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怪
学生天天腻题海

一上课， 就做题，
下了课， 还是题。
学生天天腻题海，
苦海无边岸何在？

■传统课堂“十八怪”4

□ 于春祥

■我在干吗

山东省莱芜市吐丝口小学

新校长：李金之
问：教育的目

的是什么？
答： 培养人、

塑造人、改变人。
问：如何帮助

教师成长？
答：为教师创

设成长、发展的氛
围，引领教师进行
专业阅读、专业写
作，成立教师专业
发展共同体。

问 ：最近参加了什么培训 ，有哪些
收获 ？

答：最近参加了莱芜市校长培训班，明
确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新教师：刘晓燕
问：希望打造

怎样的课堂？
答： 灵动的、

有生成的课堂。
问 ： 最近 从

学生身上收获了
什么 ？

答：只要有一
颗童心，就会永远
快乐。

问：自己的工
作方式是什么？

答：学习、实践、反思。

新学生：晓雪
问：最近有什

么课堂新体验？
答：科学老师

把课堂搬到了育
苗大棚里。

问：最近自己
有什么变化？

答：字写得越
来越认真了。

问：最近参加
了哪些学校或班
级活动？

答： 最近参加了班里的演讲比赛和学
校的元旦节目会演预选。 （采访/金锐）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我 见■课堂现场

两节课体验心课堂
课件的新生

□ 李 莉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发展， 计算机

辅助教学已经非常普遍， 多媒体课件在教
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很多时
候， 一些教师在课件制作和实际教学的过
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探究的问题。

很多教师认为，只要使用了多媒体，就
拥有了先进的教学手段。事实上，远不是如
此简单。在使用多媒体技术的同时，教师还
要配合有趣的照片与故事， 让学生在生动
活泼的课堂气氛中，深刻理解课程内容。

多媒体课件集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
信息于一体， 能极大地满足学生的视听感
官需求，激发他们的兴趣。 然而，有的教师
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内容， 为了让文字、图
像、动画、声音的效果更出色，搭配了许多
与课堂学习不相关的内容。 这样会导致学
生只顾新奇、忽视学习，既分散了他们的注
意力，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与之相反， 有些教师的多媒体课件虽
然制作简单， 却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引导他们开拓思维，巩固课堂学习
内容。

现在， 网上的教育资源日趋丰富，不
少教师缺乏创新意识， 过分依赖网络，不
知不觉中做了现成教案或现成课件的“奴
隶”， 传统媒体尤其是黑板板书被漠视甚
至被遗忘。

对于教师来说， 板书的功能是无法替
代的， 教师应该将课堂的重点内容书写在
黑板上，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一节课的重
点和难点。

多媒体应用于教学， 其优势在于能够
仿真、还原、模拟，能进入板书无法进入的
世界。 通常教师靠粉笔和语言无法形象做
出解释的部分，就可以向多媒体“求助”。多
媒体课件能够直观、 清晰地将许多内容呈
现给学生，便于他们理解。如何将板书和多
媒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这是现代教学中
重要的课题之一。

多媒体以其独特的优势为教学带来许
多新的方法和手段， 用得合理恰当可以提
高教学效率，反之，会削弱学生注意力、替
代学生的思考和想象。所以，教师在制作课
件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教师制作的课件要根据课程标准要
求，以课堂中的重点难点为突破口，还要根
据不同的学科和章节，体现出不同的构思。

多媒体课件需要借助一定的艺术形
式，但不能仅有华丽的界面、美观的按钮、
艺术的字体，更重要的是，要拥有充实的内
容与深刻的内涵。

多媒体教学具有其独特性、先进性，并
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使用， 教师应
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择。 只有这样，才
能发挥多媒体教学的最佳效果。

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和应用方面，教
师应该不断积累经验、努力提高技巧，实现
教学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获得更好的课堂
效果。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电教仪器馆）

□ 王文利

建设小组文化

主教：孩子们，大家好。 老师不教，
你们也能学会，你们相信吗？ 今天我们
就一起体验这种学习方式。

主教： 请各小组组长带领自己的成
员，商定你们的组名、组呼。

（教师巡视各小组，与学生交流）
主教： 请各个小组介绍自己的组名

和组呼。
（各个小组依次到教室前方，介绍自

己的组名和组呼）

解读学习目标

主教：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用
字母表示数”。 一节课就好比一次旅游，
试想，如果游客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是
不是旅游的过程就会变得疲劳而无趣？

生：是。
主教：学习目标就像“导航仪”一样，

为我们指明了学习的方向。 下面看一下
我们这节课的学习目标———

（教师出示学习目标：1. 结合具体情
境，用字母表示具体的数；2. 例题变形，用
字母表示小数、分数和不确定的数）

主教 ： 你们从学习目标中发现了
什么 ？

生：用字母可以表示各种数字。
主教：对，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

容。 用什么方法来学习呢？

生：可以结合具体情境，可以结合生
活实际，还可以将书上的例题变形。

助教：这个过程是解析学习目标，要
让学生明确，学习任务是什么、用什么方
法学习。

熟悉课堂流程

主教：为了完成学习目标，小组要做
两件事情———小组学习、小组展示。 小组
学习有这些形式———自学、互学、群学。

主教：同学们，我们应该怎样自学？
生：围绕学习目标去学。 可以看教材

上的例题，也可以查阅资料。
主教：下面，我们来演示自学，请同

学们自学课本第 44 页。
（学生自学，个别学生发出了声音）
主教：刚才你们在自学的时候，觉得

被打扰了吗？
生：某某的凳子乱响，读题声音也太

大了，我无法集中精力。
主教：看来，在自学时我们还要遵守

一定的规则，是什么呢？
生：不打扰别人。
主教：对，我们把“不打扰”作为自学

的规则。 （板书———“不打扰”）
助教： 这个环节要让学生了解自学

的方法及自学的规则。
主教：如果通过自学，还有没学会的

问题，怎么办？
生：互学。

主教：请具体来说一下。
生：与自己的学习伙伴互相学习，分

享自己学会的，解决自己不会的。
主教：你们有自己的学习伙伴吗？ 和

自己的伙伴握握手。
（学生高兴地与学习伙伴握手）
主教：互学就是和同伴交流分享，同

样也要遵守“不打扰”的规则。
主教：假如通过互学，也无法解决问

题怎么办？
生：可以在小组群学时解决。
主教：好，下面就进入群学环节。
主教：什么是群学？ 群学学什么、怎

么学？
生：群学就是小组围在一起学习，我

会组织大家交流、 讨论学习目标中需要
解决的问题。

主教：看来你是组长，并且会依据目
标进行群学。 的确，群学的关键人物就是
组长。 组长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
证每个人都学会？ 请各位组长具体说说，
你将怎样带领你们的小组进行学习。

生： 我要先了解一下是不是每个人
都学会了， 可以重点问问那些平时学习
不太好的同学。

生：还要确定展示的形式。 展示的时
候， 我会提醒我们小组注意台上台下的
互动。

主教：如果有同学实在说不好，或者
不愿意说，怎么办？

生：我们要鼓励他、支持他。
主教：小组展示时应该注意什么？
生：上台要快，不要浪费时间。
生：声音要响亮、条理要清楚。
主教： 说得非常好。 同时还应该注

意，展示时要大方、自信。
主教：台下的同学应该怎样做？
生：认真倾听！
主教：对，倾听很重要，只有认真倾

听，才能有所收获，才能及时进行质疑、
补充、评价。

主教：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课堂
流程———明确学习目标后， 进入小组学
习环节，包括自学、互学、群学，然后是小
组展示。

助教：群学将完成两件事情，解决互
学问题、商谈展示形式。

商讨时间分配

主教 ：一节课 40 分钟 ，我们要完
成这两个学习目标 ， 应该怎样分配学
习时间 ？

生：第一个目标 20 分钟，第二个目标
15 分钟，还剩 5 分钟进行练习和总结。

主教：大家同意吗？
生：同意！
主教：好，下节课我们就这样分配时

间，利用黑板上的流程和规则进行学习。
准备课就上到这里， 期待着同学们在展
示课的表现。

第一节：准备课

第二节：展示课

游戏导入

主教：同学们用扑克牌玩过 24 点游
戏吗？ 谁能给没玩过的同学介绍一下游
戏规则？

生：随机出示 4 张扑克牌，根据牌的
点数，可以用加、减、乘、除等方法，只要
能算出 24 就算赢。

主教：我们现在一起玩这个游戏。 仔
细看大屏幕出示的扑克牌， 最先将算式
写到黑板上的同学胜出。

（教师课件出示 4 张扑克牌：5、8、J、A）
（一名学生迅速到黑板上列式计算：

5+8+11×1=24）
主教：这个算式里用了 11 和 1，这 4

张扑克牌上有这两个数字吗？
生： 字母 J 和 A 在扑克牌中分别表

示 11 和 1。
主教：扑克牌可以用字母表示数字，

数学中的字母也可以用来表示数字。 今
天，我们就来学习用字母表示数字。

（教师出示并解读学习目标，学生进
行小组学习，过程略）

助教：在小组学习中，教师要时刻提
醒小组长履行职责。

展示目标 1

主教：下面我们就互相分享学习成果。
生 1：我是数学小报的记者，请问这

位同学，你是如何将本报“智慧岛”上的
这道题做出来的？

生 2：这道题应该是按规律填数。 根
据前两个三角形里数字的特点， 上面的
数字是下面两个数字的和。 因此，我推出

第 3 个三角形中的 A 表示的数字是 32。
生 1：请问第二题的 B表示什么数字？
生 3：根据规律，应该是 15。
生 1：本次采访到此为止，请大家为

我们点评。
生 4：你们虽然把题做出来了，但只

是完成了目标 1 的前半部分， 没有总结
出字母能够表示怎样的数。

生 1：接受。 我们展示时忽略了学习
目标。

主教： 我们已经把目标 1 完成了 。
用字母还可以表示其他的数字吗？ 请看
目标 2。

展示目标 2

生 1：我们组对第一题进行变形。 请
看大屏幕，如果把这道题都变成小数，就

成了现在这样。 那么，A 就表示 3.2。
生 2： 我将第二题变成这样 ，B 表

示 1.5。
生 3：通过例题变形，我们知道了字

母不仅可以表示整数， 还可以表示小数
和分数。 我们组展示完了，请大家评价。

生 4： 你们能够围绕目标进行展示，
很好。 如果把总结的结论写到黑板上就
更好了。

生 1：你的建议我们接受，现在就写
到黑板上。 （板书：小数、分数）

主教：还有哪组要展示给大家？
生 1：我们对 3×n＝15 进行了变形。
生 2：如果变形为 3×n＜15，n 代表 4 以

下；如果变形为 3×n＞15，n 代表 6 以上。
生 3：因此，我们得出，用字母还可以

表示不确定的数。
生 1：我们组展示完了，谁还有疑问？
生 4：3×n＞15，n 代表 5 以上。 刚才

我们得到的结论，字母也可以表示小数，
所以答案应该是 n 代表 5 以上更准确，
因为 n 也可以是小数。

主教：这位同学不仅倾听认真，还善
于思考，谢谢你的提示。

生 5：3×n＜15，n 代表 4 以下， 答案
应该是 n 代表 5 以下。

主教：这位同学的学习能力真强，马
上就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看来，只要我
们学会倾听、积极思考，在展示交流时，
就可以将知识学得更加深入，思维能力
也能得到提高。 由于时间关系，展示就
到这里。

主教：字母既可以表示整数，也可以
表示小数、分数；既可以表示确定的数，
也可以表示不确定的数。 字母还可以帮
助我们解决许多数学问题， 我们下节课
继续探索。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教研室）

课堂实录
师：同学们，在这节课上，我们一起

分享上周的周记。 现在，请本节课的主持
人李雪松同学上台！

主持人：古人云“民以食为天”，这一
周，我们选了几篇有关饮食的周记，请大
家来自由评说。 首先，请于朝馨同学朗读
自己的文章《鱼香肉丝》。

（于朝馨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
充满自信地朗读自己的文章）

主持人：下面请同学们自由评论。
生： 作者运用对比和夸张的写作手

法，表现妈妈的做菜手艺高超。
生：文章通过写妈妈做鱼香肉丝，表

现了妈妈对她的爱。
生：还是妈妈做的菜最合胃口。 我联

想到学校食堂的饭菜，虽然品种很多，但
常常不是咸了就是淡了。 有一两个合口
味的菜，还被一抢而光。

生：俗话说“众口难调”，其实我们餐
厅的饭菜，无论是品种还是卫生，都已经
很不错了。 我们吃完饭还有工人师傅收
拾盘子，他们都很辛苦。

主持人： 有妈妈做饭的孩子是幸福

的，可是有的同学却经常要自己做饭。 这
是为什么呢 ？ 请欣赏司政同学的周记
《“木氏”招牌方便面》。

（司政走上讲台，大声朗读自己的文章）
主持人：因为父母工作忙，所以有的

同学需要自己做饭吃。 对于这篇文章，大
家有什么感想？

生：这篇文章的语言生动形象，作者
运用了很多修辞手法。 例如 “鸡蛋一进
锅， 立刻像被烫着了似的缩成一团”“羞
答答的胡萝卜丝”等。

生：有时候，父母应多关心孩子，不
要让他们感到孤独。

生：我的父母也十分忙，经常中午不
回家。 他们不回家时，我只能把前一天剩
下的饭菜热热再吃。 每当这种时候，我不
免会有一丝孤独和寂寞， 我希望父母能
在工作之余，多关照一下我。

生：其实父母也很不容易，他们为了
我们的生活，起早贪黑、四处奔波，我们
要理解爸爸和妈妈。

主持人：同学们能理解父母的辛劳，
也不会忘记亲人的关爱和温暖。 下面请
欣赏李若兰同学的周记， 内容就是对姥
姥做“甜豆包”的美好回忆。

（李若兰朗读自己的周记《相思包》）
主持人：“相思包” 饱含着李若兰同

学对姥姥的想念。 大家听了有什么感触？
有哪些写作技巧可以借鉴？

生：文章引用王维的“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一诗作为开头，非常吸引人，同时也表明
了《相思包》这个题目的来源。 在结尾，作
者写道，“其实，我把红豆包叫作相思包，
不仅因为那首诗， 还因为我对那段甜美
的记忆充满了相思。 ”这种首尾呼应的写
作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文章的字
里行间， 不难看出姥姥对作者深深的爱
和作者对姥姥深深的思念之情。

生：我的家在东北，我们家乡也常常
做豆包。 每每到了秋末冬初时，全家人就
会团团坐在炕上，一起做豆包。 我到山东
已经 3 年了， 很久没有一家人坐在一起
吃豆包了。 这篇周记，让我想起了家乡的
一些往事，也让我很想我的姥姥。

主持人：大家的发言很积极。除了评论
了文章的写作方法外，更使我感动的是，很
多同学的发言很动情， 流淌着对亲人浓浓
的爱意和思念。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
请把你想对亲人说的话写出来吧！

（主持人回到自己的座位，和大家一
起默默地书写）

（几分钟后，学生开始上台朗读自己想
对亲人说的话，有的学生甚至泣不成声）

师：大家写得非常好，听完之后，我也
非常感动。这节课上，我们分享了作文的写
作方法，也分享了对亲人的感情和思念。文
章的灵魂在于情感， 希望我们以后能把自
己的情感蕴藏在文章之中。 下课！

校长评课
展示与评价是为了进行知识的交

流、心灵的沟通、思想的碰撞，教师的适
时点拨， 则是为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情感 、态度 、价值观 ，从而实现真实 、生
动、愉悦的高效课堂。

这节课的特点是展示和评价。 展示
是让学生表现自我，获得成功的感觉，激
发他们写作的兴趣；评价是众口评说，让
学生积极参与、碰撞思维，是实现自主、
合作学习的重要途径。 这节课全方位训
练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让他们在展
示与评价中，感受到真善美的情感教育。

（王增昌综合整理）

展与评的价值
内容：周记展评课 教师：谭国强 校长：赵忠效 学校：山东省广饶县英才学校

心课堂的体验式培训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课和展示课。 在准备课上，一般不会进行具体的
知识学习，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小组建设和课堂流程。 具体的知识学习，会在展示课阶段进行。 本期，通过两
节课，周刊与读者共同分享心课堂的体验式培训。

王柱华/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