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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18年3月7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小学生在习作时常常出现两种情况，一

种是无米下锅，学生找不到写作的原材料，

没有写作素材，脑子空空如也，通常的表现

行为是咬笔头。另一种是有米无法下锅，学

生找不到好的习作方法，突出表现在文章开

头就写了好几次，写了又删，删了又写。一

次，合肥市杨敏名师工作室在学校开展“聚

焦习作教学，探索教学方法”为主题的习作

研修，我参与了薛训才老师的《角色体验》习

作教学观课活动。薛老师用思维导图引导

学生习作，不得不说是一种培养学生习作的

好方法。

思维导图又叫心智图，是表达发射性思

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简单又有效。思维

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

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将

主题关键词与图像、颜色等建立起记忆链

接。思维导图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

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学生在科学与

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从而开启

学生大脑的无限潜能。可以说，思维导图具

有人类思维的强大功能，而我们的课堂解放

学生思想、发散学生思维是根本，习作课也

不例外。

这节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有”：

首先，这节课“有趣”，体现在薛训才老师

幽默风趣，虽然是借班上课，从师生融洽的关

系可以看出，师生零距离接触，为课堂教学的

成功奠定了基础。

其次，这节课“有效”，学生能够有效训

练。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让他们充分动起来，

表现在动脑、动口、动手上。课堂上，学生思

维活跃，语言畅快，习作时很积极，都可以说

明学生在这节课上是有收获的。

再次，这节课“有料”，听课教师很有收获。

教师尝试用思维导图教学生习作，本身就是一

种探索，虽然这种探索早有人尝试并有建树，但

对于学校语文教师来说，却是一个新鲜的课题，

为语文教师打开了教学习作的思维闸门。我们

同样感受到这节课许多地方可圈可点，值得借

鉴学习。

最后，这节课“有爱”，师生爱心满满。薛

老师以“保安”角色体验开始，学生以“盲人”

身份体验残疾人，深刻体验了残疾人的诸多

不便，并提醒自己要多给予残疾人力所能及

的帮助。

如果说，这节课还有需要探讨的地方，

应该是思维导图运用在小学中高年级习作

中应该注意的几个细节问题。思维导图教

师要熟悉，学生要了解。教师不能为了上出

新意而利用思维导图，应该作为一项提高学

生习作能力的方法途径的课题去思考、去研

究、去探索。当然，不管怎样的课堂，学生需

要、喜欢和接受的才是课堂教学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琥珀名城小

学教育集团）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在寻求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学突破口时，我首先想到

在汉字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

首先，教师可以在汉字教学中植入

传统文化故事。学生都爱听故事，在汉

字教学中，讲述有关的文化故事，不仅能

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理解汉字，也能使

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结合五年级

上册综合性学习“遨游汉字王国”中《仓

颉造字》《甲骨文的来历》等故事，可以让

学生了解汉字悠久的历史以及其中蕴含

的深厚文化。

其次，教师可以通过对汉字构造的

讲解，让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汉字是表

意文字，字词中文化色彩很浓，可以借此

使学生在活跃有趣的气氛中领略中国文

化。比如，从造字法入手让学生感受汉

字特点，象形、指事、会意这些传统的造

字法，可以帮助学生记忆汉字字形，了解

汉字渊源。

另外，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将传统

文化中蕴含的朴素情感，通过诗词教学

加以渗透，可以帮助学生在理解诗词内

容的同时，将传统文化的精髓根植于内

心。诗词的情感是通过意象传达的，正

是这些意象构成了传统文化的载体，学

习诗词就是将这些传统文化意象继续涵

泳，使之成为文化传承的落脚点。

比如，李白的《赠汪伦》、高适的《别

董大》、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都是为

朋友而作，都表现了诗人与朋友之间纯

朴深厚的感情。在教学时，教师引导学

生深入感知，领会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

情，教育他们珍惜朋友之间的友情。这

种朴素的情感以及情感中的诗意是如何

表达出来的呢？不难发现，《赠汪伦》中

的“踏歌”，《别董大》中的“进酒”，《送元

二使安西》中的“折柳”，这些文化意象构

成了情感的载体，是古典诗词的意象之

美。学生掌握了意象之美，也就抓住了

诗词的“文化密码”。

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文化，而道

德文化的精髓留存于经典之中。儿童的

记忆力处于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大量

阅读、背诵经典，不仅可以启迪儿童心

灵，还可以引导他们提升内在修养和外

在气质。然而，除了让学生单纯地记诵

之外，教师还可以有哪些作为？以《孔子

论学》为例，可以从“学习态度”“学习目

的”“学习方法”几个层面将论语中有关

学习的内容加以分类解读，让学生联系

生活实际，更深入地了解《论语》的文化

内涵。在大量积累之后，教师还可以给

予学生适当的启迪和点拨，让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理解加以升华。

对于语文教师而言，传统文化是更

深层、更持久的教育力量。语文课堂中

的传统文化虽然只是沧海一粟，但亦可

大有作为。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中山市雍景园

小学）

当习作遇上思维导图
□崔世峰

观课笔记

““猜想猜想””让数学学习更深入让数学学习更深入

教学背景

数学，除了形式化的演绎推理外，概念的

建立、定理的发现、新科学的创立等，更需要

通过合情推理的方法得到。合情推理的实质

是“发现——猜想”，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

苏教版教材四年级下册《积的变化规

律》，这节课的教学目标首先是通过计算、比

较、交流，让学生探索并掌握“一个乘数不变，

另一个乘数乘以几，得到的积就等于原来的

积乘以几”这一规律，为下节课学习乘数末尾

有0的多位数乘法做准备。其次是让学生经

历“发现——猜想——验证”这一合情推理过

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如果教师

只是围绕以上这一规律展开教学，学生呈现

出来的思维状态是点状和浅层的，限制了学

生的猜想，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因此，本节课

教师尝试拓展教学内容的边界，把教材提供

的这一素材作为“脚手架”，利用网状思维模

式，让学生多维度去发现、猜想和验证，让学

生的数学学习一步步走向深入。

教学实录

•利用旧知引发“合乎情理”的联想，让

学习自然发生

师：根据第一题的结果直接写出下面三

题的结果并说出理由。

（出示）32÷8=4

（32×10）÷（8×10）=（ ）

（32÷4）÷8=（ ）

32÷（8×2）=（ ）

师：同学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商的变化规

律，从商的变化规律，你能联想到什么？

生：既然商有变化规律，我想知道积有没

有变化规律？

师：乘除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同学从

除法联想到了乘法，很有道理。那这节课我

们就一起探索学习“积的变化规律”（出示课

题“积的变化规律”。）

【设计意图：合情推理的标准虽然不甚严

格和确凿，推理的结果有偶然性和或然性，但

它绝不是完全的凭空想象，而是根据一定的

事实、情境，基于一定的知识经验作出的合乎

情理的探索性判断。四年级上册学生已经学

习了“商的变化规律”，也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另外，乘法与除法一样，都属于基本四则

运算，同时除法又是乘法的逆运算，教师引导

学生从除法的变化规律联想到乘法的变化规

律，有利于培养学生“合乎情理”的联想能力，

也为后面的猜想做准备。】

•聚焦一点引发猜想，经历合情推理的

过程

1. 引发猜想。

师：根据已有的学习经验谁来猜想一下，

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发生怎样的变化，

积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出示）乘数 × 乘数 = 积

（不变） （怎么变？）（又怎么变？）

生 1：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乘以

几，积也要乘以几。

生 2：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除以

几，积也要除以几。

2. 举例验证。

师：要知道大家的猜想是否正确，我们如

何做？

生：可以举例子，看看是否符合这个

规律。

师：是 的 ，教 材 举 了“20× 3=60”这 个

例子。

（出示例 4：先按要求算一算、填一填，再

比较填出的结果。）

乘数

20

20

20

20×4

20×5

乘数

3

3×2

3×10

3

3

积

60

积的变化

——

60×（ ）

师：仔细观察第二行，已知什么？要我们

求什么？

生：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乘以 2，

求现在的积是多少？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师：那这一行呢？（指着第四行）同桌互相

说一说。

师：请同学们把书上的表格填写完整。

师：观察表格你发现了什么？

生：我发现刚才生1的猜想是正确的。

师：这只是从一个例子中发现的，是不是

其他的例子也符合这一规律呢？有没有反

例？下面请同学们自己举例验证。

生：我举的例子是：2×3=6

2×（3×10）=（6×10）

师：大家举的例子都符合这一规律吗？

有没有反例？

生：我有，我举的例子是：12×5=60

（12×0）×5=（60×0）

师：这个同学想到了特殊的数字 0，我们

仔细观察一下，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乘

以0，积也乘以0，这是正例还是反例？

生（异口同声）：这是正例。

师：那你们找到反例了吗？

生：没有找到。

3. 归纳结论。

师：现在谁能大声把这一规律完整说

一遍。

（出示）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乘几，

积等于原来的积也乘以几。

师：刚才另一个同学的猜想：一个乘数不

变，另一个乘数除以几，积也要除以几，也成

立吗？能找到反例吗？

生：我找到了一个反例：2×3= 6，2 不

变，3除以0就不成立，因为除数不能为0。

师：太好了，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反例，这

个结论就不成立，想想看，怎样修正能使结论

成立？

生：只要添上（0除外），结论就成立了。

师：现在谁能把这两个结论完整说一遍？

（出示）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乘以

几，积等于原来的积也乘以几。

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除以几（0除

外），积等于原来的积也除以几。

【设计意图：提出猜想很可贵，但教师要

让学生明确，猜想不等于正确的结论，有时猜

想是错误或不完善的，猜想还要经过必要的

验证。对于小学生来说，由于所学知识的局

限，举例验证是一种常用的验证方法，验证时

教师特别要引导学生依据反例对原先的猜想

作出适当地改进和调整，培养学生思维的严

密性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4. 实践应用。

师：学习了这一规律有什么用呢？

生：可以使计算简便。

师：回忆一下，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曾经

运用这一规律解决过哪些有关的计算？

生：比如我们以前学过的口算：20×3=

60，先算2×3=6，再在6的后面添一个0。

师：你能用刚学到的知识来解释这一现

象吗？

生：因为一个乘数不变，另一个乘数乘以

10，原来的积也要乘以10。

师：这个同学真会学以致用，了不起！

【设计意图：所有的数学知识都要在应

用中才能体现它的学习价值，才能真正得

以巩固。教学中，教师要及时沟通新旧知

识之间的联系，通过变式训练帮助学生加

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学以致

用的能力。】

•多维度猜想，让学习向思维更深处

延伸

师：看着这一结论，你还会联想到什么？

生：刚才我们思考的都是一个乘数不变

的情况，那如果是积不变呢？

师：很棒，如果要使积不变，乘数该发生

怎样的变化？

（出示）乘数 × 乘数 = 积

（怎么变？） （怎么变？） （不变）

生1：我觉得两个乘数要同时乘或除以

相同的数，积不变。

生2：我认为不对，应该是一个乘数乘以

几，另一个乘数除以相同的数，积不变。

师：要知道谁的猜想是正确的，我们可以

怎么办？

生（异口同声）：举例验证。

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生1：我举的例子是：4×8=32

（4×2）×（8×2）=128，说明生 1 的猜想

是错误的。

生2：我举的例子是：4×8=32

（4×2）×（8÷2）=32，说明生2的猜想是

正确的。

生3：我觉得还要加上 0 除外，因为除数

不能为0。

（同学们都频频点头）

生4（很兴奋地举手）：我找到了反例，我

举的例子是：6×4=24

（6÷3）×（4×2）=16

生5：这个同学举的例子不对，它不符合

生2的猜想。

师：是的，但这个例子再次说明了什么？

生1：说明要使积不变，除了“0 除外”，

还要强调“乘以和除以的是相同的数，积才

会不变”。

生2：我还发现了一个特点：积的变化与

乘数的变化是相同的。比如：一个乘数除以

3，另一个乘数乘以 2，原来的积也要除以 3

和乘以2。

生3：我也发现了这个特点，比如：2×3=6

（2×5）×（3×2）=6×10

师：你们都是火眼金睛，但现在就下此结

论觉得合适吗？我们还需要——

生（异口同声）：多举一些例子验证一下，

关键还要看有没有反例。

师：大家说得太好了，那我们开始吧！

【设计意图：教师要具有“未来智慧”的教

育视角，努力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主

动追寻有意义的学习。在这里，教师通过开

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一次次大胆猜想，举例

验证，让思维不断延伸。】

•课内向课外延伸，让猜想支撑起知识

的架构。

师：大家通过不断猜想和验证得到了积

的变化规律，很棒！积和商有变化规律，那有

没有和的变化规律？差的变化规律呢？请同

学们课后运用今天的学习方法，自己去探索

和发现。

【设计意图：学完积的变化规律后，学生的

学习进程并没有结束，而是把学习又推向了一

个更高的平台。商与积有变化规律，对于四则

运算中的加、减来说，学生有更丰富的学习经

验，完全可以运用今天所学的探索方法，自己

寻找规律，通过不断猜想，一方面可以架构起

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之间的联系，更主要的

是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数学学习经验。】

教学反思

学习目标应是能力智慧的体现。学生

学习目标应该能够基于理解处理学科问题，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只是把教材上的例题作

为特例，让学生经历合情推理的过程，掌握

“猜想——验证”的方法还不够，更重要的是

要让学生主动发现和猜想与“积的变化规

律”有关的数学规律，并能运用这一方法完

成相关学习任务。

学习活动应以基本问题为驱动。教师要

围绕基本问题设计教学框架，这样能帮助学生

学习关联知识。因此，本节课的基本问题不能

仅仅定位于“积有怎样的变化规律”，而应紧紧

围绕“根据商的变化规律你联想到了什么？根

据积的变化规律你又联想到了什么？你有怎

样的猜想，如何验证？”这个更具总括性的问题

展开，因为这个问题更具有可迁移性和影响

力，能够为这个相关领域内容的学习提供锚

点，引导学生更深入地学习和探究。

学习内容应以结构化的形式呈现。教师

在本课的教学中不能让学生独立理解“积的

变化规律”，而应主动把一个个知识点放在

“变与不变”这一数学思想的大背景下进行思

考和梳理，让学习内容以结构化的形式呈现，

这样才能让学习真正发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东林小学）

□焦肖燕

语文课如何上出文化味儿

□刘志博

课堂策好课实录

征 稿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

【我见】这是教育人平凡思想的交

锋场，个性主张的汇聚地，教学智慧的

熔化炉。我们给您提供发表评论的平

台，那些关于课改的新思考，课堂现状

的新看法，尽可以在这里展示。希望您

关注的问题有深度，文章有观点性，观

点有建设性。每篇1500字左右。

【课事】好课堂里出故事，好故事里

有教育。关注课堂发生的那些有价值、

有意思的故事。“事”关学生、“事”关课

堂、“事”关课改，突出课堂里的故事味，

故事里的课堂味。每篇1600字以内。

【观课笔记】 寻找一节课的亮点，

思考如何借鉴；发现一节课的问题，思

考怎样避免。透过课堂表面，挖掘更深

层次的教育意义；通过课堂观察，倾听

核心素养落地的声音。欢迎您记录自

己的观课笔记，分享自己的听课心得。

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