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今天，我们来学习美国著名作家海
明威的战争题材小说《桥边的老人》。

（学生完成独学、对学、群学，各小组将
观点提要写在黑板上。 ）

师：好，请各小组展示。
生：我们第二小组展示的是“对文中对

话的感受”。 文章主体部分是由老人和战士
的对话构成的，通过对话，我们首先感受到
了老人的疲惫不堪， 还读出了老人对自己
故乡的依恋之情。

师：请第六小组来评点。
生：第二小组同学展示得很有条理，语

言丰富，参与度也不错，所以我们给他们的
评价是优秀。

生：我们组还有补充。 我们还读出了老
人的生活现状， 读出了他的孤独。 他没有
家，只有几只小动物相依为命，晚年生活很
凄凉。 正因为这样，老人在他垂暮之年，才
把动物视为亲人。

生：我读出了老人的善良，在大家都逃
命时，老人想到的是可怜的动物。 这是一种
人性的光辉。

师：展示和点评都很精彩。 下面我们来
看看第四组的展示。

……
师： 最后我们请第八组同学展示对小

说叙述视角的理解。
生： 我们用老人的视角对文章进行了

改编———
我是一个孤苦的 76 岁老人，我有两只

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我们相依为
命，一直幸福地生活着，这些小动物就像我
的亲人。 可是战争突然侵袭了我们的家园。
我真的不愿意离开我的小动物们， 没有了
我它们怎么办呢？它们还能活下去吗？可是
战争步步逼近，我不得不离开家，离开我的
动物们。我累了，很疲惫，只想休息。我走不
动了， 如果战争要来就来吧。 我现在很后
悔，也许我不该离开，我应该一直和我的动
物们在一起。

生：我们认为改成老人的视角也不错。
在改编前，我们觉得士兵的视角更好，但是
改编之后，我们发现，老人的视角可以更直
白地表现出老人的心思与情感， 这是士兵
的视角无法表现的。

师： 第八组认为老人的视角比士兵的
视角更好，其他组呢？

生： 我们组认为士兵的视角表达效果
更好。 因为用士兵的角度来讲述故事，会更
加含蓄，也可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
让读者去揣测老人的心理。 这样可以让读
者对老人的处境感同身受， 让读者成为小
说的参与者而非单纯的阅读者。

师：海明威对于写作有个非常著名的
观点 ，叫作 “冰山理论 ”，即用文字表达出
来的东西只是海面上的八分之一，而八分
之七是在海面以下。 请同学们课后仔细体
会一下这个理论，再重新思考文章的视角
问题。

师：今天各组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风采，
我们一同感受了海明威短篇小说的魅力。
请同学们完成课后反馈， 用第三人称或第
一人称描写老人的内心世界。

师： 我们上节课学习了三角形的中线，今
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三角形中线的性质。本节课
的目标是：

1． 探索并记住三角形中线的性质。
2． 会用三角形中线的性质解决相关问

题。
（学生通过独学、对学、群学，认真思考、积

极讨论，在此过程中，教师进行有目的性、针对
性的答疑解惑。 ）

科代表：预习结束，下面进行展示，请聚集
前板。

一组展示者 A：请大家跟随我们组一起来
探索三角形中线的性质，请大家把目光聚集到
图 1。 （图略，证明过程略）

生 1：根据 AD 是△ABC 的边 BC 上的中
线，我们还可以得到……

生 2：听了他的补充，我发现……
生 3：补充知识点———三角形面积公式。
一组展示者 B：由此得到三角形中线的性

质为———三角形的中线把三角形分成面积相
等的两部分。

二组展示者 A：一组已经为大家展示了三
角形中线的性质，下面由我们二组应用它来解
决一些相关问题。 如图（图略），有一块三角形
土地 ABC，其面积为 120m2，已知点 D 是 AC
的中点，那么△BDC 面积为 ？又知点 E 是
线段 DC 的中点 ， 那么△BCE 面积为 ？
（解题过程略）

二组展示者 B：大家还有补充和质疑吗？
生 4：补充知识点———三角形中线的性质

即等分面积。
三组展示者 A：这块地的分割方法不只有

这一种，还有很多方法，下面请欣赏我组精彩
的展示。现在要发展经济，进行蔬菜种植，需要
把这块土地平均分成 4 份，种植 4 种不同的蔬
菜。 你能给出分割方法吗？

三组展示者 B： 我们也可以确定△ABD
任意一边的中点，利用三角形中线的性质解决
这个问题，方法很多。 （分割过程略）

生 5：展示同学说“三角形的中线将三角
形分成两个相等的三角形”是不对的，应该为
“三角形的中线将三角形分成两个面积相等的
三角形”。

生 6：一般性结论———任取中线，面积等分。
生 7：补充三角形中线的性质、三角形中

线的作法等相关知识。
师： 这些同学都注重了方法的总结， 非常

好。 要等分面积，我们就做三角形三边中任意一
边的中线，利用三角形中线的性质解决问题。

四组展示者 A：前面的同学已经为大家研
究了三角形中线的性质，那么在中考中是如何
体现的呢？ 请同学们看这道题。 （具体过程略）

四组展示者 B：这道题还可以有另一种解
法 ， 我们应该学会运用一种重要的数学思
想———转化。

科代表：请同学们继续完成学案，及时巩固。
科代表：接下来进行检测，对大家的学习

成果进行验收！
（科代表分发检测卷，明确检测要求，学生

开始认真答卷。 检测时间结束后，科代表收集
检测卷。 ）

师 ：大家能积极提出有价值的补充和质
疑 ，希望以后继续发扬 ，让我们的课堂充满
活力 ！ 再提出一点建议，仍然有个别同学没
有更好地参与 ，希望在以后的课堂上 ，每个
人都能把自己优秀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不断
提升自己。

（教师出示学习目标）
1. 认识圆，知道圆各部分的名称；
2. 通过折一折、画一画、量一量，掌握圆的

特征， 理解在同圆或等圆中半径与直径的关
系；

3. 尝试各种画圆的方法，会用圆规规范画
圆。

师：对于圆，同学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吧？
生活中，你们在哪儿见到过圆？

生：轮胎是圆的。
生：有些钮扣也是圆的。
师：今天，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圆，请欣

赏。
（播放课件 ， 欣赏生活中不同地方的圆

形。 ）
师：因为有了圆，我们的世界才变得如此

美妙。 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圆的世
界，认识圆。

（板书课题：认识圆）
师： 请同学们整理一下自己的导学案，并

在组内与对子进行交流。
（学生进行独学、对学、组内预展）
师：各小组的同学已经跃跃欲试了，下面，

舞台交给你们！
阳光小组展示
生 1：我们组展示的是如何画圆的部分。
生 2：我的圆是用杯子盖比着画的。
生 3：我的圆是用绳子绕着画出来的。
生 1：相信其他同学还有更多的方法，欢迎

大家下课与我们多交流， 我们组展示完毕，有
请下一组精彩的展示！

快乐小组展示
生 1：请大家看这里。 通过自学，我知道了

圆形是由曲线围成的封闭的平面图形。 用我
剪的圆对折一次，展开再对折，再展开、对折 ，
这样反复几次，我发现，所有的这些痕迹都在
中间一点相交，这一点就叫作圆心，大家可以
跟着我一起折一下。 连接圆心和圆上任意一
点的线段叫作半径， 通过圆心并且两端都在
圆上的线段叫作直径，这些内容在我们书上第
56 页，请大家用红笔把它们画下来。

生 2：通过刚才的对折 ，我们发现 ，在一
个圆内有无数条直径，有无数条半径，你能找
到吗？

生 3：在我画的圆上，我发现所有的半径都
相等，所有的直径也都相等，同学们用尺子量
一量你手中的圆的直径和半径的长度，结果是
不是一样？ 我们还发现，直径的长度是半径长
度的 2 倍。

团结小组展示
生 1： 刚才阳光小组展示了画圆的许多方

法， 但是如果我们要画一个半径 2 厘米的圆，
应该怎么画呢？

生 2：看来好多方法就不方便了，因为它画
出来的半径不一定， 所以我们要用圆规来帮
忙。 （示范圆规用法）

生 3：大家画的圆都在不同的地方 ，并且
大小不同，那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圆心的
位置不同，半径也不同。 由此，我们还得出一
个结论———圆心确定圆的位置， 半径决定圆
的大小。

师：团结小组的同学不但给大家总结了画
圆的步骤，而且善于归纳，这是一种很好的学
习方法。

小组合作导流程
授课内容：“认识圆” 执教者：徐飞飞

体悟不同视角
授课内容：《桥边的老人》 执教者：程希

实现隐性主导
授课内容：“三角形中线” 执教者：佟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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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同学们，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人们已经很少
再写信了。 那么，当今我们与朋友或亲人联络，会采用
哪些方法？

生：发短信或打电话。
生：通过 QQ 视频聊天，这样更形象直观。
师：通过大家的分享，可以感受到现代科技发展为

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不小的便利， 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不
到，过去的人们是如何传递信件的。 今天，我们就来感
受一下余秋雨笔下的《信客》。

（学生读书，教师巡视）
师：哪位同学可以把你圈画的字词与大家分享？
生：昏厥 jué 文绉绉 zōu
生：我来给这位同学纠正一个错误，应该是文绉绉

zhōu，刚开始我也读错了，后来查了字典，请大家跟我读
一遍。 （领读）

（学生巩固，帮扶对子检查）
师：现在，让我们一起分享读书的感受。 通过阅读，

说一说你对信客的了解。
生：文中是这样说的，信客到了一地，既要散发信

物， 又要接受下次带出的信物， 我认为他就是送信的
人。

生：信客除了送信还帮别人代写、代读书信。
生：有时信客还要帮助死者的家属料理后事、收拾

遗物。
师：由此可见，信客的工作量很大。 同学们对这份

工作的初步印象是怎样的？
生：“信客终年跋涉， 家里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从这里可以看出，信客很累并且收入微薄。
生：“信客在给人送信时蒙受了很多怀疑、 欺凌”，

从这里可以看出，信客内心痛苦。
师：假如让你选择，你会当信客吗？
生：我不会选择，我认为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
生： 我会选择， 因为我觉得信客身上具有诚信无

私、宽容待人的精神品质，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师：你们认为信客身上还有哪些品质？
生：兢兢业业、忍辱负重、任劳任怨。
师：大家归纳得很好！ 无论是否选择当信客，我都

非常佩服同学们，因为你们敢于正视自己的内心，敢于
说真话，你们都是讲诚信的人。

师：文章中的信客后来放弃了这一职业，他又从事
了哪些工作？ 效果如何？

生：他做了地理老师，教地理绘声绘色、效果奇佳。
生：他本来识字不多，但几十年游历各处，又代写了

无数封书信，文化程度越来越高，教起书来也从容不迫。
生：他后来还当上了校长，毕业生考上城市中学的

比例也很高。
师：我想，经历是每个人一生中重要的财富，就像文

中的信客一样，物质上一无所有，但他当信客时的经历
却终生受用。 虽然信客这种职业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消
失，但这些精神却是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这也是
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师：信客去世后，有很多人来吊唁，假如你就是其
中一员，请你为信客撰写墓志铭。

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生：一头黄牛，一生耕耘，一世英名，永传后人！
生：你用双脚丈量每寸土地，你把诚信洒遍每个角落！
师：诚信是信客最可贵的精神，请同学们搜集关于

诚信名句、成语或故事。
生：言必信，行必果。
生：一诺千金。
生：反面教材还有“狼来了”的故事。
生：生活中我们乘公交车自觉投币，这也是一种诚信。
师：诚信像一面镜子，一旦打破，你的人格就会出

现裂痕。 愿诚信伴我们行走天下。

让课文走进生活
授课内容：《信客》 执教者：李欣

李欣， 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教师，
先后荣获茌平县优秀教师、师德标兵、教学
能手等称号。

程希，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高中教师，曾
获得湖北省第二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
第二名。

佟桂龙，河北省围场县天卉中学数
学教师，曾获围场县高效课堂评优活动
一等奖。

徐飞飞，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梅东路小
学教科室副主任，先后荣获殷都区优秀教师、
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点评：李欣老师的课堂大开大合、收放自如。
在这里，课堂研讨的内容不再局限于课标、教材，
而是让学生拥有更广泛的空间。 内容与生活纵横
交织，课堂体现了文学与人学的水乳交融。这样的
课堂，学生不仅走进了文本，更走进了作者的内心
世界；学生收获的不仅是语文知识，还有人生的体
验和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能力。

点评：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桥边的老
人》，关注的不是英雄、正义，而是战争中
的小人物和弱者。 对战争的谴责，对生命
价值的珍视令小说充满了悲悯的力量。 程
希老师的课堂流程完整、清晰，小组在学
习中的作用明显，实现了“生进师退”。 课
堂最大的亮点在于学生对小说叙述视角
的理解， 无论是学生的品读还是改写，都
精彩万分。

点评： 佟桂龙老师的课堂成熟而稳定，
在“五步三查”课堂流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
的发展。 课堂学习基本上实现了自动自发，
展示出学生良好的预习习惯和能力。 教师在
课堂上实现了隐性主导，关注学习进程的同
时，也关注学生的情绪与状态。

点评：学生通过对圆的研究 ，初步认识
到研究曲线图形的基本方法，不仅提高了解
决问题的能力， 也为日后学习圆的周长、面
积等内容打下良好的基础。 可以看出，徐飞
飞老师的课堂很扎实，小组学习真正落到了
实处，大展示井然有序，教师介入时机也恰
到好处，课堂流程完整、清晰。

（本版点评作者系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杜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