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我们阅读一下课文，然后，请从文中找出你最
喜欢的一句话。 请注意，前面的同学讲过的句子，最好
不要重复。

生：我最喜欢的句子是———“一会儿落在柜顶上，
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
豪的名字。 ”因为它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鸟的可爱。

生：我喜欢的句子是———“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
的境界。 ”作者通过描写自己和珍珠鸟的关系，突出了
“信赖”的重要性。

师：非常好，从人与鸟的关系中 ，引发出一个哲
理。 那么，信赖的建立需要什么？

生：时间。
师：时间。很好，请坐。小鸟在落到作者肩上之前，

经历了哪些阶段？
生：它一开始在笼子周围飞动；然后慢慢地飞到

书架上，渐渐扩大范围；最后飞到了“我”的身边。
师：小鸟离人越来越近的时候，它离笼子越来越

远。 想起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播放歌曲《囚鸟》片段：“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

忘了天有多高。 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
有谁能依靠？ ”）

师：下面来探讨一下笼子的问题。 第一，珍珠鸟的
笼子，到底具有什么特点？ 第二，小鸟是否真的离开了
笼子？ 带着这两个问题，重读课文，一分钟以后，我请
同学来回答。

（学生阅读、思考）
师：第一个问题，珍珠鸟的笼子具有什么特点？
生：从环境方面来说，有吊兰的衬托。 另外，其中

还有它的父母，很安全。
师：这位同学讲出了两点意思：第一，笼子上有吊

兰盖着；第二，它和父母在一起，所以感觉，住在笼子
里面非常安全。

生：但是鸟儿离开了大自然，笼子只是它暂时的
家。

师：我们来看另一个问题，小鸟是否真的离开了
笼子？

生：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所以作者为它创造了
一个非常安静的氛围，希望它能够活得自由自在。 所
以，后来它渐渐地离人类近了。 我认为它已经离开了
笼子。

生：我觉得它没有离开笼子，因为毕竟它的父母，
还在笼子里生活着。 它出来是为了活动，不是为了到
外面生活。 书上写了，“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
声，它立即就飞回去。 ”还有一句，“天色入暮，它就在
父母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回笼子。 ”从这两句话来看，
它并没有真正离开笼子，只是偶尔钻出笼子，了解一
下它自己身边的环境。

师：非常好，找到书里的话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师： 我们再来看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里面有个人物，叫老布，老布被关了一辈子，后来年纪
大了，被放出去了。 放出去以后，他就自杀了，他不想
离开监狱。 有个监狱里的朋友是这么评价他的，“老布
没疯，他只是体制化了。 起先你恨它，后来你习惯，到
后来你不能没有它……”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课文中的
这句话，“我不管它。 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
窗框上站一会儿，决不飞出去。 ”我们来探讨一个问
题，它到底能否飞得出去？它飞出去又会怎么样？大家
想一想。

生：我认为是飞不出去的。 刚才上面那段话，说明
还是笼子里面比较安全。 再说，假如它飞出去的话，笼
子里还有它的父母。 它不会撇开父母，一个人在外面
生活的。

……
师：最后，请大家思考一下，作者冯骥才为什么会

写这么一篇文章？ 他为什么会欣赏这个笼子？ 他为什
么会欣赏笼子里的小鸟？

师：我先问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请大家看课
文题目：“幽径悲剧”，什么叫悲剧？

生：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别人看，就叫悲
剧。

师：第一，必须是“有价值的东西”；第二，这
个东西必须被 “毁灭 ”掉 ；第三 ，还必须 “给人
看”。

师：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篇课文写到的
“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生：燕园中的那棵古藤萝。
师：请同学们看课文第 10 段，最后一句话，

大家齐声把它念出来。
生：“其中情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足为

外人道也。 ”
师： 这是作者从一棵藤萝中感觉到的 “情

味”，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那么，你们知道吗？
生： 作者说藤萝很美，“隐约看到一朵朵紫

红色的花，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
生：最后一句“顾而乐之”，可以看出作者看

到藤萝很快乐。
师：那么，同学们还可以从哪里感受到这种

快乐呢？
生：“它既无棚，也无架，而是让自己的枝条

攀附在邻近的几棵大树的干和枝上，盘曲而上，
大有直上青云之概。 ”这是对藤萝的描绘。 我们
在很快乐、很开心的情况下，就会细细地具体地
描绘一个事物。 所以从这里可以感觉到作者的
心情。

师：很好。 同学们，再看第 10 段，这里还有
一个词直接点出作者对藤萝的感觉。你们找找。

生：“安慰”。
师：这个同学说得对。 “惟一的一点安慰就

是幽径中这一棵古藤。 ”这就是作者体味到的藤
萝的“情味”。 同学们明白作者所说的“其中情
味”指的是什么了吧。文章前 10 段，是写藤萝的
“有价值”；后 6 段，是写藤萝的“被毁灭”。

师：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也有一句与“其中
情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也”相
类似的话，同学们找找看，在哪里？

生：“这一棵古藤的灭亡在我心灵中引起的
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

师：作者说，别人无法理解他的痛苦。 我们
今天读了他的文章，能理解他的痛苦吗？能理解
他心中的情感吗？

生：作者对自己思想感情的直接陈述可以概
括为两句话，一是“我痛苦”，一是“我悲哀”。

师：很好。 还有一种把握作者思想感情的办
法，就是要看他的画外音。同学们把后半部分与
前半部分对照来读， 看看给你们的感觉有什么
不一样，把不同的感觉写下来。

师：前半部分很多同学填的是“美”、“快乐”、
“幽静”，后半部分有人填的是“悲伤”、“凄凉”。同学
们说说从哪里读出“悲伤”和“凄凉”的。

生 ：“古藤的哭泣声恐怕只有我一个能听
到。 ”

师：哦，是有点凄凉。
生：“我自己的性格制造的这一个十字架，

只有我自己来背了。奈何，奈何！”这里可以看出
作者的无奈。

师：是有无可奈何的味道。人在无可奈何的
情况下，只能说自己不行，只能怪自己。 同学们
注意了，我们读散文，不能看作者自己说自己怎
么样就觉得是怎么样， 还要看他为什么要这么
说，他这样说意味着什么。 这也是话外之音、言
外之意。

别具匠心的课前谈话
（教师播放南非世界杯精彩进球集锦）
师：2010 年世界杯，章鱼保罗预测比赛结果，8 次

全中，预测成功率为 100%。 （课件呈现比赛结果）
师：章鱼保罗不仅 2010 年预测准确率极高，2008

年欧洲杯预测输赢的结果也令人惊叹。 2008 年欧洲
杯，它预测 6 次准确 5 次，预测成功率为 83%。 （课件
呈现比赛结果）

师：随着 100%与 83%两个数字的出现，我们今天
的数学课也就此开始了。

感受生活中的百分数
师：大屏幕上的这两个数（100%和 83%），你们会

读吗？
生：第一个读作“百分之一百”，第二个读作“百分

之八十三”。
师：谁能说一说，在生活中你在哪儿见过百分数？
生：我在喝牛奶时见过百分数。
生：老师，我在安装电脑游戏时见过百分数。
师：看来，生活中的百分数还真不少。 老师课前也

收集了一些百分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解读百分数中理解百分数
师： 同学们再看一个关于足球比赛中的数学问

题。 （播放课件后描述，在一场足球比赛中，猛虎队获
得了一次罚点球的机会。 小明、小军、小强都想去罚点
球。 小明说：“我曾经罚中 18 次。 ”小军说：“我曾经罚
中 7 次。 ”小强说：“我曾经罚中 21 次。 ”如果你是教
练，你想派谁去？ ）

生：我想派小强去，因为小强罚中的最多。
生：老师，我反对。 小强罚中的最多但命中率可能

不是最高。
生：老师，我觉得这道题还缺少一个条件，您应该

告诉我们他们每个人各罚了多少次。
师：很好，这道题确实缺少一个条件。 老师把这个

条件给你们补充完整———小明主罚 20 次，命中 18 次；
小军主罚 10 次， 命中 7 次； 小强主罚 25 次， 命中 21
次。 请同学们用百分数描述每个队员的点球命中率。

（学生思考后汇报：小明的点球命中率是 90%，小
军的点球命中率是 70%，小强的点球命中率是 84%。 ）

师：现在你们知道应该派谁罚点球了吧？
生：应该派小明去罚点球，因为小明的命中率最

高，这样获胜的机会就大一些。
师：说得非常好！
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从 10 名篮球爱好者中选

出 3 名参加篮球比赛，假如你是教练，你会选谁去参
加比赛？

（教师出示表格， 命中率一栏中的数据教师分 3
次出示：用最简分数来表示每个人的命中率，学生发
现不好比较；将分数通分，虽然可以比较大小，但感觉
非常烦琐；变成百分数比较，简捷快速，一目了然。 ）

（教师出示课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
目前中国男性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52%，女性人口约占
总人口的 48%。 ）

师：谁能试着说一说，这里的 52%和 48%是什么
意思？

生：就是每 100 个人中约有 52 人是男性，约有 48
人是女性。

师：那 1000 人中呢？
生：1000 人中约有 520 人是男性， 约有 480 人是

女性。
师：现在谁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百分数表示什

么？
生：百分数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
（教师板书———百分数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

百分之几）

妙用情境
师：请看大屏幕。 （屏幕上出现了青青

和妈妈一起在超市购物的录像）
师：同学们，你们一定有过和爸爸妈妈

一起购物的经历吧？ 我们来看一看，青青在
购物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课件显示：
青青和妈妈选了 5 种商品， 妈妈的问题是
“我只带了 200 元钱，够不够买这 5 种商品
呢”，收银员的问题是“我该怎样把这些数
据输入到收银机中呢”。 ）

师：我和你们讨论一个问题，在下列的
哪种情况下， 使用估算比精确计算更有意
义？ 请同学独立思考，作出判断。 （屏幕显
示：当青青想确认 200 元是否够用时；当收
银员将每种商品的价格输入到收银机中
时；当青青被告知应付多少钱时。 ）

生：如果输入 200，就要交 200 元，输入
的时候应该是准确值， 不应该是估算出来
的值。

生： 付钱时也不行， 花多少就得付多
少，不能多也不能少，还是得精确算出来。

师： 对， 当收银员告诉顾客要付多少钱
时， 一定是一个很准确的数字， 而要确认带
200元钱够不够时，可以采用估一估的方法。

解决问题
（课件显示“曹冲称象图”）
师： 曹冲称了 6 次， 分别是 328、346、

307、377、398、352，你们知道这头大象大约
有多重吗？

（学生计算，并上台展示）
生： 我觉得可以把每次的称量数据估

成 300，再乘 6，等于 1800。
师：这位同学，他不仅能写出算式，还

能用语言清晰地叙述出他的思考。 本来这
些数据都比 300 多，他都看作 300，你们能
把他这种方法取个有特点的名字吗？

生：小估。
（教师板书“小估”）
生：我把它们全都估成 400，因为有 6

个数，所以再乘 6，就是 2400。
师：人家是往小估，他的方法是———
生：大估。
（教师板书“大估”）
生：前面三个数比较接近 300，我就给

它估成 300；后三个数比较接近 400，我就
给它估成 400。 最后结果是 2100。

师：他这种估法，你们能给它取个名字吗？
生：大小估。
（教师板书“大小估”）
……
师：估算的方法有好多啊！ 但是刚才我

看到有同学是精确计算的，尽管慢，可也得
出了结果。 我也算了一下，第一次算出的结
果是 21080，第二次是 2108，你们认为哪一
个准确？

生：第二个准确。 第一个太重了，没有
那么重的大象。

师：这个同学从实际出发，现实中没有
那么重的大象，还有没有其他解释？

生：第一个不对。 因为我是用“大估”
的，“大估”的结果才 2400，准确数字怎么可
能比“大估”的结果还大呢？

师：聪明啊！ 你借助刚才估算的结果作
出了解释。

用思想撞击课堂
授课内容：《珍珠鸟》 执教者：郭初阳

深度感知体验
授课内容：“百分数” 执教者：钱守旺

扑捉思维亮点
授课内容：“估算” 执教者：吴正宪

文章外的“回声”
授课内容：《幽径悲剧》 执教者：李海林

李海林， 现为上海市洋泾中学语文
教师， 中学高级教师。 出版 《言语教学
论》、《语文课程论稿》、《语文教学科研十
讲》等专著。

郭初阳，曾就职于浙江省杭州市外国语
学校，认为语文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有独立精
神、自由思想、敢于表达的公民，致力于语文
课程的生态改良。

钱守旺，现为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
教研员 ，全国特级教师 ，长期致力于 “深度课
堂”研究，形成了自己“稳中求活，活中求实，实
中求新，和谐自然”的教学风格。

吴正宪，现任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
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室主任，北京市优秀
教师。 多年来致力于小学数学教学改革，
其课堂被称作“爱与美的旋律”。

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好的课堂，或扎实稳健，或诗
意幽默，或引人入胜……本期，我
们为读者精选几节代表课例，它们
的讲授者，有的是已经成名的名
师，有的是积蓄力量的青年教师，
他们的课例，或许能更清晰地展现
课堂的真实脉络。

点评：这是一篇并不复杂的课文，篇幅短小，
主旨明确，教师仿佛无事可做。 但本节课，郭初阳
老师不愿意做课文“温顺的”读者，他要用“叛逆
者”的眼光审视那些许多人“想当然”的东西，使课
文的一切忽然间变得“陌生”起来。

点评：李海林老师从课文题目中的“悲
剧”二字入手，通过启发与诱导，让学生学
习了课文的重点， 也提供了一篇很有研究
价值的“深文浅教”的教学实例。换言之，课
堂一步步实现了散文教学从“外”回到“内”
的解读理念。

点评：“百分数的认识”是在学生学习分数的意义
和应用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百分
数的意义和读法、写法。 钱守旺老师提供了丰富的课
程资源，让学生从多个方面充分感知，引领学生触摸
百分数的本质属性，完成对百分数的意义建构。

点评：本节课在轻松的对话中展开
了有关估算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课中，
吴正宪老师敏锐地捕捉到学生每一次
思维灵感的闪现，并进行点拨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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