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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18年11月2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观看课堂视频。

好课实录

□ 杨 贤

我的课有
46种进度

□ 吴淑华

去年秋天，我接了三年级一个班

的语文课。几周后，同科老师问我的

教学进度，我告诉她，不用与我保持

一致，因为我的课有46种进度。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班有

46 名学生，每个人对知识掌握的情

况参差不齐，语文能力差别较大，其

身上暴露出的缺点更是各不相同。

比如，有的学生口头表达欠清晰，有

的学生作文错别字太多，有的学生

韵母读音总是混淆。因此，我必须

一一了解他们的短板。

教学久了以后，我才逐渐明白，

统一的教学进度拖拽了我和学生许

多年。为了一味追赶教学进度，为

了追求教学的步调一致，我漠视了

许多落下的学生，他们在我急匆匆

的 教 学 步 伐 里 ，硬 生 生 沦 为 后 进

生。每次考试结束，我都会心生愧

疚，我的教学进度与那些学生的现

实能力渐行渐远。

多次反省之后，我开始放慢教学

的节拍，耐心等待每一个落下的身

影。我“度量”每一个学生，一一列举

出他们语文学习上的优点，并找准他

们的短板，给每个学生定制不同的学

习“套餐”。课本的目录再也不是我

因循的阶梯，按部就班的单元教学模

式也不再是我教学的刚需，课堂教学

逐渐淡化了40分钟的界限。过去，一

堂课我使劲灌输几个知识点；现在，

我愿意用几节课或更长的时间来落

实一个知识点。

我 的 课 堂 在 慢 慢 进 行 横 向 发

展，46 条不同的学习轨迹，逐渐向着

光亮的那端前行。经过一段时间的

个别指导之后，我开始聚零为整，根

据语文教学的要素，把学生分为 4

组 ，按 组 教 授 ，班 内 求 同 ，组 内 寻

异。根据学生的进步情况及时甄别

调整学生的组别，变更语文学习的

方阵。同时在班级内组建“学习小

专家”团队，发挥学生各自的优势，

一起帮扶学困生。

书 写 和 阅 读 是 各 种 进 度 的 基

础，书写态度的认真程度、握笔的

姿势、下笔的力道、字迹的大小、笔

画的长短、结构的松散和紧凑，学

生落笔迥异，不一而足。比如，林

玉笑的钢笔字，“横折钩”总是写不

好，于是我指导他反复书写几个带

“横折钩”的字，除了技巧的讲解，

还一一握笔示范。“学习小专家”团

队 中 的 孙 启 泽 ，硬 笔 书 法 小 有 名

气，我聘他为“书法小顾问”，专门

负责筛查几个同学作业中书写不

规范的字。几天下来，林玉笑的字

有了明显改进。

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不是一

蹴而就的。王欣鹏、杨庆印等几个

学生读书少，语言匮乏限制了他们

作文的表达。为了加快他们的阅

读 进 度 ，我 开 设 了“ 绿 色 读 书 通

道”，允许他们从班内图书角挑选

最喜欢的图书；课前 5 分钟，我又

分别设置了“欣鹏故事会”“庆印小

论坛”等环节，为他们提供阅读展

示的舞台，交流读书心得，畅谈读

书感受。同时，我随时随地与他们

品评书中的人物。一个学期下来，

沈石溪、曹文轩的书他们读了好几

本，王欣鹏还在班内开了《草房子》

读书报告会。他们阅读的短板，正

在慢慢地补齐。

张泽栋写作的兴趣不高，冯昭铭

对于人物的对话描写总是束手无策，

于是我利用小说写作课，与他们一起

构思动物故事，班内“学习小专家”团

队成员也积极与他们演绎推理故事

情节。

作为 46 种教学进度的促进者，

我不时驻足在教学的沿途，留意指

导各种进度的进程。我不再因为等

待而心烦气躁，学生也在各自学习

的进程中掌握了学习的技巧，争当

课堂小专家。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莱芜市莱城

区胜利小学）

如何让学生轻松、快乐地写作

文？这就要求教师根据作文的特点

与学生的实际，设计一些科学、新颖

并带有启发性的作文课，真正让学生

从生活体验和未来创想出发，变“苦

作”为“乐作”，体悟作文的“三味”。

创设情境知趣“味”。一次作文

课上，我故作神秘地对学生说：“大家

知道未来的自己什么样吗？今天老

师带来了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你们

‘未来’的照片，你们想和照片见面

吗？”学生们顿时来了兴致，争先恐后

要“见面”。借机我进一步提出要求：

“每一个来看照片的同学看完后都要

保密，其他同学可以仔细观察看照片

同学的表情。”看完照片的学生有的

哈哈大笑，有的频频点头……其实，

箱子里并没有什么照片，只是一面普

通的镜子。在轻松的氛围中，我引导

学生展开想象，以“与未来的你见面”

为题写一个片段，学生们兴趣盎然，

写作内容五花八门。

以趣引入的方式不仅让学生轻

松作文，还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打开

了每个人的思维，让他们在最佳的精

神状态中完成作文。

活动体验获真“味”。三年级的

开篇作文是课余生活剪影，学棋、打

球、赛跑、读书、游戏等。学生的课余

生活丰富多彩，可以写的内容很多。

于是，我们决定把作文放进多姿多彩

的活动中，既便于教师操作，又培养

学生的作文兴趣。

第一步：扶一段，帮学生站起来。

作文课上，我把学生带到甬路边的花

园进行语言训练。“花园里有几个花

坛”“5个”“花坛的形状不一，请同学们

仔细观察”“中间是圆的，有两级阶梯，

前后各有两个小花坛”“下面按照春夏

秋冬的顺序描绘花园的景物”。学生

七嘴八舌，将花园的四季说得有声有

色。活动结束后，学生先用半节课的

时间说《我的校园》，说熟练了再写。

扶着走的好处是便于教师集中

指导，效果比较明显。

第二步：护一段，带学生走起

来。一次课上，刚好下了入冬以来的

第一场雪。于是，我利用上课时间，

让学生到操场上玩雪。

活动过后，自然是文字记录。在

前期指导的基础上，让学生自由写。

一节课时间，大部分学生完成了作

文，但作文质量不高。

作文讲评时，我让学生寻找让作

文生动起来的法宝。有的学生说要

先写一段雪景，有的学生说要写一写

操场上热闹的场面，还有的学生说要

写自己玩雪的过程。于是，我们摘出

一段习作文字：“王洋和陈洁蹲在操

场西南边团雪球。王洋团了个大的，

陈洁团了几个小的，王洋要看陈洁的

雪球，陈洁只让看了一眼……”共同

研讨后，我建议学生从雪球大小、人

物性格等方面进行描绘，运用比喻的

手法。随后就有了不一样的创作：王

洋和陈洁蹲在操场的西南角团雪

球。动作麻利的王洋一会儿就团了

一个西瓜似的大雪球，而慢性子的陈

洁只团了几个桃核大小的雪球。王

洋要看看陈洁的雪球，陈洁怕弄碎

了，只让王洋看了一眼，便宝贝似地

握在手里……

扶着走就是说，教师不要自始至

终做旁观者，每篇作文都要有目的地

为学生支上一招。

第三步：撒开手，让学生跑起来。

作家不是教室里培养出来的。因此，

我建议家长在闲暇时带孩子外出旅

行，欣赏沿途风景。同时，还会留一些

实践作业，如在家中学做一种家务，然

后把做的具体过程写下来。在此基础

上，学生自然有话可说，有事可写。

开放评价得品“味”。教师要构

建多元的评改方式，让学生参与评

改、学会评改。

自我评价。作文写好后，要充分

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读一读，反

复推敲，有没有漏字、错字现象；有没

有语句不通顺、词语搭配不当的地方。

学生互评。课上，学生交换作文

本，相互切磋，他们兴致很高，改起来

一丝不苟。学生互改互评，也培养了

团结、协作的能力，在合作评改中学

会了交流，共同进步。

教师再评。教师对于自评、互评

后的作文，最后的评价一定要以鼓励

为主，要充分肯定学生，只有评语充

满鼓励，才能激起学生品读的愿望。

学生每天都在生活的海洋里撷

取着绚丽的浪花，每一位语文教师也

应引导学生以不拘一格的形式表达

不拘一格的思想，让学生写出自然、

有趣的作文。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朝阳外国语

学校）

生活作文有“三味”
□ 谭妹娥

课堂策

课事

课堂背景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和实体经济高

度融合，面向未来的创客教育显得尤

为重要。为此，我们开设了以物联网

技术为基础的STEAM课程。

本节课以展示作品、展示设计为

载体，以物理电路设计为主线，围绕三

件项目作品——医院呼叫系统、抢答

器、楼道灯展开。在构思本节课时，我

一直在思考如何将物理中的电路设计

与生活中的应用联系起来？采用课本

上的一些素材，如医院呼叫系统电路

设计，先将这个项目布置给学生，在此

之前他们还没有学习电路连接的基本

知识。通过上网查资料、实地考察以

及借助传感器和编程技术，学生完成

了作品——内部呼叫系统，并将这套

控制系统安装到自己搭建的病房和护

士站中进行模拟测试。

课堂实录

【导入】（播放视频）《指尖上的中国》

师：在放假期间，我布置给各小组

相关任务，要求运用传感器、编程等技

术制作一件作品。今天，我们举行一

场作品发布会，活动将围绕你们的三

件作品展开，同时还要做一名电路设

计师，借助所学的电路知识，一起来设

计生活中经常能接触到的简单电路。

（场景1）：在病房里，当病人输液

瓶中的药液快输完了，而护士却不在

身边，这时病人按下床边的按钮，护

士招之即来，有请第一组展示他们带

来的作品——医院呼叫系统。

【作品一】：医院呼叫系统

（第一组三位学生上台展示作品）

主创1：我们组设计的医院呼叫

系统，当一号病床按下按钮，护士站

蜂鸣器响，数码管显示1；当二号病床

按下开关，护士站蜂鸣器响，数码管

显示 2。这样，就解决了护士及时换

药的问题。

师：我看到这是他们编写的程序，

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编程思路吗？

主创 2：我们在设计一代病床

呼叫系统时，用到的是“如果……那

么……”这样的编程语言，一号病床

和二号病床之间是并列关系。

主创3：我们的作品还存在缺陷，

这个作品只有一个数码管，当 1号和

2 号同时呼叫时，就无法具体显示。

后来，我们又制作了医院呼叫系统二

代，解决了这个问题，下面进行展示。

（设计编程展示环节，主要是让

学生再次体会其中的逻辑联系，这与

串并联的思想是一致的）

师：好厉害的作品，许多伟大的

发明都用到这种迭代的思想。在座

的各位设计师们，对于这个作品你们

有问题要问吗？下面我们就来设计

一下这个医院呼叫系统的电路图。

（设计互动问题）：大家为这个呼

叫系统设计一个简单电路，想一想需

要用到哪些电学器材？

生：电铃、灯泡、开关、电源。

设计活动一：设计一张病床的呼

叫电路(学生将设计电路图通过平板

上传给教师)。

师：想一想指示灯和电铃如何

连接？

（小组展示、点评）

师：（挑选两张）我们发现有的设

计成串联，有的设计成并联，先请他

们说一下这样设计的理由？

生：我觉得并联更好，这样即使

一个电器用坏了,另一个还能正常工

作，因为并联电路互不影响。

设计活动二：设计两张病床的呼

叫电路图（学生将设计电路图通过平

板上传给教师）。

师：在实际的医院里，肯定不止一

张病床，如何设计多床呼叫的电路？

（视频无线同时投屏10个小组上

传的设计电路图，教师挑选出典型的

两张或三张图进行评价）

师：几种设计方案，你会选择哪

一种？分别说一说优缺点。

生1：我们组设计的是一床指示

灯先与电铃并联，再与病床前的开关

串联，再用同样的方法接好二床，最

后再并联到一个电路中。

生2：我们组觉得要将两盏灯并

联后再与电铃串联，两个开关分别与

两盏灯串联。这样的设计比较合理，

可以节省一个电铃的成本。

（设计互动提问的目的，一方面

由简单到复杂设计电路，阶梯思考，

另一方面展示头脑风暴的过程，鼓励

学生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让不同的

观点不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师：对于小组作品有没有进一步

改进的想法，可以让作品更好地应用

于实际，我们先让设计者自己评价设

计的优缺点。

主创1：我们去医院考察过现实的

呼叫系统，作品还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病人呼叫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呼

叫成功，可以在

病房区再装一

个指示灯；当护

士到达病房时，

呼叫应自动结束。

主创2：还有一些病人由

于各种病情的不同，有时不能

自己呼叫，所以为了更方便病人，我们

想设计一种可穿戴的呼叫系统。比

如，如果病人是心脏病，当仪器检测到

病人的心脏跳动异常，就会立刻启动

呼叫。

主创3：护士听到铃声都要到护

士站才能看到几床呼叫，可以在走廊

安装提示器，或者用移动互联技术实

时发信息给护士，不管护士在什么位

置都能随时接收到呼叫信号。

（联系实际对作品进行评价，运

用电路中学到的设计思路进一步改

进作品）

师：第一组同学的设计非常棒，

这个呼叫系统模型的搭建，一开始需

要绘制图纸，考虑材料的选择、尺寸

的大小等，你们的动手能力很强。下

面有请第二组同学上台展示。

【作品二】：抢答器

主创1：我们制作的是一个抢答器。

主创2：它是由一个蜂鸣器，两个

LED指示灯，还有一个红外接收器制

作成的，可以用遥控器实现无线抢

答。我们可以和大家互动一下。谁

想来试试？

（场景2）将两个抢答遥控器交给

参与的学生，由一名学生发出指令，

开始抢答。

设计活动三：设计抢答器电路并

实验操作。

师：抢答成功的同学说一说抢答

器电路如何设计？

生1：我觉得与刚才呼叫电路比

较像。

师：其他同学有不同意见吗？

生2：这个电路分不清谁先按。

师：在设计简单电路时，怎样实现

一号抢答成功后，二号无法再抢答的

功能呢？从而实现并联的两条支路交

替接通。这么特别的功能，单刀开关

可以实现吗？最好对这个开关改造

一下，让它选择接通的支路工作，不

接通的支路断开。单刀双掷开关就具

备这样的功能，我们会采用“要么…要

么…”这样的句式

来做二选一的判

断，谁来造个句？

生：这 道 题

只有一个选项，

要 么 选 A，要 么

选 B。

（PPT显示单刀双掷开关的电路

符号、如何连接）

师：在抢答器电路中，两个遥控

器抢的就像是我们单刀双掷开关的

这把刀，谁先抢到，就倒向谁，并接通

电路。请大家应用单刀双掷开关重

新设计抢答器电路。每个小组用一

个单刀双掷开关，两盏灯，一个蜂鸣

器，一个电源，先来实现一下两盏灯

交替发光的电路，并连接电路。

（学生连接电路图，并通过分组

实验连接电路，实现电路功能。视频

无线投屏展示学生的电路连接并解

说电路）

师：抢答器模型让我们学会了单

刀双掷开关的应用，感谢第二组同学

的作品，有请下一组。

【作品三】：双控楼道灯

主创：我们组设计的是一个双控

灯，它可以应用于楼梯间、长走廊、大

卧室等。

（场景 3）夜晚上楼前打开楼道

灯，走上楼梯，关闭灯，从而实现双控。

师：这盏楼道灯需要楼上楼下两

个开关进行控制，这两个开关是简单

的单刀开关串联或并联吗？请同学

们思考如何用刚才学习的单刀双掷

开关来实现这一功能？需要两个单

刀双掷开关结合使用，试一试如何连

接？我将这个电路问题留给大家课

后思考……

【结束语】

师：本节课，同学们展示了自己的

创意设计和科技作品。我们在实践中

收获创意，在创意中收获知识。通过本

次活动，我们发现学好物理和学好技术

都很重要，只有真正掌握了知识和技能

才能造福于人们的生活，STEAM让我

们一起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设计思路

此项活动的整体设计流程包括：

讨论选题、作品创造、作品介绍、分析

讨论、掌握原理。

第一阶段的选题定题会，为了提

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想

象力，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结合这

堂课，我设定了四个项目，医院呼叫

系统、抢答器、双控灯、十字路口的交

通信号灯，学生分成四个大组，每个

组负责研究一个项目。

第二阶段作品创造，开展过程对

于初三学生并不简单，遇到一些阻

力。比如，遇到队友想要“主控”整个

项目的方向，其他队友都没有办法

“贡献”力量的情形。又如，遇到队友

“不准时”“不负责”，项目延迟等。当

遇到这些问题，我会给予建议。为了

避免更多问题的产生，在布置任务阶

段，就要详细考虑各个方面。比如，

小组分工一定要明确，有一个产品总

负责人，还有产品设计师、宣传员等。

第三阶段作品介绍，我带领学生

到中国移动公司做了一次作品分享交

流会，通过作品的分享，促进小组交

流，欣赏他人作品，并提出问题，在交

流与反思中促进提升。对于学生制作

的医院呼叫系统，移动公司的产品项

目负责人很感兴趣，提出要为我们提

供技术支持，进一步完善作品。

与此同时，我进行了教学设计：

怎样将这些资源整合到一堂课中，并

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进行辅助，多

方面引导学生自发自省的能力？有

了这些想法，我做了桥梁型的课程设

计，以学生展示作品、展示设计两大

主题内容为载体，两者看似独立实则

紧密联系，利用展示作品为后面的设

计电路提供模拟场景，碰到的现实问

题作为发问和思考前的铺垫，通过情

景引入，与现实结合。然后，通过展

示设计进一步改进作品。

整个STEAM活动并不局限于一

堂课，主体恰恰是利用节假日、课间

引导学生创作，在过程中关注作品的

创意和深度。设计电路、作品创造，

目的是鼓励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问题，像工程师一样解决问题。在这

样的观察、探究、表达、合作过程中锻

炼学生的创造力、思维力，发展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在积

极主动的学习中乐于创造，做具有探

索和创新精神的创客。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侨谊

实验中学）

电路设计成就生活创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