇心强烈的时候，对于新鲜事物天然就有一种
求知的欲望，因此我们在设计作业时可以丰富作业的
形式，增加一些口头和综合实践的作业，而不仅仅停
留在书面作业的布置上。在作业内容上的选择上，既
要有基础又要有提升，是有梯度的作业，让学生在完
成作业时有成就感。初中阶段的学生具有较强的自我
意识，心理上已经是一个“小大人”了，也会产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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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设计有弹性的作业，给予
学生部分选择的权利，既能更好地照顾到学生之间的
差异性，又能使他们感觉到被尊重的满足。

二、“双减”背景下指向思维发展的作业设计的

策略

在“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我们要格外注意作业
的“质”和“量”的把控，结合 2022 年版的新课标，
从单元到单篇进行作业设计，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按照
学生个体差异进行分层作业设计，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一）灵活设计基础性作业
基础性作业是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巩固练习，是培

养学生语文素养、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基础，是初中
语文作业的重中之重。为了避免基础性作业的布置过
于简单、机械，我们要在设计时加入理解性内容，并
注意形式的灵活。

1. 生字词积累
在布置抄写生字词的作业时，我们可以加入理解

性内容，比如：认真读一读生字词；按照字形结构的
不同进行抄写，把相同部首的字写在一起（上下、左
右、包围、单一及其他结构）；把你认为容易写错的
字写下来。这样设计既可以让学生在抄写中对字词形
成理解性记忆，又可以判断字形结构、进行归类，不
知不觉中把握了字的结构特点，发展了学生思维能力，
同时也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 古诗词、现代诗歌、文言散文的默写
对一些文言文或现代文中的精华部分，我们在要

求学生能够记忆背诵的同时，也会在作业中以默写的
形式呈现出来。传统的默写往往是通过课文片段默写
或是前后句提醒填空的方式出现。学生往往是通过机
械记忆来完成复述的，没有进行过多的思考，只是简
单的记忆提取。对于这种原文再现的练习，我认为除
了记忆的提取之外，还可以通过理解型默写、填空来
进行，比如对杜甫的《望岳》进行诗句默写时，可以
加入有助于学生理解的内容，“我们登上顶峰，眺望
远景，大有‘会当凌绝顶 , 一览众山小’之感”，“龚
自珍的《己亥杂诗》中以落花为喻，表明诗人心志的
句子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通过
对诗歌内涵的理解来回忆诗句，在强化记忆的同时也
增强了思维的敏捷性。

3. 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在理解文本内容时，不仅仅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来

进行，也可以通过“图示”和“思维导图”来展示。
在对古诗的理解上，就可以用到图示的方法，比如在
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一句进行理解时，
可以配合着在黑板上画出简单的线条，来直观地向学
生展示诗中的画面感，以加深对诗歌的理解，在联想
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而对于文章
脉络的梳理则可以用思维导图的作业形式来展示，既

可以理清行文思路、概括文章大意，又可以提高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比单一的问答形式的作业有趣多了。

（二）丰富作业形式
由于初中生的年龄特征，他们更容易对丰富的、

新颖的作业形式产生好奇，从而萌发学习兴趣，主动
参与到作业练习中去。而对作业形式的探索，我们可
以从作业的类型展开。

1. 从呈现形式看作业
从作业呈现形式来看，可以分为书面作业、口头

作业、阅读作业、实践作业。我们平常接触最多的就
是书面作业，其次是简单的口头作业，如背诵、朗读。
书面作业是最接近中考模式的练习，也是我们最熟悉
的作业形式，主要可分为主观题和客观题，在初中语
文作业里，主观题包括问答题、分析题和作文，而客
观题则是选择、判断、填空等内容。第二，口头作业
包括朗读、背诵、复述、演讲等形式，对于古诗词和
优美的现代文，我们的口头作业常以朗读、背诵的形
式展开；对文章的概括、理解则可以通过复述来展开；
而对于逻辑性较强的议论文的作业布置，可以尝试用
演讲的形式来进行。第三，关于阅读作业的布置，可
以用于新课的预习；也可以阅读其他文本资料来了解
作者、时代背景，以补充、拓展课内知识；或是阅读
各种课外读物来增加学生语文素养。最后，在实践作
业的布置上，主要可分为制作作业、活动作业和研究
作业，我们可以通过制作手抄报、海报、贺卡等形式
来体会语文和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性；
也可以通过社会调查、辩论等活动作业的形式来提升
学生的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而在一个单元结束后，
或假期时，可以通过计划、专题研究的作业形式来培
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2. 从布置时间看作业
从作业布置的时间来看，可以分为课时作业、单

元作业、学期作业。首先要参照新课标的要求，从语
文科目该学段整体目标来确定本学期的目标，再从学
期目标到单元目标，继而从单元目标细化到课时目标，
再由课时目标指向课时作业的设计。每日的课时作业
可以用书面和口头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而单元作业可
以在书面和口头的基础上在增加实践或阅读作业内容，
至于学期作业则可以阅读作业和实践作业为主。作业
的安排从学科到学期再到单元和课时，这样的作业安
排，有利于学生思维系统性的锻炼。

3. 从学科视角看作业
从学科视角来看，可以分为语文学科的作业和跨

学科的作业。2022 年版的新课标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上提出了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
要求。我们在语文学科作业的基础上，也可以增加跨
学科作业，如“按照一条旅游路线，介绍沿途的人文
自然风光”，这既能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又能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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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地理知识，跨学科的知识联结更促进了逻辑思维能
力的提高。

4. 从主体参与看作业
从学生参与角度来看，可分为个体独立完成的作

业和合作型作业。我们的日常教学中，布置的作业大
多是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的，但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
今天，我们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同时，更不能
忽略了对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布置作业时，
我们可以将独立完成的作业与合作型作业相结合，发
展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三）有弹性的分层作业
由于每个学生的语文基础、学习能力、兴趣爱好

不同，在同一个班级里，学生的学习情况是有差异的。
为了让作业能够最大程度地符合学生需求，可以设计
有弹性的分层作业，赋予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
从以下两种分层方式来展开。

1. 依学生水平分层作业
根据学生水平，在同一目标点上设置不同难度的

作业。首先我们在设计作业时，要对应我们的课堂教
学目标，再根据学生现有水平及其最近发展区，在同
一知识点下设置不同难度的任务。比如在学习《一棵
小桃树》中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时，可以设置三个难
度层次的任务：一，思考文中小桃树与作者的关系，
了解托物言志的表现形式，体会作者对小桃树的情感；
二，知晓托物言志手法的作用，并能举例说明；三，
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写一篇小短文。同样是对托物言
志这一手法的掌握，在难度上却是逐渐递进的，第一
个层次的任务是了解这一手法、体会作者情感，是局
限于这一篇文章的理解。第二个层次的任务则是在第
一层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点难度，要求能够体会这一
写作手法的作用，并举一反三，通过新知联系已知。
第三个层次的任务是在前两个任务基础上的提升，要
求能够运用这一手法，是对这一知识点的完全掌握。
学生和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而每一个学生在不同
知识点上的已有水平都是不同的，而在同一知识点上
设置不同难度的任务，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差异化
水平的发展需要。

2. 依作业功能进行分层
根据作业功能进行分层，给予学生自由选择的权

利。我们可以根据作业的功能将其分为基础型作业、
提高型作业和拓展型作业。其中，基础型作业内容是
全班同学都必须完成的“必选”内容；提高型作业则
面向语文学习水平中等的学生，他们在完成基础型作
业的同时，可以在提高型作业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任
务去完成，是选择性地挑选几个任务，而非全部完成；
拓展型作业是面对那些学有余力的学生而设置的，他
们在完成全部基础型作业和部分提高型作业之后，可
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拓展型任务去完成。这样“必选”

加“自主选择”的作业类型，既把握了作业大体方向，
又给予了他们部分自由的空间，能够在保证语文学习
基础的同时又使其能力有所提升，满足学生弹性作业
的需求。

（四）有针对性的个人作业
在弹性分层作业的基础上，教师还可以通过观察、

作业反馈、家访等方式了解学生发展状况，取长补短，
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措施。比如有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非常不错，写的作文条理清晰、有逻辑性，但是语言
较平淡、不生动，少有情感流露。那么可以推荐该学
生欣赏一些文质兼美的散文 , 引导其观察生活，对语
言美的体验可以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可以通过
个性化阅读单的形式取长补短，主要放在学期作业或
假期作业的布置上。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发扬他们
的长处，同时尽量提升短板，丰富学生思维路径，提
升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促进他们全面均衡又
有个性地发展。

三、“双减”背景下指向思维发展的作业设计实例

在“双减”政策和 2022 年版新课标理念指引下，本
文基于单元学习目标设计了指向思维提升的初中语文作
业，以七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阅读课文《紫藤萝瀑布》为例。

（一）《紫藤萝瀑布》作业内容
1. 下列各句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必做）
（1）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

的水花。（　）
（2）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

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
（3）（每一朵盛开的花）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

容，就要绽开似的。（　）
（4）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

罩着我。（　）
2. 赏析例句（4），说说这样写有什么好处？（选做）
3. 体会例句（4）的修辞手法，仿写一个句子。（选做）
4. 找出原文中表示“我”观赏紫藤萝瀑布行踪的词语，

概括行文顺序，体察“我”的感情变化，完成表格。（必做）
行文顺序 行踪词语 感情变化

看花 ① 繁花似锦，内心愉悦

② 伫立花前 ③

④ ⑤ ⑥

5. 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你对“花和人都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句话
的理解。（必做）

6. 作者借用紫藤萝来暗示自己的情思，于是紫藤
萝就成为作者志趣意愿的寄托，在上一个单元的阅读
课文中有没有这种托物言志的文章呢？小组讨论交流。
（选做）

7. 宗璞除了《紫藤萝瀑布》之外，还有不少写景
状物的散文，如《丁香结》《好一朵木槿花》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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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进行阅读，比较分析这些作品之间的相同或不同之
处。（选做）

（二）参考答案
第 1 题：（1）比喻（2）拟人 （3）比喻 （4）通

感。第 4 题：①停住脚步 ②忆花 ③回忆往事，遗憾悲
痛 ④悟花 ⑤加快脚步 ⑥感悟生命，振奋精神。第 5 题：
个体的不幸是有限的，暂时的，而人类生命的长河是无
限的，永恒的，我们要珍惜生命，乐观生活（积极向上
方向皆可）。

（三）设计意图
这一课的学习目标是了解本文的写作方法，体会

写景的妙处；欣赏作者的语言风格，体会多种修辞方
法的表达作用，并尝试描写景物；体会托物言志手法
在文章表情达意中的作用。针对以上目标，笔者设计
了基础型、提高型、拓展型作业任务，力求满足学生
弹性作业需求。

第 1、4、5 题为必做题，是面向全班同学的基础
型作业。这类作业的设置是为了巩固知识，第一题指
向培养学生判断修辞手法的能力。第四题是通过阅读
对课文主要信息的筛选提取，借助表格明晰行文思路，
把握作者情感变化，有利于培养学生归纳判断的思维
能力。第五题是对文章主旨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
思维的深刻性。

第 2、3、6 题是提高型作业，面向语文水平中等
的学生，这部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地完
成任务。第二题是对“通感”这一修辞手法的赏析，
也是对文章风格的欣赏。第三题是运用通感的手法仿
写一个句子，既是对这一修辞手法的掌握与运用，又
是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锻炼，指向学生创造思维的
培养。第六题是引导学生联系已学内容理解“托物言志”

手法，以口头作业的形式来完成，锻炼了他们的交流
与表达能力，也减轻了学生负担。

第 7 题是拓展型作业，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通过
这一个作业来拓展自己的阅读面，提升自己分析比较
的思维能力。这一任务要求学生自己搜索资料，阅读
宗璞其他的写景状物的散文，并比较分析不同作品之
间的异同。对于想要进一步提升、拓展语文能力的学
生而言，这一任务既扩大了学生阅读面，有利于提高
学生文学素养，又在比较分析中提升了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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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home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Cao Ruke

Abstract: Homework is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tens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ShuangJian" policy and 

the 2022 edition of new concept, star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homework is insufficient, refine 

the job design principle, and put forward by the principles of job design improvement strategies, mainly from the basic 

operation of flexible design, rich, elastic layered homework assignments in the form of several aspects and targeted individual 

assignments. And taking "Purple Vine Waterfall" as an example, it shows an example of homework design that poin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observation, this paper explains and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examples from three aspect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homework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and improve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in the homework.

Key words: double reduction;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homework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