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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县蓬莱中学 
“激情早读”工作方案 

 

课堂是实施教学的“主阵地”，还是教育发展的“核心带”。“课堂革命”是一

场观念的革命。我们要从敬畏课堂开始。 

敬畏课堂,要敬畏学生。对课堂的敬畏，是对学生生命的尊重。学生是课堂教学

的主体，“心中有人”是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和最高境界。可是，现在仍有些教师习

惯在课堂上演“独角戏”，习惯于“满堂灌”“一言堂”;有些教师,不愿走到学生中

间去,不了解学情，自然就“睁着眼睛说瞎话”;有些教师放不下“师道尊严”的架子，

习惯于“家长式”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学生既是我们课堂教学的服务对象，

更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教师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基于学生,要考虑学生喜欢不喜欢，

愿意不愿意,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 

敬畏课堂,要敬畏教学。对课堂的敬畏,是因为教学是一件神圣的事情，需虔诚对

待。但现实是,当下的教学,尤其是农村学校的教学并非如此:不少教师工作在农村，

家在县城，“走教"再也不是个案;不少教师急急忙忙到校上课，既缺少充足的教学时

间，又缺乏扎实做好教学的静心与耐心;不少教师备课“抄教案"、上课“演教案”、

作业“搬习题”,还存在工作懒散敷行、得过且过的状况。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

很多，但教师对教学缺少敬畏之心，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很多教师没有清醒地认识

到自己的教学工作同国家命运、学生个人的内在关联“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

定着人类的未来。”同样.教师的教学影响孩子的今天,更影响孩子的明天和未来。为

此，教师要脚踏实地做好教学的本职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息和马虎;要用自己的热血和

汗水。知识和智慧，引领学生不断成长。 

敬畏课堂,要敬畏职业。对课堂的敬畏，就是对教师职业的尊重。由于课堂是教

师职业定位的精神“坐标”、教师“角色"实践的神圣场所，敬畏课堂是每一位教师

必备的品质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教师对课堂的敬畏不仅影响自身职业发展,还会无

形地影响学生。在课堂上,每一位教师都不能苟且、轻慢、含糊,而应把每一.节课都

视为全新的挑战,把每一节课都视为对自我的超越,并自觉地钻研业务、深人思考、躬

耕实践。而这些，正是教师专业发展所需要的。每一位教师只有将自己全部的赤诚奉

献给课堂,才能彰显出教师生命的内涵、人生的精彩、职业的伟大。 

“课堂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只有敬畏每一位学生.

敬畏每个教学环节，敬畏教师的职业，才能促进课堂的深度变革，才能促进学生真正

的发展。 

  



 

 2 

 课改前沿                                                                            2  课改前沿 

融合核心素养，提高教学设计能力 
蒋玉国  张小艳  罗杰 

 

【摘要】教学设计是教师上课前基础而又重要的工作。教师可从“融汇核心素养

目标，提升教学设计的高度;融进合适问题情境，拓展教学设计的宽度：融入质疑认

知冲突，加深教学设计深度;融通数学语言交流，提升教学设计灵活度“4个层面，创

断课堂教学设计,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改变数学课堂面貌。 

【关键词】目标 活动 核心素养 数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C6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J1005 -1910(2019)07-08B-0024-03 

 

良好的教学设计可以提高课堂的目的性，针对性和发展性。教师通过课前精心的

设计，可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找到促进学生发展的教与学的方法。然而，在日常的

教学中，我们发现：许多教师在教学设计时仍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了学生的学习主体;

有的教师在设计中过分注重自己的教学思路，忽视了学生的学习路径；有的教师突出

了知识技能的教学，忽视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等。在深化课改着力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的背景下,教师应在教学设计中融人学科核心素养目标，努力创新和改造当下的课

堂教学。 

一、融汇核心素养目标,提升教学设计的高度 

课堂是核心素养落实中最微观、最具体的层面，是核心素养落地的最重要环节。

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是通过一门门学科教学实现的，正如余文森教授所言：“学科核

心素养就是核心素养(即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具体化、学科化、情境化。”因此,

小学数学的每一节课都应以培养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前提在于教师课前教学设计中的目标预设。教师必须融汇学生核心索养的发展目标,

并贯通于数学知识学习之中，才能提升教学设计的高度。 

融汇核心素养目标的基本原则就是针对数学知识技能的特点，设计出能重点培养

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目标。培养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离不开对数学知识的理

解掌握。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必须借助知识的内化过程。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学生在

理解掌握数学知识的过程中体验数学思想的运用，积累数学学习经验，形成数学学科

核心素养。例如，在小学一-年级“我规律"教学设计中，一-位教师设计的教学目标

为：一是通过物品的有序摆放，让学生初步认识简单的排列规律,会根据规律指出下

一个物体,切实提高学生初步的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二是通过涂色、摆学具等活动，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三是让学生感受规律在生活中的广泛应

用，培养数学规律美的意识。这样的设计虽面面俱到,但显得过于空洞模糊，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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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可操作性。为此，在设计数学课堂教学目标时.数师要用可观、可测、可操作

的的孝言语叙述学生学习_节后后所达成的结果。对这节课教学目标我们可以这样调

整：一是通过摆放物体等活动，让学生能说计兑出物体按“1 个 1 个”“1 个 2 个”

等为.组排列的规律;二是在“圈"画”让学生学会找出物体排列的规律;三是在“说”

和“找”“涂”等活动中，规律的过程中.发展学生初步的、.合理的推理能力。这样

细化后的教学目标，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学习的方向，使学生在学习数学识掌握技能的

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由此可见，融汇核心素养设计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目标，必须回答以下问题：通过

怎样的学习活动学生知道了怎样的数学知识;在怎样的学习条件下,学生学会了某项

数学技能;在学习数学知识、习得数学技能的基础上,学生发展了数学知识技能中哪

- 条最重要的核心素养。 

二、融进合适问题情境，拓展教学设计的宽度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是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来的知识，能力和态度。学生在情境中

感悟体验理解，有助于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教师需要创设出能引起学生思

考并提出数学问题的情境，促进学生掌握知识、发展学科核心素养,进而拓展教学设

计的宽度。 

我们知道，融进情境的目的是引起学生的思维活动，便于学生把握数学知识的本

质。在数学教学活动中,教师要设计出能让学生提出问题的情境是关键，在情境中引

导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象、发现问题,用数学的语言表达问题，用数学的思维分

析解决问题。有位教师在教学“简单的小数加减法”课中，设置了给回答精彩的两个

孩子发奖品的情境。基于孩子的年龄特点与好奇心，老师问道：“关于这两件奖品，

你想知道什么?”根据学生的回答.这个奖品的信息也就出现在学具“超市宣传单"上。

学生在现实情境中经历了“从若干信息中找到有用信息根据相关信息提出问题根据问

题来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连续的思维活动中学习了小数的加减法。这样的情境，能

让学生发现数学问题  ， 并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有利于培养学生作了如是分析：

数学教材受篇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对此，有位教师福盛所限，呈现出来的是比较数

学化的问题，但是在教学中仍需要教师进行灵活的处理，通过创设情境、动态呈现信

息等方式，创造机会让学生经历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过程。 

同时，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在学生与情境、问题的有效互动中得到提升。数学课堂

教学应注重将实际情境中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培养学生从复杂情境中理解、识别

并简化情境，构建具体的问题.将具体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例如.在教学“找规律”

一课时，教师设置了一个舞会现场.从现场彩旗彩花的布置，再到舞会的灯光最后到

舞会的舞蹈动作.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呈现的。孩子们在经历舞会现场的布置中学会

了用规范的语言表述自己发现的规律，在舞蹈的动作设计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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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会灯光的事故中学会了用规律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据研究表明，批判性思维需要质疑多元意见和理性思考。“舞会灯光的规律”的

问题提出,要求学生在质疑的基础上从猜测到理性思考。在教学设计时，教师要针对

学生的猜测结果，提出问题.进行互动质疑。这样的问题，是引发学生寻我依据的动

力。这样融进的情境,促进了学生的思考,发展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所以，多选

择来自生活实际的、蕴含数学问题的事例，融进数学课堂的问题情境，才有助于学生

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三、融入质疑认知冲突,加深教学设计的深度 

教学设计要有深度.其深度体现在教师设计的课堂问题上。课堂问题能引起学生

的深度思考,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运动，更是培养小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所

在。数学的思维能力是核心素养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融人能引发

质疑的问题，激起学生的思维冲突.组织学生或自主学习或合作探究从而解决实际问

题。 

在设计能引起学生思维冲突的问题时,教师应注意以下三点： 

1.生长点。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都是基于已有的数学知识。而新旧知识之间产

生的某种冲突和差距，就是教师要抓住的“生长点”。在教学设计中，教师要融人数

学问题,制造认知冲突促使学生深度思考探索。 

2.关键点。一节数学课的知识点可能有多个,但关键点一般只有一个。如数学概

念. 般涉及三个知识点：概念的产生即学习概念的意义;概念是什么，即概念的内涵;

概念的运用。般在初学概念时，“是什么”最关键.抓住学生的年龄特点与概念本质特

征的有机结合是小学阶段学习概念的关键点。在教学“分数的初步认识”时，位教师

创设了孩子们秋游的情境：两位孩子在一起平分两瓶水,平分 一个草果。平分两瓶水，

一人-瓶，可以用“来表示：平分一个苹果，一人半个苹果，教师提问用数字该怎么表

示。教师在此利用孩子的认知冲突引发学生在“学习慨念的意义”方面进行深度思考。

孩子们通过思考、交流反馈后明白了分数产生的必然性。这样，抓住关键点,融人认识

冲突，促进数学知识理解，发展核心素养。 

 3.是惑点。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抓住学生的疑感

提出问题，对于学生的发展可以起到事半功信的效果。例如，当学生对知识理解得不

透彻.或受思维定式的影响而产生迷感，或刚刚疏忽走神而遗漏了关键的信息时.教师

要以恰当的问题,巧妙地进行化解与点拨。如学习了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的面积

公式后,学生易将公式混淆。这时候.教师要及时组织复习整理课.并以问题来引发学生

的思考：比较三个公式.观察它们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设计这样的问

题，帮助学生在理清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和梯形的特征及其联系的基础上.发展学生的

数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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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通数学语言交流，提升教学设计灵活度 

数学教育家斯托利亚尔指出：“数学教学也就是数学语言的教学。”在一定程度 上

说学习数学就是学习数学语言.就是促进数学语言不断内化形成运用的过程。因此，小

学数学课堂教学要预设学生数学表达的结果,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措施,用适合学生年

龄特点的、科学的数学语言来融通数学表达，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数学语言素养。这样

的教学设计就有了灵活度，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1.融通 数学教材的语言表述。数学教材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资源。而指导学生

阅读教材是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一个重要的环节。 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学会科学的数学

语言表达。如在人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三角形的特征”一课中,教材呈现出三角

形的定义为“由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叫做三角形”。“三条线段"很好理解,但是对于

“围成”二字的理解,很多孩子是有误差的。因此，教材对“围成”二字的解释为“每

相邻两条线段的端点相连”。学生通过对教材语言的阅读，结合画图与辨别对“国成”

二字的定义就会有充分的认识。 

2.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数学语言表达。在教学设计时，教师要及时纠正补充学生不

完整的语言表述。尤其是对小学低年级学生.教师应当有耐心，一点一点地教他们把话

说清楚,并从简短的句子逐步拓展到中长句子。如在人教版小学数学-年级下册“找规

律”一课中,教材对“规律”是这样阐释的：“图中的人和物都是按规律排列的。”“小

旗的排列规律是按红黄重复排列。”“说出图中其它图形的排列规律,圈出重复部分。”

学生要说清楚图形的排列规律.应先圈出重复部分.说清重复情况将其化为组，然后整

体重复出现。这是一个可操作、可视化的部分.但要引导孩子用准确的语言表述出图形

的排列规律是相当有难度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学生理解了“重复排列”的基础

之上，教师可以设置简短的语言模型：个为 组，不断重复排列。这样.学生在填空训

练中不断熟悉规范的数学语言.最终能清楚表述图形的排列规律。 

 3.课堂 小结要融合核心素养目标。有的教师常常不重视课堂小结的设计.尤其是

在一些公开课上，因时间不足,结束部分只能草草收场。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有

倒摄抑制现象.也就是说后来的学习内容对先前的学习内容有干扰。倒摄抑制可能是导

致遗忘的最重要原因。所以，每一节课结束前， 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课堂小结切实加

深学生对 当堂课所学知识的记忆、技能的巩固.还能促进学生数学语言表达能力的发

展。教师.般可采取三个步骤：第一步,引导学生自我小结.通过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回

忆：本节课学到了哪些新知识;学会了哪些解题新技能;提高了哪些学习数学知识的方

法。第二步,由其他学生进行评价性发言补充.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水平。第三步，由

教师归纳小结，对学生容易忽视的数学学习方法.数学思维方式、学习策略等进行小结。

教师经常进行这样训练对提高学生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有极大帮助。 

总之 通过“四融”,提高“四度"，创新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设计.达成学生数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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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目标的发展应该成为当前数学教师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常态。 

 (作者单位：1.广汉市教学研究教师培训中心;2.广汉市和兴镇中心小学校;3.广汉市

西高镇学校) 

 

 

例谈教师在教学设计中的角色转变心 

李淑玲 

 

【摘要】因教学的出发点不同，一位教师的两次作文修改课呈现了不同的效果。

通过问题 检视状知转变行动变革和知行升华四个阶段，这位老师从救学设计者转变

为学习设计师，以学. 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将学生的习作能力提升落到了实处。 

【关键词】教学设计学习设计习作修改 

【中图分类号】1G623.2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 1910201)07-080 

007-020 

 

教师要准备好教学设计方可开展教学.这是日常教学中的基本要求。尽管每位教

师都知道教学是“教”和“学”的双边活动但站在教师的立场.我们思考得最多的还

是“教什么“怎么教”“教的效果怎么样”的问题，对于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学

到什么程 度”却常被我们忽视。早在上世纪 30年代“儿童中心论”就已走人人们的

视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曾 提出非常经典的论点：“教学要以儿童为中心.教师应 

考虑儿童的个性特征.使每个学生都能发展他们的特 长，尊重儿童在教育活动中的主

体地位。然而，放下 理论回到课堂.教师的中心地位依然无法撼动。教学 以“学生

学习为中心“道理简单,实践艰难。《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强调，语

文核心素养的培育要增强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自觉意识，要引导生在实践中自主发现

问题并解决问题。要让核心素养真正落实在课堂中，教师首先就要转变观念，要由课

堂的教学设计者转变为学习设计师.把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设计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设计。下面，我就通过泸州市纳溪区优秀教师雷英琴的节作文课，来审视当下

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借助教师角色转变找到创新教学设计的思路和

方法。 

一、问题检视 

本课的教学内容是五年级(一个活得的人 作文修改。课前学生已经阅读过《俗世

奇人中(苏七 块)的故事。 

[教学片断 1] 

师：同学们，通过课外阅读，我们了解了苏七块。 你能说说苏七块是一个怎样

的人吗? 

师：文中哪些语句表现出了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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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回到文本,找答案。) 

师：故事开头、中间和结尾分别是怎么写的?比 較自己的文章,修改一.下吧。(部

分生开始动笔) 

下课铃响，我发现真正动笔修改的学生只有少切数，多数同学仍然觉得自已原来

的习作不错，或者想要修改却无从下手。在与雷老师交流后，我认为本节课表现了当

下许多小学语文课堂上的通病： 

1.课堂主体角色颠倒。在教学设计时，教师站在自己的角度主观设置教学目标、

导致课堂目标与课时不匹配，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目标，只有草草收场。如

果教师站在学生学习的角度设计此堂课，尊重儿童的认知规律，尊重儿童学习的差异

性,将此目标设计为两节课，在时间上也许能满足学生真实的 学习需要。 

2.只阅读缺乏深度思考。通过阅读,学生完成了 表层的文本理解，但是这样的阅

读,对学生的习作迁 移却意义不大。老师指导阅读赏析时，对文本的理解 和分析浅

显,对作者习作特点认知也浅显，没有促进 学生的内化和生成，没有走好阅读的“最

后一公里"。 我们的课堂常常陷人这种“有想法不深入，有训练不 到位"的怪圈中。 

3.习作探究不够。虽然本课的目标是让学生对 自己的作文进行修改，但是多数

学生修改作文的真实 行为没有发生。因为没有前期铺垫学生即使想要修 改也没有具

体可行的方法，这就造成学生学习的低效。 

二、认知转变 

“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 只在于生存。”正如亚里士多

德所说，改变课堂教学设 计和教学行为需要从认知的转变开始。教师认知的 转变就

需要思考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课堂为谁而设计?根据雷老师的讲述，之所以设计这节作文修改课，主要是因

为她在评阅学生作文时发现,尽管题目叫(一个活得的人》， 但学生普遍没有写出人

物的特点，选取的事例也没有什么代表性。针对学生作文的问题，雷老师希望利用学

生阅读的《俗世奇人》-书给学生习作带来帮助和改变。但在片断 1 中，我们不难发

现，这样从教师角度出发的教学设计是教师的一厢情愿。课外阅读助力学生写作的道

路并不畅通。教师没有回答好“这节课为谁而设计"这个问题。只想着学生应该能从

阅读中获得什么，而忽视了习作方法的习得需要教师的进一步分析和引导。 

2.课堂由谁来做主?要让学生完成阅读到习作的迁移，毫无疑问，这节课的主人

就是学生。既然学生是课堂的主人，那教师就应该站在儿童理解记忆的视角,用充足

的时间引导学生分析文本，讨论写作事例反映人物特点的方法,在品读中边评边改.让

学生找到自己文章的不足.并得到修改的方法这节课的价值才能得到极大的彰显。尽

管这个过程漫长,但只要触动学生内心深处，让学生经历从文本写作知识的获取到自

我习作修改的输出,那这样的课才算是以学生为主。 

3.课堂质量高不高?课堂质最如何，谁最有发言权?是上课的教师听课的同行和专

家，还是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课堂，答案是毋庸置疑的。本节课，

在品读感悟环节，举手发言的学生大概占全班学生的六分之。写作评改环节发言的学

生大概占全班学生的十分之一,动笔修改了作文的孩子大概占全班学生的五分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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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节课,从学生参与的数据来看,课堂质量高低不言而喻。学生学习参与的广度、学

习思考的深度知识获取到能力输出体验的程度都是评价课堂质最高低的指标，切由学

生参与学习的实践来判断。 

三、行动变革 

在与雷老师深度交流后，雷老师对自己的教学设计进行了反思和审视，并在调整

后又上了一次课。她将本课内容分为两课时：第一课时着力赏析《张大力》(刷子李》

人物故事，探究作者写人的方法：第二课时，先找准自己文章的问题，再动笔修改。 

[教学片断 2] 

(第一课时，生默读《张大力》(刷子李)两篇文章后。) 

师：同学们，读了“张大力来到侯家后，看到这把锁，也看见上边的字,便俯下

身子,使手问一问，轻轻一撼，竟然摇动起来，而且赛摇一竹篮子，,这就招了许多人

围上来看。只见他手握锁把，腰一挺动，大石锁被他轻易地列举到空中。胳膊笔直不

弯，脸上笑容满面，好赛举着一大把花儿。”这段话，你有什么感受？作者抓住人物

哪些关键动作、神态心理，运用恰当的修辞,刻画出张大力力大无比的特点，这样表

达有什么好处? 

师：“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如同伴着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

刷，那长长的带装的毛刷便在墙面啪地清脆一响，极是好听。”在这段话中，修饰语

和修辞的有哪些?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第二课时. 教师出示一篇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生习作。) 

师：孩子们,读了这篇作文,大家找找它的问题在哪里?可以从哪些方面做些修改? 

(生从人物动作、语言、神态等多角度修改。)师：对照《俗世奇人》的写人方法，

请你寻找自己习作的问题，选择适当的表达方法,进行修改补充。 

(生阅读，然后修改自己的作文。) 

师：将自己修改前后的习作进行比较,你更喜欢哪一篇，为什么?你从中领悟到什

么? 

两节课,学生从阅读文本出发,到找他人的问题并解决问题，再到找自己的问题并

修改完善.大家有话想说，有话想写，动力十足，全心参与。 

四、知行升华 

两次不同的作文修改课，雷老师经历了从关注课堂教什么到让学生思考学什么；

从关注学生开展阅读活动到重视学生有思考的阅读：从关注教师教的策略到市视学生

学习行为的真实发生这些正是课堂教学设计观的改变。 

课堂教学的实践让雷老师收获了三个转变：一是角色转变，由教学设计者变成了

位学习设计师；二是视角转变，更加尊重学生的认知发展，关注学生在课堂学习时的

精彩生成关注学生阅读时的深度思考，关注学生认知中的质易，关注学生习作评改时

真实行为的发生；三是情感态度转变，怀揣教育情怀,带着反思和自省，将学生的发

展作为课堂教学的终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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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浇铸师魂  情倾三尺讲台 
——蓬莱中学儒雅教师向阳事迹材料 

 

有这样一位教师，情怀美丽，脚踏实地，两耳不闻浮华，一心沉入教育。凭着对

教育事业的热爱，三十年如一日，在教育岗位上辛勤耕耘，充分发挥生物专业教师的

带头作用，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

任务，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广泛认可，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他，就是蓬莱中学的

向阳老师。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他一直在教育事业上兢兢业业。向阳老师走上工作岗位三十

年来，他一向手捧着一颗赤城的爱心，憧憬着完美的教育梦想，为人师表，率先垂范，

切实履行职责，关心热爱学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努力使自我凭着高尚的师德、

优秀的业绩，成长为一名学生喜欢、家长满意、同事认可的优秀教师。 

在学生心目中，他是慈爱的“父亲”。向老师将浓浓的爱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

“奠基生命，浸润心田”，是他对教育事业执着的追求，“春风化雨，丰润幼苗”，

是他对大爱的更深刻的理解，他用自我的言行举止、人格魅力影响着学生，以真诚、

宽容、微笑、欣赏、赞扬，给学生创造一种愉悦和谐、健康舒适，自由宽松的学习生

活环境，他所任班级的教学成绩均位列全县前列，辅导学生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曾获县一等、市二等奖。 

在同行心目中，他勤于钻研，主动承担教研课、示范课。多次承担全县生物学科

毕业复习教研专题课，深受同行一致好评。他对教材有深入的思考研究，课堂上有自

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个人魅力，他让课堂灵动有趣，让课堂成为学生发展潜质的天地、

展现创造的舞台。 

在年轻教师心目中，他是学校生物学科“领头羊”。 作为专业的生物教师，他

带领全组教师不断探索创新，深挖教材，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悉心指导年轻教师

备课、准备资料和试卷。他鼓励帮忙年轻教师迅速成长，在“青蓝”工程建设中他和

徒弟结队，培养新生代教育力量。 

风雨兼程三十载，他静心教书，潜心育人，在平凡中追求挚爱的教育事业，在辛

劳中享受教书育人的快乐!  “汗洒春秋满校园”，在教育路上，他默默耕耘，只望

年年春尽，笑看满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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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真心育桃李 三尺讲台谱人生 
蓬莱中学  陈婵娟 

     

陈婵娟，女，1982 年 12出生，2001年师范学校毕业，其间自学汉语言文学专科

毕业。毕业后扎根大英县智水乡初级中学任教十多年，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

作。2015年 9月顺利通过大英县教育局组织的考调，进入蓬莱中学工作，尔来 4年有

余。 

在蓬莱中学工作的 4年是充实的 4年，是奋进的 4年，是满怀希望又收获颇丰的

4 年。从对小学教育的一无所知，到多次荣获学校及教育局“优秀教师”“优秀班主

任”“儒雅教师”等光荣称号；从对小学语文教学的恐惧和茫然到被学校推选参加大

英县城东片区教研，上示范课，获得老师们的认可，参加大英县合优课展评获优秀等

级，担任大英县合优课展评评委；2019年上期参加大英县统编教材背景下语文教师个

人素养大赛，获得教学设计第二名的佳绩，并加入大英团队赴遂宁参赛，在教育局领

导的指导下，团队齐心协力，创下五个参赛项目全部荣获“一等奖”的佳绩，个人也

因此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蓬莱中学见证了一个普通教师的成长，蓬莱中学更助

力了一个普通教师的成长。工作中，我力求做到： 

一、学高为师  身体力行  让学生爱上学习 

做一个“学者”，不管平时工作有多忙，身体有多累，我都坚持看看书。看看文

学名著，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看看散文诗歌，让疲惫的心灵去旅行；看看国学经典，

了解上下五千年；看看教材教参，了解孩子们学习的困惑；看看教育专著，学习教育

专家的先进育人经验。甚至有时候也看看心灵的鸡汤，给自己疲惫的身心加加油，打

打气。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我看来，书籍是教师成长的摇篮。孔

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最好的老师就是让学生爱上学习，

学会学习，终身学习。要让学生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爱上读书，不是靠唐僧式苦口

婆心的劝说，而是身体力行的示范，潜移默化的熏陶。用自己的爱好带动学生的爱好，

用自己的感想换取他们的触动。当你看到一个孩子从无知到有知，从单薄到厚重，师

之成就，师之快乐不言而喻。 

为在班上营造浓浓的学习风气，我们设立了图书角，由老师推荐好书，班级购买

图书，学生捐赠图书，学生自主管理图书。每到周末、假期，借还图书的人络绎不绝，

当然，我也身在他们其中。利用班队会，开展“好书推荐会”交流读书心得。利用“五

彩班栏”每周评选“阅读之星”。上课时结合课文内容有效拓展，给学生舞台，让他

们尽情展示课外积累的成语、名言、古诗、故事······课堂上，我也时常和他

们来个小小的比试，孩子们时不时总有许多奇思妙想，精彩言论让你倍感惊喜。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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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和谐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学生体会到读书的乐趣。 

正是有了积淀，学生课外阅读不怕了，写作不怕了，考试自然信心十足。4年来，

8班语文成绩多次获得全县第一！老师们会夸，“8班的孩子爱学习，8 班的孩子真聪

明,8班的孩子回答问题真积极。”家长也会给我打电话激动地说：“我家孩子懂事了。

我家孩子竟然知道······”学习是学生的本分，教书是老师的天职，而“好读

书，读好书”，就是架在我们师生之间的一座美丽的桥梁，也是竖起优秀这座丰碑的

一块块奠基石。如果说我教会了孩子什么，我只能说，我在他们心中播撒了一颗爱读

书的种子，让他们期待和相信读书的明天会很美很幸福。 

二、身正为范  立德树人 让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的特殊性就是他育人的本质。学校不仅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学生养

成良好品质为其一生健康成长奠基的地方。在蓬莱中学的 4年，我一直担任小学 2015

级 8班的语文教学工作，同时兼任班主任工作。为社会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

班人是教师不变的使命。德行兼备，言行一致，正人先正己，是我对自己不变的要求。 

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师生就共同制定了可行的班规。人人平等，遵照执行。每天

有值日班长值勤，有各板块班干部明确分工负责，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

每周一朝会课，由小干部对一周的学习、卫生、纪律、安全、活动等方面进行全面总

结。实事求是，旨在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共同进步。老师再针对突出问题重点强调。

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很强，班级荣誉感很强。每当获得“五星班级”等荣誉时，他们都

会激情欢呼，喜不自胜。良好的学风、班风也得到了学校的肯定，8班多次被评为“优

秀班集体”。 

选择教师就选择了清贫，选择了教育就选择了责任。十几年来，母校“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的八字校训一直激励着我，也敦促着我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十几年如

一日，芳华易逝，初心不改。一颗真心育桃李，三尺讲台谱人生。衣带渐宽终不悔，

但使芬芳春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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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元思书》教学设计 
蓬莱中学  杨凌云  初中 语文 

 

学习目标 

1．积累相关文言实词和句式，读通大意。 

2．体味富春江的美丽风光，体悟作者热爱自然、鄙弃名利的志趣。 

学习重点：积累相关文言实词和句式，读通大意。体味富春江的美丽风光。 

学习难点：体悟作者热爱自然、鄙弃名利的志趣。 

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美文：引用历代文人赞美富春江的名句导入并板书课题 

“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元·吴桓赞) 

“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唐·韦庄) 

“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景情美。”(宋·苏轼) 

“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清·刘

嗣绾) 

富春江，古往今来，它倾倒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吟诗作文，为今人留下了众多脍

炙人口的山水佳作。其中，南朝梁代著名骈文家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仅用一百四

十四字便生动逼真地描绘出富春江沿途的绮丽风光，被目为骈文中写景的精品。今天，

一起来学习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吧。 

二、读美文 

（一）资料助读 

1.吴均简介：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南朝梁文学

家。出身贫寒，好学，有俊才，通史学，善诗文。梁武帝时做过奉朝请。后因私撰《齐

春秋》，触犯梁武帝被免官。不久又奉诏撰《通史》，事未竟而卒。吴均“文体清拔

有古气”，不少人效仿他的文章，时称“吴均体”。 

2.骈文特点简介：骈文是一种讲究形式的文体，作者吴均是南朝知名骈文家，其

代表作《与朱元思书》自然保持了骈文的特点。文章基本上遵循骈文的要求，主要采

用四字句和六字句，并于文章后半部分大量运用对偶句， 如"泉水激石，冷冷作响；

好鸟相鸣，嘤嘤成韵"、 "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这就取得了句式整齐、

音韵和谐、对比立意、相映成趣的表达效果，读来朗朗上口，节奏感极强。 

（二）指导朗读 

1.读准字音 

2.读准节奏 

3.读出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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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握语调 

朗读时，要读准字音，要注意恰当的停顿，语速舒缓，对语句中的意思要通过语

调表现出来。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轻快）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舒缓）自富阳至桐

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惊叹）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惊叹）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

若奔。（惊叹）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舒缓）争高/直指，千百/成

峰。（惊叹）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轻快））蝉/则千

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平缓）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

忘反。（慨叹）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轻松、欢快）  

（三）合作译读 

1.小组合作，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译读美文，读通大意。标注疑难。 

2.解决学生疑难。 

3.积累字词清单（导学案） 

三、品美文 

（一）结构美 

1.作者用“           ，           ”高度赞美了富春江的美景。 

2.文章总括后，作者先写       ，再写          ，本课的结构是           

（二）山水美 

文章所写的富春江的山水“独绝”在哪里？请你结合语句说说你的感受。 

富春江的水，异在“                         ”（填原文），你看（听），  

                                      （翻译），多么       的水呀！ 

富春江的山，奇在“                               ”（填原文），你（听），

（翻译），多么          的山呀！ 

（三）志趣美 

面对富春江的“奇山异水”，作者有什么样的感想？你如何理解这种感想？ 

【链接“阅读提示”】 

教师点拨：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当我们手捧书卷，领略美文的时候，我们仿佛置身于山水

之间，耳听天籁之音，身感物外之趣，杂念顿消，心灵得以净化， 

细细品味，作者的这种志趣，既不同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又不同于"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消极遁世，它是一种对轻松自然的崇尚，对自由和谐的向往，对欢乐生命的礼赞。

它比前者少了份严肃，多了份潇洒，比后者少了份悲观，多了份开朗，因而更具一份常人心态，

也就更容易使人接受并感到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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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顾美文，布置作业 

1.重点词语开火车比赛 

2.重点句子翻译一站到底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一、收获 

1.重视导入。本文是一篇山水小品，如一幅水墨画，所以在文章导入部分，采用

画面、音乐加诗文句的形式来设置情境；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的优势，声色结合，

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2.注重朗读。朗读是学习文言文极为有效的方法。在朗读中串联正音、节奏、重

音等文言基本知识的疏通，既不枯燥，又能培养语感。同时朗读还应与联想想象有效

结合，既有助于理解，又有助于背诵。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朗读，尽量做到熟读成诵。

《与朱元思书》最经典处在于，作者描写景物生动，形象，作者把富春江两岸如诗如

画的美景准确描摩出来了；文章的语言极精炼、有韵味。可以通过对本文的朗诵，让

同学们深入感受到祖国语言之美，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同时教师能

通过听读、自读让学生感受“骈体文”的特点──四六句、对偶，使学生能对骈体文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3.小组合作。基础知识的掌握，又有工具书的辅助，便于开展小组合作，调动学

习主体的热情。再适当教以方法，开展以小组讨论、竞赛的形式，提供展示成果的平

台，便能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http://www.baidu.com/link?url=5e1rCdtBoUSBPWIDgrEhTfIgH0l8oohCxZQ478a5a02unMUap3yLejB8tzzJO61wuheug48bS_uoZ0PO0in7gK9redl_5zvbQCgrCd6MZfwNtdJGhOBWHShojJvM9Bs_Ki3EbZNQclkcSk1p2K_UCy1FAW2NXdAasmttWC1Qx4M5_HpQ6vJ3jIPnUTP7J_Ob5BiDNzsv398FPw0L8q0d3WhpKONzfNgwLK2J1vCU5fRXoqYwzJqmXRxEBj3vu8zxx3QgJ0Qk26veGqp7tHFe6K7ns_RKGOzLMAeUDoCNofacjp2utnGYgxaUjk7wlMq5ns_QYNwGcdX4CH2SGgVRa_cVcfATdM9CcUc9xc3dV2nA1OPiVvARuHpxfdh2Y-s6jKcW88yPM2ycSKcU6BJzOiRYyt_8NBwREJo9_li6h1yrksIRNxIUGT5g1-2I7bzMsoUipi_o0kkRa4P5rUGZ3UHZ2Z_pjHOIoM534S7uFhvTnBymxjr0aw02HECiQEuDv1_Cexdscgtg9mI93hI34wDC_abdPRvIiyIEsEloaQezcVx485joB3qkmURrtILhOMtHFpn7oRjzdaQYkfSlIjwR-Xv8QdSHIFsUt9YZox6IdRFQZTkIOphu2KwRWhYQPJpb1kWamTn1Idv7tneBnGHO7IO7PHGs5y7wtaAZAfF83OJ40LdYe3C46Zicbx64_qbVAXNkVAu5XHpzQwG8_39KaB00C-G4ARrhLw8qeX324L-Z6R3kxHBn9szdTltYxjlLAF17t_dK_AIvebTA80NZUvAj_PGXDkj8xpfYx9nX_5vUAp9A5qwHgYSFNRjPUZVQPHEk9-iwCbhZjBY8LXD1xMkuJmlZjiJcUg5q3Im&timg=&click_t=1570503428360&s_info=1583_752&wd=&eqid=fb9dbcb800006d78000000065d9bf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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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足 

1.要开展以小组讨论、竞赛的形式，提供展示成果的平台，便能有效提高学习效

率。 

2.要有取舍。应根据课文特点和学生学情选准教学点，忌求多求全，没有重点。 

 
 

 

 
猎人海力布 

蓬莱中学  申云华  小学 语文 

 

【教学目标】 

1. 会认“酬、誓”等 4个生字，会写“酬、珍”等 11个生字；正确读写“猎狗、

酬谢”等 18个词语。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分角色和同学们演一演。 

3. 抓住文中描写人物言行和心理活动的词句，体会海力布热心助人、舍己救人

的高贵品质。 

4. 学习创造性地复述故事，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重点】 

学习创造性地复述故事，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难点】 

抓住文中描写人物言行和心理活动的词句，体会海力布热心助人、舍己救人的高

贵品质。 

【教学策略】 

1.生字教学。 

要求学生在自读课文时做到：读准字音，认清字形，初步了解字义，并能联系上

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然后通过检查自读情况，及时正音，读顺句子，读通课文。教

师重点帮助学生读准以下生字：“酬、誓、珍、嘱”是翘舌音；“谎、叮”是后鼻音，

“珍、延”是前鼻音。本课要求写的 11 个生字，按结构划分有“上下结构”“左右

结构”和“半包围结构”三种。指导书写时，要注意引导学生处理好各个部件之间的

比例关系，笔画的繁简以及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做到正确、匀称、美观。“珍、叮、

嘱、塌、谎、悔、扶”都是左窄右宽的字，“延”的第四笔是竖折。 

2.阅读理解。 

在读通课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整体感知课文，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了解课文

的段落结构，知道课文主要写了海力布的哪几件事。精读课文时，要抓住主要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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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动作、心理等描写，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圈出重点的词语，画出重点的句子，

在句子旁边做好批注，写出自己的阅读感受。 

3.表达运用。 

要抓住海力布劝说乡亲们赶紧搬家这一部分，分角色朗读，并进行表演。然后根

据课文故事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列出复述提纲，根据提纲自己先练习一般复述，

再进行创造性复述，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学完课文以后，结合课后的小练笔，给

那块叫“海力布”的石头写一段话，简要介绍它的来历。 

【教学课时】 

2课时。 

 

第 2 课时 
【课时目标】 

1. 分角色朗读课文，学习创造性地复述故事，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2. 抓住文中描写人物言行和心理活动的词句，体会海力布热心助人、舍己救人

的高贵品质。             

【教学过程】 

一、复习提问，引入新课。 

1.提问：这篇民间故事写了哪几个人物？他们各有什么特点？ 

2.导入：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这篇课文。 

二、细读课文，剖析人物。 

1.学习第一部分。 

(1)设疑引导：默读第一部分，说说读了这一部分你知道了什么。 

(2)学生汇报：猎人海力布总是热心帮助别人；海力布救了龙王的女儿小白蛇，

小白蛇要报答他；龙王把宝石送给海力布，小白蛇再三叮嘱他：动物说的话，千万不

要对别人说。 

(3)探究质疑：海力布为什么只要宝石而不要其他的珍宝？小白蛇为什么一再向

海力布强调动物们说的话，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4)汇报交流：海力布得到宝石，可以打到更多的猎物，可以分乡亲们更多的食

物；小白蛇一再强调不能把动物们说的话告诉别人，意在告诫海力布如果把消息告诉

别人，将会有严重的后果。 

(5)引导学生抓住描写人物语言、动作、心理活动的语句剖析人物特点。 

【课件出示】 

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他热心帮助别人，每次打猎回来，总是把猎物分

给大家，自己只留下很少的一份。大家都非常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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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出示】 

海力布想，珍宝我倒不在乎，能听懂动物说的话，对一个猎人来说，实在是太好

了。生 1：海力布是一个善良、勇敢、热心助人、不贪心、不求回报的人。 

生 1：海力布是一个善良、勇敢、热心助人、不贪心、不求回报的人。 

【课件出示】 

“敬爱的猎人，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

我爸爸一定会好好酬谢您。我爸爸的宝库里有许多珍宝，您要什么都可以。如果您都

不喜欢，可以要我爸爸含在嘴里的那颗宝石。只要嘴里含着那颗宝石，就能听懂各种

动物说的话。” 

【课件出示】 

再三叮嘱他说：“敬爱的猎人，您要记住，无论动物说了什么话，都不要对别人

说。如果说了，您马上就会变成石头，永远不能复活了！” 

生 2：小白蛇知恩图报，关心爱护海力布。 

2.学习第二、三部分。 

(1)设疑引读：海力布是怎样劝说乡亲们赶快搬家的？从中可以看出海力布是一

个怎样的人？ 

(2)引导体会：当海力布从鸟儿那里听说“大山要崩塌，大地要被洪水淹没”这

个消息时，他急忙跑回去告诉大家。这说明海力布是个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人。当乡亲

们听了海力布的话却不相信时，“海力布急得掉下了眼泪”，可见海力布十分担忧乡

亲们的安危。时间就是生命，再一迟延，灾难就要夺去乡亲们的生命。怎样让乡亲们

安全转移呢？此时的海力布别无选择，他把自己从鸟儿那里得到的消息原原本本地告

诉了乡亲们，自己却变成了一块石头。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不。他在危急

时刻，为了挽救乡亲们的生命，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是何等可贵的舍己为人的

精神啊！ 

(3)为了再现这个动人的故事情节，请大家自由组队，分角色表演这感人的情节。

（教师指导：海力布只有三句台词，但情真意深，怎么演？乡亲们会有什么想法，又

该怎么演？鼓励学生能根据课文及自己的理解，进行个性化的发挥和创造性的表演） 

 (4)学生汇报表演。 

三、回顾总结，练习缩写。 

1.师：同学们，学习了“猎人海力布”这个故事，你们有什么感受？那么这个故

事为什么那么吸引读者呢？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 

2.学生汇报交流。 

预设：有曲折的情节，环节紧密相扣，将情感一步步推向高潮。 

3.教师课件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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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的特点：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口语化，朴素明快；想象奇特丰富；常

用夸张、比喻，艺术感染力强。它的内容来自民间，反映的多是民间生活。有的民间

故事有神话幻想的情节，充满神奇色彩，如《渔夫的故事》《牛郎织女》…… 

4.根据课文内容，给那块叫“海力布”的石头写一段话，简要介绍它的来历。 

“海力布”石头的来历 

从前，内蒙古一带有个叫海力布的猎人，他热心助人，大家都十分敬爱他。 

有一天，海力布去打猎，从老鹰的嘴里救下了一条小白蛇。原来这条小白蛇是龙

王的女儿。小白蛇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就带海力布去了龙宫，并在路上告诉他，

可以要龙王含在嘴里的那颗能听懂动物语言的宝石，但是听到的动物的话不能转告他

人，否则会变成石头。海力布向龙王要了那颗宝石，小白蛇再三叮嘱海力布要记住自

己交代的话，海力布谢过小白蛇，就回家了。 

自从海力布有了这颗宝石，打猎方便多了，每次打猎都是满载而归，分给大家的

食物更多了。 

过了几年，有一天，他打猎时听到群鸟在交谈。带头的鸟要群鸟连夜飞离这里，

因为今晚将有山洪暴发，人要被洪水淹死。海力布大吃一惊，连忙跑回村庄催促大家

赶快搬家，可谁也不信。一位老人恳求海力布向大家说明原因。海力布心想：要救村

民，只有牺牲自己。他就把整个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海力布刚说完，就变成了

一块石头。 

乡亲们看见海力布变成了石头，都后悔不已，十分悲痛。他们含泪念着海力布的

名字，向很远的地方搬去。半夜里，山洪果然暴发了，村庄被淹没了。 

后来，人们世世代代纪念海力布。 

 

【板书设计:】 

 

 

               起因： 救白蛇   得宝石 

猎人海力布     经过： 获消息   劝乡亲     热心善良 

               结果： 说秘密   变石头     舍己为人 

                 人们世代纪念海力布 

 

 

【教学反思】 

本单元的训练目标是初步学习复述课文。复述能力是小学生听说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现阶段又是学生复述能力培养的重要时期。通过本篇课文的学习，学生对以

归纳段落大意连起来复述课文，以抓总起句、过渡句、小结句复述课文的方法有了一

定了解。但学生在复述课文时往往抓不住重点，复述等同于背诵课文内容；有的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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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过程中条理不清晰，语言不简洁。本课的教学难点也是简要、有条理地复述课文。

所以在设计这一课时我根据单元目标，在教学过程中，重点突出归纳出故事发生的起

因、经过、结果，把故事分成三个板块：救白蛇，得宝石；获消息，劝乡亲；说秘密，

变石头。学习按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三个要素复述课文。通过这样的设计，借助

板书，学生在复述课文，抓住了故事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突出了关键词句，教学

设计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当然《猎人海力布》这则故事，虽然语言通俗易懂，

但是故事比较长，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完整地复述，对于学习能力不是很强的班级来

讲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按“得宝石”、 “变石头”两部分

步落实，降低难度。学生先以小板块复述内容，最后把板块的内容连起来复述，让更

多的学生尝到跳一跳，摘到果实的喜悦。 

 

 

 

 

 

首届诺贝尔奖颁发 
蓬莱中学  肖胜兰  初中 语文 

 

一、教材简析 

本文选自《百年好文章——路透社新闻佳作》，堪称为新闻佳作。 

二、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了解这则消息的历史背景，把握消息的特点。培养学生阅读新闻的能力 

【2】明确《首届诺贝尔奖颁发》的结构内容培养学生快速、准确获取信息的能

力。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合作探究 朗读法，领会本文准确、简明的语言特点。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领会文章所体现的思想感情，养成阅读新闻的习惯，关注

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 

三、 教学重难点 

重点：能根据新闻的结构理清课文的内容和层次。 

难点：认真阅读课文，培养学生快速、准确获取信息的能力。 

四、 教学方法 

自主合作探究与朗读法相结合 

五、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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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诺贝尔(1833—1896)的部分

遗产作为基金创立的。每年 12月 10日，诺贝尔奖的颁发就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迄

今为止，诺贝尔奖已经走过了 100多年的岁月，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最著名的学术大

奖，深受世界各国关注，相关行业的学者、专业人士也都以获得诺贝尔奖为至高荣誉！

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在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们也有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你们知道

是谁吗？ 

2012年 10月 11 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

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5 年 10 月 5 日北京时间 17 时 30 分，我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因其在研究从植物

青蒿中提取抗疟药青蒿素取得巨大成就而获得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二】温故而知新 

1．新闻定义： 

消息通常被人们称为新闻。“新闻”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闻是指各

种新闻体裁的总称，包括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等，狭义的“新闻”指的是消

息。我们这里所讲的消息，指的就是狭义新闻。 

新闻是用概括性的叙述方式，简明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具有新闻

价值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一种新闻文体。 

2．结构： 

标题  

导语(副标题)：是一句话或一段话，是新闻当中最有价值、最核心的事实概括。 

主体：是对导语的展开补充。 

背景：是新闻的历史情况和环境条件。 

结语：是最后一句话或一段话，具有启发与激励性的语言。 

【有时可根据情况省略导语或背景或结语】 

4、请两名学生模拟读本则消息，其他学生再自由读 

三】四边互动 整体感知 

1．课文主体部分为什么要一一列举获奖者的国籍、姓名、所获奖项和所做贡献

呢？ 

明确： 

【1】一方面是表明新闻事实的准确性； 

【2】另一方面是表明新闻事实的翔实；还因为“列举获奖者的国籍、姓名、奖

项 和所做贡献”是新闻的重点，所以要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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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文的主体部分详写 了什么内容，略写了什么内容，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明确： 

【1】主体部分写了首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情况，略写了颁奖机构，时间和地点，

还略写了资金来源和两权分离。 

【2】因为首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籍、姓名、所获奖项和所做贡献这些情况是

整篇新闻要报道的重点，能更好地突出中心，所以要一一列举，进行详写； 

【3】其他方面，如颁奖机构、时间、地点和资金来源不是新闻的重点，只需交

代清楚无需详写，这样安排详略能更好地突出中心。 

3．最后一段交代新闻背景，进一步介绍颁奖资金的来源，补充说明资金管 理权

和评奖的分离。你觉得作者有什么用意？ 

明确： 

进一步介绍颁奖资金来源，目的是让我们读者更清楚明白地了解，诺贝尔奖的巨

额资金来源于诺贝尔发明的多种炸药所获得的巨额收入，消除了读者心中的疑问；补

充说明两权分离，是为了表明诺贝尔奖的公正、公平性。 

四】拓展交流 

围绕诺贝尔奖奖项的由来、奖项设置、评选流程、颁发奖章、华人获奖、有趣的

诺贝尔奖事件等话题，充分交流。 

五】小结 

1.主题： 

这篇新闻所报道的是首届诺贝尔奖颁发的具体情况。文中详细列举了获奖者的国

籍、姓 名、所获奖项和所做贡献。同时也明确了颁奖机构，颁奖时间、地点等等，

这篇新闻事实准确，内容详略得当，是新闻中的佳作，希望同学们以后养成阅读新闻

的良好习惯，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和获取信息的能力。 

2.写作特色： 

语言简练，内容真实 

六】课堂练习 

1896 年，诺贝尔在意大利与世长辞。 临终时，他把毕生发明所得的积蓄，全部

奉献出来，以每年的利息作为诺贝尔奖的奖金，让我们来听一听诺贝尔临终前的遗言

吧：全世界爱好科学并愿意献身科学的朋友们：生命对于我来说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

在科学这个神奇的世界里，我遨游了一辈子，发现里面的奥秘太多了。研究它，掌握

它，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恩惠，希望大家继续研究下去，区区 200万英磅的利息，虽

微不足道，但愿意为行走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之路上的你助

上一臂之力。诺贝尔在九泉之下感谢你们。当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有很多话

要说，请将下面的句子补充完整。 



 

 22 

生本课堂                                                                  生本课堂 
 

我敬佩诺贝尔的对科学事业的痴迷，更敬佩他的无私奉献。（知识拓展） 

七】作业 

复习相关新闻知识，完成课后练习 

 

 

 

 

《比大小》教学设计及反思 
蓬莱中学  夏玉环  小学低段 数学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认识符号“＞”、“＜”、“=”的含义，知道用词语(小于、大于、

等于)来描述 5以内数的大小。 

2、初步建立数感、符号感，会用数字、符号或图形进行表示和交流。 

教学重点: 

认识符号“＞”、“＜”、“=”的含义。 

教具、学具准备: 

图片学具:3只猴、4个梨、3个桃、2根香蕉 

教师准备:电脑课件和相关练习题 

教学过程: 

一、故事导入。 

出示幻灯片 听故事。 

有一天，悟空到天庭参加潘桃大会去了，花果山上只剩下了小猴子们，他们又是

玩水又是捉迷藏，玩得可高兴了！不了一会，他们又累又渴，于是他们跑到花果山上

采了许多水果，来到草坪上吃。可是，在分水果时出现了小小的问题，同学们，你们

能帮小猴们分水果吗？ 

提问：（1）图上有哪些水果？分别是多少？（教师往黑板上贴水果）（2）图上

有几只猴子？如果每只猴子吃 1个梨、 1个桃、1根香蕉，够不够？   

二、新授课。 

（一）教学“＝” 。 

（猴和桃比） 

1.用自己喜欢的学具代表猴子，再用另一种学具代表桃子，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摆

出来，说说谁多谁少。教师出示相应图片及数字。 当猴子和桃子的数量同样多时，

我们就用一个数学符号来表示。它就是“等号＝”，等号两边的数同样多。 

2 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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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作： “3等于 3”。 

3.教读，然后示范书写。 

出示幻灯片练习题  除了 3=3，5＝5以外，你还能举出别的例子来吗？根据汇

报，师板书。根据同学们举的例子，你发现了什么？等号两边的数一样多， “两边

相同用等号”  

（二）．”教学“＞。 

（猴和香蕉比） 

课件展示图片。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摆出来，说说谁多谁少  学生操作学具，得

出猴比香蕉多，也就是 3比 2多，用一个数学符号“＞”来表示，读作 3＞2   

板书：“＞” “3＞2读作：3大于 2”。 

（三）、教学“＜”。 

（猴和梨比）  

现在请同学们抬起头来观察一下图，有几只猴子（3），有几个梨（4），那一个

猴子可以分一个梨吗？（可以，并且还有剩余），就是说猴子的只数少，梨的个数多，

也就是说 3少 4多，那哪位聪明的同学知道，在比较 3和 4的时候该用一个什么符号

呢 

板书： 

“＜” “3＜4  读作：3小于 4”。 

（四）观察符号，区分符号。 

大数在前用大于，小数在前用小于， 大大口子朝大数，尖尖尾巴朝小数。 大

于号和小于号，开口都朝大数笑。 

三、知识运用   

请同学上台在屏幕上答题，其他同学评价对与错。 

四、总结： 

同学们来说说今天有什么收获？  我们这节课，学习了数与数之间大小的比

较，大比较数大小之间认识了 3个数学符号 ，分别是“＝”、“＞”和“＜”，读

下面口诀 

两边同样多的时候用“＝”、 

大数在前的时候用“＞”， 

小数在前的时候用“＜”。  

 

板书  ： 

                  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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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3  >  2      3  <  4 

等 号        大于号        小于号 

 

读作:       3等于 3          3大于 2         3小于 4 

教学反思: 

今天的活动主要是引导孩子认识“=”“〉”和“〈”，能准确区分“〉”符号

和“〈”符号。整个活动的层次比较清晰，孩子通过观察、比较认识了“=”“〉”

和“〈”，通过老师的引导以及操作的过程，大部分孩子能正确区分符号，并能准确

的在两个数字中选择符号，虽然孩子能进行区分，但在表达上有些孩子会出现读错现

象，主要是对符号的认识还不够。另外，教学过程中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环，教同学们

在田字格内书写符合，所以练习的时候好多同学不会写。我将在区域活动中进行个别

辅导及帮助，让孩子在正确区分的基础上并能掌握正确的读法，最终做得准确答题。 

 

 

 

 

 

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加法） 
蓬莱中学  张晓娟  低段 数学 

 

教学内容： 

课本第 14页例３ 

教学目标： 

１、通过学生的交流，发现１００以内两位数进位加法的多种计算方法，体验算

法的多样性。 

２、能选择合理的算法，比较熟练地进行计算。 

３、能运用数学知识尝试解决问题。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１、通过学生的交流，发现１００以内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加法的多种计算方法，

体验算法的多样性。      

２、能选择合理的算法，比较熟练地进行计算。 

教学难点：  

使学生理解并掌握进位的方法。 

教学准备：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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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课前复习：列竖式计算下面各题 

32+34=      25+33=       5+82=       42+42=    

[设计意图]：通过复习回忆列竖式计算两位是加两位数（不进位加法）时应注意

什么，为学习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加法）做铺垫。  

二、情景导入，激发兴趣 

1、出示第 11页主题图。问：二（1）班和二（3）班一共有多少人？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情景图，从而使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激发解决问题的兴趣。 

二、合作交流，掌握算法 

2、教学例 3。 

师：你能用以前学过的方法计算吗？ 

学生独立思考，小组讨论交流。汇报各自的计算方法。 

师：你能像计算不进位加法那样列竖式计算吗？ 

学生尝试列竖式计算，师提醒相关注意事项。 

指名汇报并评价。   

3、师：今天学的内容有什么特点？你能给这种算式取个名字吗？（板书课题：

进位加法。） 

4、是引导学生总结方法。 

①数位要对齐；②从个位算起；③个位满十进一。 

5、完成练习二第 3题。 

学生看图，了解题意，摆小棒帮助理解，再列竖式计算。学生汇报，并说明计算

方法。   

[设计意图]：在尝试、交流中掌握计算方法初步体会算法的多样化，理解算理。 

三、巩固练习，实践应用 

１、完成 P14做一做。 

学生独立完成。同桌交流想法。学生汇报并说明算法。 

2、完成 P15第 5 题。 

教师巡视、指导。指名汇报，要求学生说出错误原因并上台改正。 

[设计意图]： 通过练习学生能更为熟练地掌握进位加法的计算方法。 

四、课堂总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又学会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 

教师引导梳理。 

五、板书设计 

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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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7=72（人） 

35           ①数位要对齐； 

+ 37            ②从个位算起； 

                 ③个位满十进一。 

  72 

六、教学反思 

在此之前，学生已经学过了两位数加两位数不进位加法的竖式及两位数加一位数

的口算加法。设计这节课时，我觉得依据学生已有的旧知识，，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小

组活动，自主探究，得出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加法的计算方法。学生用小棒、计数器、

凑十法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是用竖式计算出现的几种情况，我真没有预料到。 

这就是新旧课程的不同之处！使用旧教材这部分知识时，大多数学生是按照教师

的要求一步一步来进行操作，在操作中明白算理，学会、记住计算的方法。整个课堂

教学顺利进行，新授 10分钟结束，剩余 30分钟就进行各项练习，在反复的练习和强

化中，学生的计算终于有了较高的正确率。而本节课，学生小组合作探究，全班交流

用了大约 25分钟，只有 15分钟的练习时间，一节课结束，全班计算正确率竟达到 99％！

而且整节课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比较前后教学的差异，我认为

教师在使用新教材，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转变。 

1．教师角色的转变。《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

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和单纯的知识传授者，

教师的作用，特别要体现在引导学生思考和寻找眼前的问题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之

间的关联方面，在于提供把学生置于问题情境的机会，在于为学生创设一个自主探究

的情境与空间。，让学生自主地去讨论、思索，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此文转自斐.

斐课件.园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学生提出了不同的想法，遭

遇“心求通而未达，欲言而不能”的时候，教师就要以引导者、合作者的身份恰当点

拨、引导，使学生对自己发现的结论进一步反思，澄清认识，找到正确的方法、答案。 

2．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动手操作、自主探究与合

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

和富有个性的过程。”在以前的课堂上，学生基本上是听讲—练习—再现教师传授的

知识，基本上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新课程所要求的不再是单一的、枯燥的、以

被动听讲和练习为主的方式，数学教学应注重引导学生动手操作，自主探究与合作交

流，学生在观察、实验、猜测、验证、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动中，逐步形成自己对数

学知识的理解和有效的学习策略。本节课就注重了让学生动手操作、小组讨论、全班

交流。学生在操作中明白算理；小组讨论中，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学会去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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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意见并作出适当的评价和补充。学生在交流中相互启发，在不同观点、创造性

思维火花的相互碰撞中，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 

 

 

 

 

人教版数学一年级上册“比大小”教案  
蓬莱中学  冷俊  低段 数学 

 

【教学内容】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一年级上册）》第 17，第 21 页

第 5～ 6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这三种符号及其含义，同时知道这三种符号

的读法和作用。 

2、使学生知道用“大于、小于、等于”来描述 5以内数的大小，建立符号感。 

3、培养学生互相谦让、团结友爱的良好品德。 

4、培养学生初步判断、分析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水果卡片、动物卡片。 

【教学过程】 

一、讲故事导入。 

1、教师讲情景故事“小猴分水果”：今天，小猴皮皮过生日，听说他准备了好

多好吃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同时出示主题图，学生观察后师提问：图上有哪些水

果？分别是多少？ 

2、图上有几只猴子？如果每只猴子吃 1 个梨、 1 个桃、1 根香蕉，够不够？学

生有的说够，有的说不够。） 

3、师：小猴子也有这样的烦恼。同学们，你们能帮小猴们分水果吗？（培养学

生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的良好品德。）板书课题：比大小 

二、引导学生操作学具，学习 “＞”“＜”和“＝” 

1、教学“=”（猴和桃比）。 

（1）指导学生用一一对应的方法竖排出来，说出谁多谁少。教师出示相应图片

及数字。 

（2）教师说明：当桃和猴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时，我们就说 3 只猴和 3 个桃相

等。（板书：“＝”），等于号是两条一样长的线，请学生跟读“3 等于 3” 2、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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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猴和香蕉比）。                                  、 

（1）学生操作学具，得出猴比香蕉多，也就是 3＞2（板书 3＞2）。       

（2）请学生观察“＞”，说一说“＜”像什么，用手势比“＜”。 

3、教学“＜”（猴和香蕉比）方法同 2。                             

4、请学生观察三道算式，小组讨论，看有什么发现。学生回答后，教师用顺口

溜帮助学生进行记忆：大数在前用大于，小数在前用小于，相同数间用等于；大大嘴

巴朝大数，尖尖嘴巴朝小数。 

5、发散思维。 

（1）看看还有谁和谁能比，几大于几，几小于几？ 

（2）同学们，你们知道小猴在分水果时出了什么问题吗？（培养学生判断、分

析问题的能力）你们说说怎样分才公平？（培养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 

小组讨论后让学生各抒己见。 

三、知识运用 

（一）教科书第 18页“做一做”第 1题 

教师读题，请学生听清题意。 

1、左图：两边各有几只灯笼，谁多谁少，几大于几？ 

2、右图：两边各有几只小猴，谁多谁少，几小于几？ 

学生独立填写，教师注意巡视，及时批改。 

3、请学生读一读两道算式。 

（二）做教科书第 21页练习二第 5题 

1、学习小组的同学互相说图意，松鼠和松果各有多少，各用数字几来表示，几

小于几？ 

2、花和蜜蜂各有多少，各用数字几来表示，几大于几？ 

（三）游戏：看谁找得快 

1、教师出示数字 2和 4，问：中间用什么符号连接？请学生快速用手势比出今天

学的符号，举起来，看看谁最快。 

2、小组游戏：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出示两个数字，其他同学找符号。 

3、填第 22页第 6题，相互评价。 

四、课堂小结。 

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 

五、作业布置。 

六、板书设计。  

                          比大小 

                  3 = 3        3 > 2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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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作：3 等于 3   3大于 2      3 小于 4 

教学反思             

一年级小朋友处于形象思维阶段，学习抽象数的大小时有一定困难，教学时我先

复习 1-5各数，故意打乱数序，然后请学生上台来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以建立学

生初步的数感，让学生独立地将摆放凌乱的水果图片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比出谁多谁

少。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引导学生比较两个抽象数的大小的方法。             

猴子是小朋友喜欢的动物，新课的导入用“小猴吃水果”这一故事很好地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生的求知欲，将猴子吃水果的童话故事与比多少的数学知

识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在帮助猴子分水果的过程中掌握比较数的大小的一般方

法，同时感知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体会数学符号简洁、明了的应用功能。 

用特定的符号来刻画客观世界中两个量之间的大小关系是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

之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生不但要学习运算符号“+”、“-”，还要学习关系符

号“＜”、“＞”和“=”。如何让刚入校门不久的学生掌握这三种符号的含义并正

确使用它们呢？在一节课内小朋友要认识三个符号朋友“＜”、“＞”和“=”，还

是有一定困难的，故我让学生自己说一说“＜”、“＞”的形状是怎样的？开口朝哪

边？尖尖的呢？引导学生用形象易懂的语言去记忆三种符号。“两边数字一样大，中

间填‘=’”，“左边大，大于号；左边小，小于号”， 

“大于号开口在左边，小于号开口在右边”，“开口旁边是大数，尖尖旁边是小

数”等。等学生已理解后，我设计了一个小游戏：“看谁举得对”，教师说符号名称，

学生举出相应符号；“看谁摆得好”，教师说符号名称，学生用小棒摆出相应的符号。

最后安排补充练习，以加深学生对符号的印象，并会通用符号表示两个数的大小。 

对于城市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在幼儿园大多已接触 10 以内的数，绝

大多数的小朋友会指物数数，结合他们已有的数学经验，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教学生

数数的方法，并会按一定的顺序数数；难点是让学生体会数数的方法，用完整的语言

表达。 

 

 

 

 

 

 

 
 

同底数幂的乘法 
蓬莱中学  范青青  初中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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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起点分析 

学生的知识技能基础：学生通过对七年级上册数学课本的学习，已经掌握了用字

母表示数的技能，会判断同类项、合并同类项，同时在学习了有理数乘方运算后，知

道了求 n个相同数 a的积的运算叫做乘方，乘方的结果叫做幂，即 n

an

aaaa     
个

，

在 n
a 中，a叫底数，n 叫指数，这些基础知识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学生活动经验基础：在相关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完全可以借助于已知的幂的

意义，通过个人思考、小组合作等方式，进行知识迁移，总结出新的知识. 

二、教学任务分析 

本节课的设计，教科书从天文中有趣的问题引入新课，学生要经历从实际情境中

抽象出数学符号的过程，在探索中，学生将自然地体会同底数幂运算的必要性，有助

于培养训练学生的数感与符号感，同时也发展了他们的推理能力和有条理的表达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进一步启发要求学生往更深一层次去研究、剖析知识，概括出

“底数互为相反数”时的运算方法，培养学生知识的运用能力，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 

本节课的具体教学目标为： 

1．知识与技能：了解同底数幂乘法的运算性质，并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2．过程与方法：能够在实际情境中，抽象概括出所要研究的数学问题，增强学

生的数感符号感，通过与同伴合作，经历探索同底数幂乘法运算性质过程，进一步体

会幂的意义，发展合作交流能力、推理能力和有条理的表达能力. 

3．情感与态度：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增强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养成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 

三、教学过程设计 

本节课设计了七个教学环节：复习回顾、探究新知、巩固落实、应用提高、拓展

延伸、课堂小结、布置作业.结合导学案对学生进行讲解。 

第一环节 复习回顾 

活动内容：复习七年级上册数学课本中介绍的有关乘方运算知识： 

                   

活动目的：通过此活动，让学生回忆幂与乘法之间关系，即    
an

n
aaaa

个

 ，

从而为下一步探索得到同底数幂的乘法法则提供了依据，培养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 

活动的注意事项：教师要引导学生回忆七年级上册课本中有关乘方的知识，能把

幂的形式与同底数幂的乘法之间的联系通过回忆后彻底搞清楚、搞透彻，弄明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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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回忆时，或许学生会出现思维上的盲点，教师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从最基本的数

学形式上进行引导，如 ?2
3  ，你是怎样知道的？等.而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一

定要积极进行思考，切不可仅听取他人意见.这个内容是探索新知识的主要依据，绝

不能省略. 

第二环节 探究新知 

活动内容：以课本上有趣的天文知识为引例，让学生从中抽象出简单的数学模型，

实际在列式计算时遇到了同底数幂相乘的形式，给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

也可采用小组合作交流的形式，结合学生现有的有关幂的意义的知识，进行推导尝试，

力争独立得出结论.得出法则：同底数幂的乘法，底数不变，指数相加。 

活动目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代数除了繁琐的计算就是空洞的符号，是一门内

容枯燥、脱离实际的课程，事实上，代数是一门具有丰富内容并且与现实世界、学生

生活、其他科学联系十分紧密的学科，它的符号表示手段，深刻地揭示了存在于一类

实际问题中的共性，有助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本节课的内容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用字母揭示一般规律性的东西，是我们应该引导学生掌握的，这是一种非常简洁的方

式. 

活动的注意事项：探求新知的过程应留给学生独立思考，在教学时要尽量留给学

生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主体作用.用字母表达式体现一般的规

律性，学生不是首次接触，如原来所学的各种几何图形面积公式就是一种体现.在本

节课中，让学生从数字入手，首先研究
810 可以写成怎样的乘积形式，

7
10 呢？如若把

指数换为字母，又可以怎样理解？在此基础上，把底数换为分数、负数的形式，进而

又换作字母的形式，由学生个人思考，小组合作得到结论，结论共享，使全班在认识

上又有大的提高，从而得到一般的规律性结论表达式 nmnm
aaa

 .由前面的层层铺

垫得到结论并非难事，多数同学完全可以理解.字母表达式中“m、n 都是正整数”这

一限定条件不必过分严格强调，随着今后所学数的范围的扩大，这一条件不起作用.

让学生能识别并记忆表达式特征是关键. 

第三环节 巩固落实 

活动内容：以基本习题为落脚点，让学生学会判别、应用所学字母表达式，以达

到巩固新知的作用. 

参照教材提供的例题，不断要求学生分辨，是否符合“同底数幂乘法”特征：①

是乘法运算吗？②因式部分底数是多少？③对于（3）题中“－”你是怎样理解的？

这道题仍是“同底数幂乘法”的形式吗？④你会处理（4）题中的指数问题吗？说一

说你的处理方式. 

活动目的：教科书例题是落实基本知识的主要习题类型，特别是刚刚接触，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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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化吸收的新知识，理解不透彻往往会为今后的学习带来麻烦，所以在处理例题时，

可设计一连串的问题串，由浅入深地进行剖析、分解，这样的设计帮助学生以表达式

为依据，根据表达式特征会对形式变化的习题进行分析，从而找到突破口，实践次数

多了，学生自然提高对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使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进步. 

活动的注意事项：例题中后两个是难点，（3）题中或许会出现对“一”的不理

解，无从下手，此时可与（1）题比较，负数作底数在形式上是加括号的，所以此时

的“－”不存在于底数之中，因而底数为 x，可以看作是同底数幂相乘，“－”在这

里起到的是表示相反数的意义. 

第四环节 应用提高 

活动内容：1．完成课本“想一想”：
pnm

aaa  等于什么？ 

2．通过一组判断，区分“同底数幂的乘法”与“合并同类项”的不同之处. 

3．独立处理例 2，从实际情境中学会处理问题的方法. 

4．处理随堂练习（可采用小组评分竞争的方式，如时间紧，放于课下完成）. 

活动目的：进一步熟悉同底数幂的乘法性质，并运用同底数幂的乘法性质解决一

些实际问题. 

活动注意事项：扎扎实实的落实了字母表达式，学生已对本节主要知识有了清醒

的认识，此处应留给学生充分的空间进行思考交流.由于知识难度跨度不大，思维上

不会造成过度混乱，因而不需花费过多时间. 

第五环节 拓展延伸 

活动内容：写成幂的形式：  （1）   38
77  ； 

（2）   37
66  ； 

（3）    435
555  . 

活动目的：面对底数互为相反数时怎样把乘积结果写为幂的形式？这也是同底数

幂乘法中会遇到的问题.本环节根据学生情况选作. 

活动的注意事项：对于底数互为相反数的这种形式，学生刚一接触可能思想跳跃

性较大，有无从下手的感觉，而引导他们从幂的意义的角度去分析自然不难得到：“负

数的偶次幂为正，负数的奇次幂为负”的结论.而对于这一结论的认识单凭引导得出，

在学生脑海中的映象自然不清晰，应鼓励学生先去探索，分组合作，尽量在小组内合

作消化掉.对于个别合作不佳的小组或数学抽象思维不强的同学，仍需教师进行指导，

从而让学生体会到遇到这类问题应先确定结果符号，再进行指数相加. 

第六环节 课堂小结 

活动内容：师生互相交流总结本节课上应该掌握的同底数幂的乘法的特征，教师

对课堂上学生掌握不够牢固的知识进行强调与补充，学生也可谈一谈个人的学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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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活动目的：学生畅谈自己学习所得的新知识与个人切身体会，教师予以鼓励，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信心，特别是课上这种由特殊到一般的知识推导方式，更是学

数学应掌握的必要方法. 

通过观察、操作、归纳总结等活动，来探究新知，小结中更要体现这一点，教师

只是起适时的点拨作用. 

第七环节 布置作业 

1．完成课本习题 1.1中所有习题.天天清。（对于学生层次的不同， 分层布置，

弱差生由老师选做。） 

2. 拓展作业：你能尝试运用今天所学的同底数幂的乘法解决下面的问题吗 

（1）    baba 
2

；（2）    baab 
2

 

第八环节：板书设计 

四、教学反思： 

1.要把所学知识与未学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 

学生的知识体系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怎样通过引导能让学生把已熟悉的知识与

未学知识巧妙联系起来是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深入思考的环节.在教学中的复习回顾不

能仅限于上堂课中所学知识的蜻蜓点水式回忆，而应把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究新知的已

有知识作为复习的重点，从而为新课的学习做好准备. 

2.要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于学习的首位 

学习知识的过程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教——学”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有意

识、有计划地设计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体会到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感受数学的整体

性，不断丰富解决问题的策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可以把适当的拓展题补充到教学之中 

在教学上，可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将知识作适当的拓展，尤其是对一些学有余力

的学生可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求亿以上数的近似数》教学设计 
蓬莱中学  罗开艳  四年级 数学 

活动的注意事项：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从他们已有的知识结构出发， 

学习目标           同底数幂的乘法          学生展示区域 

学习重难点        例题（学生尝试后老师精讲） 

法则归纳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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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习: 

1、把下面的数改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数。 

2500000000（           ）  120000000000（           ） 

3400000000（           ）   10200000000（           ） 

（四生板演） 

思考：把一个数改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方法是什么？ 

观察、比较并思考：把一个数改写成用“亿”作单位有什么优点？  

2、省略下面各数万位后面的尾数，求出它们的近似数。 

73649≈                         3065184≈    

29817403 ≈   

（三生板演，其余学生在练习单上作答。） 

思考：①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求近似数的步骤是什么？ 

②尾数的最高位有几种情况？（适时板书） 

过渡语：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求近似数的方法，孩子们都掌握得特别好！今

天老师带来了两个数，是比“亿”大的，我们来看看题目要求我们做什么？ 

二、新课： 

出示例 4: 

省略下面各数“亿”位后面的尾数，求出它们的近似数。 

1034500000 ≈（           ）亿     

9876540000 ≈（           ）亿 

①读题，理解题意。（齐读，思考后指名学生表述题意） 

②尝试求近似数。 

③同桌交流方法，学生汇报。 

④教师小结：比亿大的数也可以用（     ）法求近似数。 

省略亿位后面的数，求近似数时，先分级，找到（      ）位，再根据千万位上

的数（         ），求出它的近似数。 

（课件出示，学生填空后齐读一遍。） 

三、巩固练习： 

省略下面各数亿位后面的尾数，写出它们的近似数。 

5270230000   

49692000000    

26900800000 

观察后思考：求出的近似数比原准确数大还是小？那种情况会变大？那种情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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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小？（课件出示总结语，学生默读） 

四、拓展练习： 

1.想一想、填一填。 

如果 18□6700013≈18亿时，□里都可以填（               ）； 

如果 18□6700013≈19亿时，□里最小可以（         ）。 

2. 一个数用“四舍五入”法省略亿位后面的尾数约为 4 亿时，这个数最大是多

少，最小是多少？ 

最大：（               ）； 

最小：（              ）。 

五、课堂小结：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掌握了哪些方法？ 

省略亿位后面的尾数，要先分级，找到千万位，看千万位上的数是大于或等于 5、

还是小于 5，再根据“四舍五入”的方法求出近似数。结果要加一个“亿”字，由于

是近似数，必须用“≈”连接。 

板书设计： 

求亿以上数的近似数 

1、先分级 

2、再看千万位上的数 

小于 5  ： 四舍      

等于 5     五入 

大于 5 

用四舍法，准确数比近似数大； 

用五入法，准确数比近似数小。 

教学反思： 

1、谈教学构思： 

本堂课是在省略万位后面的尾数求近似数和把一个数改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数

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所以采用了复习导入的方法，直接复习这两个知识点，复习完一

个知识点，就要求学生观察、思考，总结出方法，运用知识迁移的方式，让本堂课的

知识自然生成，学生很容易就掌握了新课的知识点，教学目标很明确。 

新课教学要求学生先读题，理解题意，再尝试解答，同桌交流，指名汇报，教师

小结。教学思路清晰。 

练习分基础练习和拓展练习，基础练习对新课知识点进行巩固，落实了基本方法

和技能；拓展的两个练习，层层加深，能训练学生的思维。 

2、谈不足： 

①时间：由于复习题一生做错，出现预设外的情况，没把控好课堂节奏，复习时

间长达 8分钟；拓展练习时间不够，没当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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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讲课风格：总是担心学生不会做，在学生练习前，就喜欢先分析，再让学生做

题。拓展练习第二题，不应该先分析，应该让学生直接解答，再提问，这样给学生独

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更利于训练学生思维，也不浪费时间。 

③板书的字迹不工整。 

 

 

 

第二章第三节：运动的速度（第 1 课时） 
蓬莱中学  杨辉东 

 

【教学目的】 

知识与技能：1、知道如何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 

2、了解速度的概念，能用速度描述物体的运动； 

过程与方法：培养学生的分析概括能力和初步的探究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体验战胜

困难-解决物理问题时的喜悦． 

【重难点】 

重点：理解速度的概念 

难点：通过讨论交流，得出速度的概念 

【教学用具】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观看刘翔获得世界冠军的视频，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裁判是通过什么方法比较运动员跑的快慢？ 

2、观众是通过什么方法比较运动员跑的快慢？ 

得出结论：大量事实表明，判断物体运动的快慢须考虑路程和时间两个因素 

二、新课教授 

1）在物理学中，物体通过路程与所用时间的比叫物体运动的速度，表示物体运

动的快慢。也叫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 

2）速度等于物体通过的路程与所用时间的比值。若用 s 表示路程，用 t 表示时间，

用 v 表示速度，则速度公式为 v=s/t  公式变形：s=vt   t=s/v 

3）速度的单位是由长度和时间单位复合而成的 

① 国际单位：米／秒，读作“米每秒”，可用符号“m／s”或“m·s－1”表示。 

② 常用单位：千米／时，读作“千米每时”，符号“km／h”或“km·h－1”表示。 

③ 1m/s=3.6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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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生活中的常见速度 

三、课堂小结 

比较运动快慢要考虑的两个因素，速度的定义 

四、课堂练习 

【板书设计】 

1、判断物体运动的快慢：路程、时间 

2、速度：物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叫做速度。 

v=s/t 

公式变形：s=vt   t=s/v 

3、速度的单位： 

①国际单位：米／秒，读作“米每秒”，可用符号“m／s”。 

②常用单位：千米／时，读作“千米每时”，符号“km／h”。 

③1m/s=3.6km/h 

 

 

 

 

Unit 1 Parts of my body Lesson 5       
蓬莱中学  徐红艳  小学  英语 

 

This is the fifth lesson in this unit. This lesson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instruction 

imperative sentences., so improving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on 

self-introductions is very important. 

 

 

【知识目标】 

Key vocabulary: happy, hand, hands, clap 

Key structures: I’m happy/ You’re happy. 

Clap your hands 

【能力目标】 

1.Understand and meet the body's organs: hand 

2.The plural form of perceptual nouns. 

3.Learn the imperative sentence of command. 

【情感目标】 

Learn to respect others when we talk with others. 

◆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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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more interested in English. 

 

【教学重点】 

Understand, speak, and know the words of the body organ: head. 

Touch and understand four words. 

Learn the imperative of giving commands. 

【教学难点】 

Perce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ural form. 

                             

 

Tape recorder, Multimedia 

 

 

Step 1. Review to consolidate 

Teachers and students greet each other with hello. Learn good English in the morning 

or good evening. 

Step 2. Listen look and say. 

1. "Do you like playing games?" "Are you happy?" The teacher asks questions in 

English. 

2. The teacher drew a smiling face on the blackboard and performed by the students. 

And ask: why. 

3. Learn the English word "happy". 

4. Listen to the tape and learn "happy". 

5. Read two pictures in the book, and play the recording to learn hand and hands. 

Step 3. Do it 

1. The classroom led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wave and clap. 

2. Please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listen to the tape. 

3. A group of four students, one of whom did the action, the other students spoke 

English.   

Step 4. Listen and check 

Instruct the students to select the correct picture according to the recording. 

Step 5. Let’s sing 

1. Lead the students to read the songs and make corresponding actions. 

◆ 教学重难点 

◆  

◆ 课前准备 

◆  

◆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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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sten to the song 

Step 6. Conclusion 

Vocabulary              happy, hand, hands, claps 

Phrases & Sentences      I’m happy/ You’re happy. 

                       Clap your hands 

 

 

整堂课下来有两点要改进：1.在抽学生回答问题时，应该控制好纪律 

2.对重要的知识点和句子应该反复操练，形式应该多样化，这样才能吸引孩子们

的注意。 

 

 

 

 

 

《Module 3 Unit 1 Point to the door.》教案设计 
蓬莱中学  蒋彪  高段 英语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学生能听懂，会说，会用词汇 point, to, the, door, sit, down, up, stand, window, 

blackboard, bird.21 教育网 

（2）学生能理解指令并正确运用句型: Sit down!  Stand up!  Point to … 

（3）学生能够听懂、会说、会表演课文内容。  

2.过程与方法  

在活动中教学，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玩。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鼓励学生要主动进入大自然，仔细观察身边发生变化的任

何事情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乐于并善于与他人友好地交往，逐步形成与人沟通的

能力。 

【教学重点】 

(1)本课新单词：point, to, the, door, sit, down, up, stand, window, blackboard, bird. 

(2)听懂指令做出正确的动作: Sit down!  Stand up!  Point to … 

【教学难点】 

听懂指令做出正确的动作: Sit down!  Stand up!  Point to … 

◆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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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任务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交际法。 

【课前准备】 

实物图片，多媒体 PPT。 

【课时安排】 

1个课时 

【教学过程】 

一、Warming up and Revision  

1. Greetings.  

师生简单打招呼，然后学生之间互相打招呼。 

2.Let`s chant 出示幻灯片第 1 页，学生看图片并跟着老师读“Hello,hello”然后每个

小组进行表演。 

二、Presentation 

1. Let’s learn. 

通过室内的一些实物展示学习新单词和句型 Point to the… 

2. Listen and chant. 

(1)出示幻灯片 5---10 页，看本课的插图学习新句型 Point to the…老师先领读。 

(2)播放录音，学生跟读并模仿语音语调。 

(3)老师准备单词卡和学生进行练习。 

(4)Let’s play. 做一做 Point to…的游戏，巩固学习本课的单词。 

3. Listen, point and find “Point to…”. 

(1) 看课文图片, They are having a class.他们在上课。看！窗外是什么？What’s 

this？21 世纪 

(2)带着问题来听课文并跟读,同时圈出 Point to…句型。 

(3)讲解文本，突破重难点： 

(1) Point to the… 指向…..如：Point to the window. 指一指窗户。 

(2) Sit down/ Stand up! “坐下/起立”，sit 和 stand 互为反义词；up 和 down 互为反

义词。 

(3)教师板书：Sit down!  Stand up!  Point to … 

(4)以小组为单位练习对话，并表演。 

(5)听录音，跟读课文。模仿语音语调。 

三、Practice 

1. Practice. 

听指令做动作，复习该课重点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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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t’s play. 

四人一组进行游戏，第一位同学说一个指令，第二个同学做动作；第二个同学说

指令第三个同学做动作，以此类推，顺利完成的小组获胜。 

3.play game 以组为单位开火车比比，哪个组用时最少且正确率高的组获胜。2 以

组为单位 om 

四、Summary 

根据板书复述今天学习的内容。 

五、 Homework 

1. Read the new words and the sentences. 

2. Listen and imitate “Unit 1”. 

【板书设计】 

Module 3 Unit 1 Point to the door. 

1.point   to  the  door   sit   down   up   

  stand    window   blackboard    bird 

2.(1) Point to the… 

  (2) Sit down/ Stand up. 

六、教学反思 

今天上午我在三年级上了这堂公开课。课后我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大致归纳如下。 

本课的教学目标：让学生明白并能正确地朗读和运用“Point to……”这个句型，熟

练掌握 window，door，bird，blackboard，这四个新单词。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我

运用的教学用具有图片和实物。以活动的为线，体现学生的好动性和以动求学的语言

观。学生通过动作来进行操练，让他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使他们多感官参与教学，

以提高学习效率，变有意识地学习语言为无意识地习得语言。同时设置了集体问答练

习、分组问答练习、个体问答练习和听口令游戏等形式。教学结束后，学生对本课的

主要句型和单词掌握比较理想。 

本课的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和提高。 

第一，从知识的拓展性上来讲，老师不能只想的完成本节课的任务而不照顾到学

生的学习需求。如在教学 point to…句型的对象时除了 window, door, blackboard，这些

实物外，学生自己提到了课桌、椅子等，此时我应该灵活的引出 desk 、chair 单词的

教学，我想这比我放在下一节课要交给他们的效果好。与此同时给这节课的小朋友们

提供更加广阔的语言运用空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第二，进一步提高操练过程的有效性。这堂课的操练形式以全体、小集体形式为

主，收到了较好的练习效果，听口令游戏，让所有学生都有开口的机会，让练习过程

充满趣味性。但是，有个别学生的发音尚未得到比较充分的训练。因此，我应该注意



 

 42 

生本课堂                                                                  生本课堂 
 

及时纠正每个小朋友的误音。 

总体来讲，我认为从实用性角度来讲，这堂课的完成性完全可以在平时的教学中

呈现出来的，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希望自己能够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逐步完善。 

 

 

 

 

Module3 Unit2.What’s your hobby? 
蓬莱中学  黄冬梅  六年级 英语 

 

一、Teaching objects 

1.能认读 What’s your hobby? Collecting dolls is your hobby. 

2.能运用 Have you got any...? Yes, I have./No, I haven’t. Have you? 

3.能认读单词 doll, bicycle。 

二、Important points 

1.能认读 What’s your hobby? Collecting dolls is your hobby. 

2.能认读单词 doll, bicycle。 

三、Difficult points 

1.能运用 Have you got any...? Yes, I have./No, I haven’t. Have you? 

四、Teaching aids 

PPT, new words cards.  

五、Teaching methods 

 Communication through learning; cooperation and practice; 

Task-based learning 

六、Teaching procedures 

1.warming up 

T：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S: Good morning, teacher! 

T:Let’s Chant. 

S: Singing, singing, I like singing. 

Running, running, I like running. 

Reading, reading, I love reading. 

Riding, riding, I like riding bicycle. 

Flying, flying, I like flying kites 

2.Lea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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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like dolls. I have got lots of dolls. 

I like kites. I have got many kites. 

S：I like.... I have got.... 

T：我们的好朋友 Sam,Amy,Tom 喜欢什么？Let’s have a look. 

3.Presentation 

（1）放活动一动画，学生听。T: 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S:They are talking about hobbies. 

（2）再放活动一动画，学生听。T:What is Sam’s hobby? 

S:Collecting stamps.完成表格。 

（3）Practice.完成活动三 

T:What is your hobby? S:Taking pictures is my hobby. 

T:What is your hobby? S:Collecting stamps is my hobby. 

T:What is your hobby? S:Playing kites is my hobby. 

（4）Learn. 

T:我们常常要询问或者告诉别人关于爱好，例如： 

What is your hobby?Playing computergames is my hobby.师板书。同桌互相说。抽

俩桌同学说一说。 

(5)看图 Guess and answer. 

T: 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S:They are talking about hobbies. 

(6)看活动二第一遍动画，完成表格。 

(7)看活动二第二遍动画，跟读，找出 Have you got... 

(8)Learn.我们常常要询问…是否拥有…， 

例如：Have you got any pencils? Yes, I have./ No, I haven’t. 

Has Taotao got any dragon kites?Yes, he has./  No, he hasn’t. 

(9)Ask and answer. 

小组活动完成活动六。 

（10)完成活动五。师放两遍动画，学生听唱。 

4.Practice。 

师指导完成巩固练习。 

七、Homework。 

请您课后用英语采访身边的老师、家人、朋友等各自的业余爱好是什么，然后用

英语写一篇简短的调查报告（至少 5人）。格式如： 

H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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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My name’s …… like……. A likes……. B likes……. C loves…… 

八、Blackboard design。 

Module3 Unit2  What’s your hobby? 

What’s your hobby?           Have you got any pencils?  

 

——— is my hobby.          Yes, I have./ No, I haven’t. 

九、教学反思 

本单元谈论“兴趣爱好”。主要学习一般疑问句 What’s your hobby?及其答语 I 

like …./ … is my hobby.在教学过程中我采用以旧代新的方法教学新句型。 

    学生对“兴趣爱好”类单词很感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我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

充分利用了多媒体、实物、图片等并加上形象化的语言进行教学，使语言点的训练密

切联系生活实际。在教学对话的过程中，采用了情境教学法，让学生身临其境，由 Free 

talk 自然而然地过度到谈论各自的兴趣爱好。引出句型：Do you have any hobbies? I 

like …. … is my hobby.学生说的热情很高，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巩固操练的过程中，设计了符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活动，如英语歌曲的学唱，对

话的角色表演等，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这类活动既能帮助学生

有效地复习词汇和句型，又能锻炼他们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和应用能力。 

    这堂课教学任务基本完成，学生基本掌握了新授的动词词组和句型，但在组织实

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活动形式还不够新活。还需要多多学习。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Section B       2d 
蓬莱中学  唐雪瑞  初中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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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自主学习方案 

1.自学生词，并记住拼读及拼写。  

2.预习课本，找出重点短语和句子。 

3.读记后完成自学导练内容。  

教学流程 

Step   1  复习 

Step   2  情景导入 

A:  What do you usually do on weekends?            

   B:  I often go to the movies. 

   A:  How often do you go to the movies ?   

B:  Once a week.\Twice a week.\Three times a week. 

 

A:  What does he usually do on weekends?            

   B:  He often goes to the movies. 

   A:  How often does he go to the mov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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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nce a week.\Twice a week.\Three times a week. 

Step   3  完成 2a—2b 的任务 

1.大声地朗读 2a 中的短语，然后根据你认为学生做这些事情的频率高低来对这些

活动进行排序。 

2.认真阅读 2b 文章，然后完成 p·14 的圆形分格统计图，完成后集体核对答案。 

3.再次细心阅读短文，理解每一句话的意思，小组合作解决遇到的疑难问题。4、

小组成员分角色朗读录音,注意语音、语调、句群停顿。 

5、小组成员表演对话。 

Step   4  总结 

Step   5  练评 

1.--Sally, how often do you use the Internet ?-_________. 

A. Twice a week 3. Three hours C. Two years ago D. This afternoon  

2. (2012，浙江宁波)-Zhang Lili , “ the most beautiful teacher”，has moved us deeply.  

--Yes，and she is ___________popular with her students.  

sometimes B. never C. Always D. hardly  

3. (2011，四)1l 眉山)--_________do you visit your grand- parents?  

--Once a month.  

How soon B. How long C. How much D. How often  

4. (2011，南京) -- __________do you watch TV every week?  

 --Less than two hours. I often have much homework to do.  

How many B. How much C. How long D. How often  

5. Tom studies _______.He _______plays with his friends.  

A. hard; hard B. hardly; hardly C. Hard;hardly D. hardly; hard  

Step   6  家庭作业 

教学反思 

本课时以师生互动问答开展教学内容，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在 2d 的阅

读部分，注意培养学生做阅读题的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Starter Unit 2 What's this in English? 
Section A 1a-1c 

Speaking and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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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中学  熊华  初中 英语  

 

知识目标 

重点单词 
what，is，this，in，English，map，cup，ruler，pen，orange，

jacket，key，quilt，it，a/an，that 

重点短语 in English，a jacket，an orange 

重点句子 

1.—What's this in English? 

—It's an orange. 

2．—What's that in English? 

—It's a jacket. 

语法目标 不定冠词 a/an 的用法 

技能目标 能够听懂辨认物品、拼写单词的对话，并能正确表达 

情感目标 
提高学生对身边事物的感知能力，激发学生的未知欲望，培养学生对

未知事物的探究兴趣 

Teaching procedure: 

Step 1: Warming-up 

     1: Routine task: read the starter unit 2 words together. 

     2: Sing a song together “Good morning.” Starter Unit 1 中活动 4d 的歌曲 

（设计意图：跟唱歌曲以及师生之间的对话能有效地复习上节课所学的知识，还能活

跃课堂气氛。） 

 3: Greeting. 

T：Good morning，everyone！How are you? 

Ss：I'm fine，thank you，and you? 

T：I'm OK. 

再抽两位同学单独问候 

…… 

（设计意图：复习问候语） 

4：Routine questions:  

Q1: What’s the date? 

Q2: What day is today? 

Q3: How is the weather? 

Step 2: Lead-in ( learn the new words) 

1. Present some pictures(map, cup，ruler，pen，orange，jacket，key，quilt ……) 

T: What’s this? 

Ss: map 



 

 48 

生本课堂                                                                  生本课堂 
 

…… 

(Learn the words one by one, pay attention to pronunciation.) 

2. Match the words with meanings. 

3. Quick eyes. 

4. Game time: have a PK. 

T: Let’s say who’s the most quickly? 

教师指着物品，学生快速地说出单词。 

（设计意图：检测学生的单词记忆情况） 

Step 3: Pentation. (Learn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1. Introduce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A: What’s this in English? 

B: It’s a map. 

        A: What’s this in English? 

B: It’s an orange. 

2. Let’s compare. a/an 的用法 

a pen          an orange 

a cup          an  English book 

a key          an egg 

a ruler         an apple 

a quilt 

a jacket 

a map 

3. Present a picture(考考记忆) 

A: What’s this in English? 

B: It’s a/an …… 

4. Learn the “this/that”. 

A: What’s this in English? 

B: It’s a map. 

A: What’s that in English? 

B: It’s an orange. 

Step 4: Listening. (Learn the 1b) 

1. Listen and repeat. 

2. Role-play. 

Boys &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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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 Group 

3. Pair-work. 

(Make some convers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ictures) 

Step 5: Exercise.  

    — Hello, Helen! 

— Oh, ______, Eric. 

— What’s ______ in English? 

— _______ ______ pen.  

— And _______ ______ in English? 

— It’s ______ ________. 

Step 6: Summary& Homework. 

1. Recite the 1b 

2. Finish the exercise. 

 

板书设计 

Starter Unit 2 What's this in English? 

1a－2e 

a pen       an orange 

a cup       an  English book 

a key       an egg 

a ruler      an apple 

a quilt 

a jacket 

a map 

—What's this in English? 

—It's an orange. 

—What's that in English? 

—It's a jacket. 

It's an orange. 

教学反思： 

本节课学生掌握了 what’s this in English? It’s a/an…….学生反应较

好。但前面的花费时间太多，导致后面学生编对话的时间不够，教学时间为把握

好，以后的课堂应注意时间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