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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20年1月1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观课笔记观课笔记

□ 林忠玲

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当今

课堂教学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教学条

件，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也成为小学

语文教学的常态，电子白板的普及，网

络的连接，以及智慧平台等都为课堂

教学提供了广泛的教学资源，优化了

课堂教学模式，提高了课堂教学效

率。那么，我们如何恰当、适时地在教

学中运用这些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发

挥其能效呢？

应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寓教于乐。统编教材从三年级开

始就增加了大量古诗词内容，而对于

三年级学生来说，文言文的学习无疑

有一定困难，自然就会产生畏难情

绪。这时，教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合理利用现代媒

体技术，帮助学生去除这些消极的学

习因素，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究文言

文。对于语言的感悟，最好的方式就

是“读”，在读的训练中让文言语言真

正内化成学生自己的语言。比如，在

《司马光》一课的学习中，我利用媒体

技术的直观形象特性，指导学生读好

文本。首先以图片方式引出课题，激

发兴趣；其次，在屏幕上出示课文内

容，聚焦学生的注意力，指导学生识

字，通读文本；再次，出示带有节奏符

的文本，感受文言语言的停顿，读出文

言文的节奏；最后，充分发挥多媒体灵

活便捷的特点，以竖式排版文字，去掉

标点等多种形式呈现文本，再读文本；

还可以出示古人读书的视频，让学生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学着古人摇

头晃脑地读和诵。

应用信息技术，发挥“例子”作

用，引领群文阅读。教师在教学中不

能为教课文而教学，要发挥教材“例

子”的作用，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

学会学习，才是教学的首要任务。在

教学中，教师要站在以学生终身发展

为目标的高度上，要在文本教学的同

时，学一课，习一法，通读一类文本的

阅读。课堂上，教师要运用多媒体技

术展示文本相关图片、影像等，充分

利用多媒体直观形象的功能，让学生

像读绘本一样去理解文本内容，让学

生像讲故事一样顺着文本知晓大意，

让学生像演情景剧一样感悟表达文

本，内化文本内涵。这时，再利用多

媒体总结、概括、呈现学习方法，为课

外阅读拓展打下基础，学会群文阅

读，让学生在读、练、思、辨的深入学

习中学会学习。

应用信息技术，拓展学习空间，链

接课内外。教师发挥课文例子的最终

目的是要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自主获

取知识的过程。那么，如何检查学生

的学习效果，做好课内学习向课外学

习的延伸？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现代信

息技术的互动性、快捷性和可生成

性。首先，教师利用网络平台实现在

线资源共享，引导学生用好平台资料

库内的信息资源。同时，可以根据学

生课外阅读内容制定阅读导学案，传

输辅助学习的图片、视频、文字等资

料，为学生的自主阅读扫除阅读障碍，

提供阅读指导；然后，利用平台的交互

功能适时了解学生的阅读状况，可以

通过 QQ、微信等平台让家长传输孩

子阅读的视频、图片，对于学生阅读中

的困难，可以组成学习小组，生生之间

互解疑难，交流互动；最后，可以根据

阅读内容进行检测互动，可以是习题

式的检测，也可以是展示式的检测，充

分运用信息技术灵活多样的特性。教

师利用好多媒体的交互功能，发挥其

快捷、生成的功能，能够让学习过程由

课内学习拓展到课外学习，增加学习

容量，拓宽学习空间，增强学习的互动

性、时效性，优化了教学过程，提高教

学效果。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繁昌县繁阳

镇城关实验小学）

哲学视角下的绘本阅读课哲学视角下的绘本阅读课

巧借信息技术
学好文言文

□ 强晓梅

课堂策

依据分析

《芳香族化合物同分异构体的书

写规律》主要以学生学情为本，基于

对课标、高考的分析而设计。

1.依据课程标准分析设计

《普 通 高 中 化 学 课 程 标 准》

（2017 年 版）必 修 课 程 主 题 4 与 选

择性必修课程模块 3 有机化学基础

主题 1 都明确要求，知道同分异构

体现象，会书写同分异构体，而且

选择性必修课程要求更高，会写出

符合特定条件的同分异构体。

2.依据高考试卷分析设计

从 2019 年全国各地高考试题中

我们发现，同分异构体的书写既是

高考有机试题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考

点，也是高考有机试题中的重难点，

是化学高考试卷中区分度大的知识

点。根据近三年高考试题分析可

知，考查同分异构体主要有三个特

点：主要以单苯环的芳香族化合物

为载体，考查同分异构体的数目和

书写限定条件的同分异构体的结构

简式。

3.依据学生学情分析设计

同分异构体的书写能够培养学

生的有序性思维，可以培养学生分类

的思想，可以培养学生建构思维模

型、微观探析、变化观念等核心素

养。学生在高考第一轮复习的基础

上，知道了同分异构体的类型，能够

书写常见有机物的同分异构体，知道

书写同分异构体的基本思路和基本

方法。本节课是在学生原有的认知

水平上，对书写芳香族化合物同分异

构体的方法进行系统总结，对书写芳

香族化合物同分异构体的思路进行

梳理，对书写芳香族化合物同分异构

体的规律进行归纳。

学习目标

基础性目标：学生会根据同分异

构体定义判断两种有机物的结构简

式是否是同分异构体的关系，培养学

生微观探析的核心素养。

学生会根据同分异构体的书写

方法快速判断简单脂肪族化合物同

分异构体的数目。

拓展性目标：学生能通过小组学

习正确写出符合分子式为C11H16且属

于苯的同系物的同分异构体，具有分

类思想、有序思维的能力。

学生能通过小组学习总结归纳

出书写芳香族化合物同分异构体的

方法：减链法、取代基法、有序思维、

定二移一等。

学生能通过小组学习绘制书写

芳香族化合物同分异构体的思维导

图，厘清书写芳香族化合物同分异构

体的思路和方法，具有构建认知模型

的核心素养。

挑战性目标：学生能对一些芳香

族化合物同分异构体的高考试题进

行改编，养成变化观念的核心素养。

学生能结合书写芳香族化合物

同分异构体的规律，创造出一种适合

自己书写同分异构体的方法，具有一

定的创新意识。

课堂流程

《芳香族化合物同分异构体的书

写规律》的课堂流程（见左表）。

教学反思

上完本节课后，梳理基于思维导

学模式的教学设计思路如下：在思维

导学理念引领下，充分考虑学生学

情，研究课程标准，深挖教材内容，总

结高考有机化学试题难点，在此基础

上进行教学设计，依据课标教材、考

题特点和学生学情设计三层学习目

标，依据目标达成所需设计实现路

径，依据目标和路径设计教学活动和

学生活动，优化达成目标的最佳课堂

流程，通过检测练习检验拓展性目标

达成度，通过自主学案分层次有选择

性实现三层学习目标，以及检测三层

学习目标的达成度。

反思教学过程，我们在课堂教学

中要重视学生的自学、互学、探究活

动，充分培养学生在新情境下解决问

题的能力；要组织好、指导好小组学

习活动，要把小组合作学习做实做

细，如组建机构、明确分工、规范展

讲；要引导好学生做到“记、思、论、

评”有机结合，提高学习效率；教师要

提高自己的课堂智慧，能随机应变、

点石成金。

（作者单位系海南省海南中学）

□ 罗书昌

基于思维导学模式下的教学设计
——以《芳香族化合物同分异构体的书写规律》为例

教学设计

儿童绘本阅读成为当下许多家

庭和幼儿园投入精力最多的活动。

那么，我们应该读什么样的绘本？儿

童绘本应该怎么读？以什么样的视

角读绘本才是最有营养的？也许不

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以前，我总以为带着孩子读绘

本无非就是三重境界：一是由成人

将绘本故事原原本本读一遍；二是

由成人绘声绘色并带着自己的理解

讲一遍；三是由成人带着孩子将绘

本故事演一遍。最近，我有幸观摩

了福建省泉州市丰泽一幼的一节儿

童绘本阅读指导课，颠覆了我对儿

童绘本阅读的全部认知，原来儿童

绘本竟可以这样读！

园长苏毅敏表示，幼儿园所做的

是儿童哲学视角下的图画书阅读实

践。说实话，以前我对儿童哲学知之

甚少。然而，丰泽一幼用事实告诉

我：以哲学的视角走进绘本，儿童才

能真正在智慧中成长。

为我们上展示课的是一位年轻

的周老师，她和一群大班的孩子共读

的绘本是《手捧空花盆的孩子》，这是

一个关于诚实主题的故事。

上课伊始，周老师并没有让孩子

们正襟危坐，而是让他们自由走上前

台，观察一下放在那里的国王画像，

然后让孩子们把看到的用语言或表

情动作表现出来。于是，孩子们一下

子就被激活了，有的模仿国王的表

情，有的向伙伴言说自己的所见，教

室里显得特别热闹。

按照惯常的思维，接下来就应该

由教师带着孩子们看图听故事了，这

个环节教师往往成为绝对的主角。

可是在周老师的课上，我欣喜地发现

儿童成了主角，教师只是把一幅幅表

现故事情节的画面推送到孩子们面

前，让他们自己读图，揣摩图意。其

实，孩子们才是读图的高手，他们在

图中所捕捉到的大意、细节丝毫不比

成人逊色。从周老师追随儿童的教

学设计中，我们感受到“放手”也是教

育之爱。

孩子们在读图的过程中，不断产

生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对于一

些琐碎的问题，教师不干预、不打扰，

让他们在与同伴的对话中消化处

理。当他们读到国王让手捧空花盆

的宋金成为继承人时，有的孩子提出

疑问：这样做公平吗？周老师敏感地

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组织他们辩

论。于是，这群孩子围绕“公平”“不

公平”自然而然分成正反两方，开始

了唇枪舌剑。

从周老师对“公平”“不公平”问

题的捕捉上，我们可以发现好问题的

几个标准：一是问题最好来自孩子，

而不是教师；二是问题的提出能够贯

穿整个文本；三是问题具有思辨性，

答案并不唯一；四是问题并没有清

晰、标准的答案，需要孩子在与文本、

同伴的深度对话中逐渐形成属于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

当孩子们的课堂争辩莫衷一是

时，周老师让所有孩子静下心来，各

自拿起一本绘本读起来。也许有些

孩子提前浏览过这个故事，但初始

时的阅读与此时的阅读已经完全不

在一个思维层次上了。了解了故事

情节，这是“读到什么”的思维层次，

而寻找“公平”与否的答案，这是“懂

了什么”或是“想到什么”的思维层

次。绘本阅读就该如此抓住关键问

题进行深度阅读，促进孩子的思维

发展。

自由阅读五六分钟后，周老师让

孩子们重新选择自己的观点。我们

发现，有些孩子改变了主意，倾向于

“公平”的孩子变多了。

如果绘本阅读仅仅停留在把故

事读懂、读通、读透还远远不够，读

故事的最高境界是能用故事中的养

分解决现实问题。于是，周老师设

计了与“诚实”相关的游戏环节：在

你身上发生过与诚实有关的事情

吗？你可以大声说出来，也可以保

持沉默，课后用绘画的方式画出来，

通过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方式选择讲

述者。在课堂现场，我们看到孩子

们对这个游戏参与的热情非常高。

这个学习环节的设计，也加深了我

们对于课程游戏化的理解。游戏并

非只是娱乐，只有与学习的内容高

度融合才会有意义。

透过周老师的这节绘本阅读课，

我们在儿童哲学教育实践方面可以

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儿童哲学课程的使命是尊

崇天性、解放儿童。儿童就是天生的

哲学家，儿童哲学教育实践首先从尊

重儿童、相信儿童开始。教师看不到

儿童的存在，只是沉浸在师者的世界

里预设，追求成人化的完美，就不会

有真正的儿童哲学存在。

第二，儿童具有无尽的追问精

神，儿童哲学教育实践的重点在于

保护儿童的追问意识。教师要避

免千方百计试图要“教”儿童点什

么的强迫状态，即使需要教，也不

能仅仅是从外向内的传递，从内向

外的发展是儿童整个成长过程的

任务。

第三，绘本是儿童哲学教育实践

的最生动载体。一个个富含哲学道

理的绘本故事，为儿童提供了追问的

素材，让孩子能够在聆听故事的过程

中感受其中所蕴藏的哲学道理，能够

降低哲学概念的解释难度。儿童哲

学不是成人讲出来的，而是在陪伴阅

读中生成的。

第四，儿童哲学视角的绘本教学

需要解决好四个关键点：选择合适的

绘本，营造轻松的氛围，鼓励儿童追

问，引导儿童思考。

第五，儿童哲学教育的主题需要

进行系统化建构，以帮助儿童处理好

与自我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社

会的关系。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说，“儿童

是成人之父”。中国古代圣贤也强调

“复归于婴儿”“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这些观点都在提醒我们：

儿童是轮回的起点，是目的，是永恒

轮回的支点。教育只有回到儿童立

场，才能保有人性的温度。

（作者系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教

育局副局长）

流程

明确目标

拉齐基础

个人完成

个人成就

小组学习

组内互助

组间展评

教师点评

绘制导图

组内交流

运用规律

检验方法

改编试题

高阶思维

课堂小结

提炼升华

时间

2分钟

5分钟

10分

钟

8分钟

5分钟

5分钟

7分钟

3分钟

学生活动

核对预备性双基和基础性目标练习单答案，帮助预备性

知识和基础性知识有缺陷的同学储备基本知识。

书写符合分子式为C11H16且属于苯的同系物的同分异

构体，每个学生认真书写，虽然因思维有序性不强，分类

不完全，但每个学生都会写出一部分。

同组内互相对比，自我检查，组内互助，对自己书写的同

分异构体查漏补缺，并且要有序思维，分类讨论。

随机抽查一个小组进行讲述书写符合分子式为C11H16

且属于苯的同系物的同分异构体的思路和方法，其他学

生质疑、评价。

根据书写符合分子式为C11H16且属于苯的同系物的同

分异构体的思路和方法，绘制思维导图，组内交流分享。

学生自己解决2017年新课标Ⅲ36（5）和2017年新课

标Ⅱ36（6）有关同分异构体数目的试题，让多数学生有

学有所成的成就感。

解决2019年全国Ⅲ卷36（5）有关同分异构体数目的试题，

并对此题进行改编，让同组同学解决，同学们给予点评。

分享课堂收获：根据学习目标分享自己的达成度。

教师活动

展示本节课的三层学习目标，指导

学生自查自纠，帮扶学困生。

观察每个小组每个学生的表现，为

优秀的学生点赞，对分类不全、思维

有序性不强的学生进行及时点拨。

指导优秀的学生发挥“小老师”的

作用。

教师适当点评，指导学生做好“记、

思、论、评”。

指导每个学生绘制思维导图，厘清

书写同分异构体的思路方法，推动

组内交流。

对 2017 年新课标Ⅱ36（6）进行改

编，指导学生解答，同时引导学生如

何改编试题。

引导学生改编试题，点评改编题的

科学性和严谨性，指导解决改编题。

教师随机抽查一名学生分享课堂收

获，并对此进行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