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0913 班 科目：化学 教师：张慧

校长点评：
1. 在抽测的环节，学生上台后只默

写了一个化学方程式，内容是否偏少？若
抽测的内容再多一点， 效果是否会更好
一些？其实，导学案上有很多的内容都可
以用于抽测。

2. 从课前抽测，到解读目标，再到
完成独学，三个环节加起来，一共只用了
14 分钟。独学充分了吗？通过查看学情，
我们发现， 部分学生并未完成 “基础知
识”部分的独学，因为他看到别人上黑板
了，于是也“跟风”上了黑板。

3. 建议给予学生充足的独学时间，
让学生进行充分的独学。

班级：0912 班 科目：英语 教师：刘飞

校长点评：
1. 先让学生朗读课文，再进行抽测，

抽测的内容很丰富，抽测效果也不错。
2. 学生主持人、评分员的作用得到

了很好的发挥，主导性较强。
3. 小组群学的氛围很好，学生的站

位自由，但不混乱。

4. 英文板书很美观，教师使用了双
色笔，但字偏小，有的学生看起来可能会
比较困难。

班级：0907 班 科目：数学 教师：杨运平

校长点评：
1. 评价栏的记分内容很丰富，但是

只有教师在进行记分操作， 没有发挥出
学生评价员的作用；

2. 大展示时， 上台学生的声音洪
亮，能够脱稿展示。 学生质疑、交流的气
氛也很好，一题多解、举一反三。

3. 教师在课堂上，及时追问、及时
抽测、及时鼓励，课堂效果很好。

班级：0901 班 科目：语文 教师：张惠

校长点评：
1. 黑板资源丰富， 学生上台讲解

时，流畅、清晰。有的小组进行了表演，将
文言文编成课本剧。可见，学生在课前的
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2. 教师补充及时、追问深刻。
3. 评价员能够及时地评价与记录，

但评价板上的格子线条不够清楚。

■我在干吗

出镜学校：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第一中学

新校长：牛辉刚
问：学校的办学理

念是什么？
答 ： 在教育问题

上，智慧的开启远比知
识的传授更重要。

问： 学校希望培养
出怎样的学生？

答：希望他们都能
够成为充满朝气、充满
智慧、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人。

问：如何将办学理念落实到学校的日常
工作中？

答：通过开发新的课程文化和打造新的
课堂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新教师：范庆柱
问：你的课堂教学

模式是什么样的？
答：以导学案为载

体，以学生为主体的课
堂形式。

问：新的课堂模式
主要有哪些方面的改
变？

答： 师生关系、知
识来源、学习组织。

问：现在的课堂效果如何？
答：学生由以前的“被动学”逐渐向“我

要学”和“我爱学”转变。

新学生：司德越
问：你喜欢现在的

课堂模式吗？
答 ：喜欢 ，因为在

课堂上，我可以和其他
同学交流， 更加快乐、
更加积极了。

问：最近有什么高
兴的事？

答：我的对子的成
绩有了很大提升，她现在更开朗、更自信了。

问：在新课堂中有什么收获？
答：我的演讲能力、交流能力，都有了很

大的提升。
（采访/金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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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见

以发展的眼光看学生
□ 沈干玲

班级常规管理是班主任日常管理中的重
要工作，如何进行有效的班级常规管理，是值
得班主任探索的话题。 良好的班风是一种巨
大的教育力量，间接影响到集体成员的行为，
能够促进和推动良好品质的形成，使学生精
神振奋、积极乐观、团结向上。 我认为，班级
管理工作必须要“务实求细”，要强化常规管
理，带动教育教学工作；做好班干部队伍的组
建和培养；制定明确目标、培养集体荣誉感；
打造班级文化氛围、 营造良好学习环境、建
立相关奖惩制度。

学生的行为习惯好了， 他们的学习、生
活，往往也会变得很好。 新生刚入学，学校应
该抓住时机，建立各项常规制度，帮助学生形
成良好的习惯。 同时，班主任要及时通过班委
会，将这些制度传达给每名学生，确保落实效
果。 在一个班集体形成的初期，除了培养学生
举止文明、遵守制度等习惯外，还要结合学生
的年龄特点，教给他们怎样做事，怎样学习。

集体活动是学生展现自己的舞台，在这
个舞台上，他们的才智得以发挥、特长得以展
示，他们的表现欲望也能得到满足。 同时，集
体活动也会为学生架起桥梁，让他们由相识，
到相知、相容、相助，激发他们拼搏向上的劲
头，也能使他们的参与意识、主人翁精神大
大加强。 因此，学校和班主任要多开展各项
评比活动，比如卫生评比、阅读评比等，从而
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 此外，在班级管理中，
应该实行班干部轮换制、干事制、值日班长
制，等等，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感受到自己是班
级的主人，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
与班级相关，从而提高每名学生的集体荣誉
感和责任感。

班级是不同个性、不同特点的学生的组
合集体，每个人的性格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
因此，教师要多接触他们，多与他们谈心，做
他们的知己。 在制定班规、常规教育的同时，
还要把微笑、关心、爱护，一同带入班级，把真
情奉献给每一名学生。

不论是早读、课间操、眼保健操、自习课
还是卫生大扫除，教师都应该到场，看一看、
问一问 、说一说 、做一做 ，缩短师生间的距
离，增进师生间的友情。

当然，一个班级的学生很多，班主任很难
每天都关注到每一个学生。 因此，要想提高
管理效果，树立典型是关键。 首先，要树立正
面典型，以班级中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学生
作为典型，指出他们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要
求他们在各方面都起模范带头作用。 其次，
要树立潜能生的转变典型， 要耐心启发、循
循善诱，肯定他们的进步、增强他们的信心，
并以正面典型激励、启发他们，这样就可以以
一带十、点面结合了。 再其次，班主任还要做
好家校联系，多与学生家长沟通，做好家长的
思想工作，让他们既要对家庭负责，又要对社
会负责，配合班主任共同教育孩子。

教育教学的全部奥秘就在于热爱学生。
只要班主任用科学的眼光，面对班级工作、面
对学生，班级管理就会顺利开展。 班主任要处
处以学生为主，为人师表，把自己融入到班级
之中，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每一名学生，和学
生一起用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班级管理。

（作者系广西桂林市胜利小学）

■课堂现场

“中国好课堂”精品展示

形神兼备的课堂
执教内容：小学三年级语文《秋天的雨》 执教教师：杨亚兰 教师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

课堂模式是高效课堂的“形”，学科内涵是高效课堂的“神”，优秀的课堂，一定要做到“形神兼备”。 本期的“中国好课堂”精品展
示活动，就将与读者分享这样一节好课。

在课堂上，教师亲切的微
笑、轻柔的话语，学生的愤悱之
态、议论之声、会心之容，两者
水乳交融，再配合精美的课件
画面和音乐，犹如一幅有声有
色、动静结合的山水画。

更为难得的是，这堂课神
形兼得，好像一首绝妙的散文
诗。首先，课堂充分体现了高效
课堂的“形”：小组互学、学案导
学、流程促学；另外，也能抓住
高效课堂的“神”：以“学”为中
心，以“师”为引导。

课堂上，学生琅琅的读书
声、激烈的讨论声、睿智而独到
的质疑声，声声入耳。学生在
听、说、读、写的语文课堂实践
活动中，品味语言、体会方法、
感悟情感，这让课堂充满了灵
动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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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师：大地已经经过了春雨的滋润、夏

雨的洗礼。 现在， 秋天的雨也悄悄地来
了。这节课，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秋雨带来
的神奇吧！ 请跟老师一起大声念出课文
的题目。

（板书课题：秋天的雨）
生：秋天的雨！
师：今天还有一位小伙伴，陪伴我们

一起学习这篇课文。 看，就是可爱的“雨
娃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学习
目标是什么？

（教师出示课件）
生：本课学习的目标———1. 我要认

识课文中的生字生词。 2. 我要正确、流
利地朗读课文， 并尝试有感情地诵读。
3. 我要学着带问题去读课文，并通过自
主学习和小组探究，解决这些问题。

师： 今天的目标要分两个任务来完
成。 “雨娃娃”说了，谁的任务完成得好，
会得到一份神秘礼物哦！那么，快让我们
打开学习单， 看看第一个学习任务是什
么吧？

疏通词句，读通课文
（课件出示学习任务一）
师：谁来给我们念一下第一个任务？
生：1. 读课文，标出自然段，圈出不

认识的字，然后学习生字的读音。 2. 尝
试读准学习单上的词语， 并寻找其中的
规律。 3. 思考课文是从哪些方面来描写
秋雨的？

师：请各小组开始学习。
（学生开始独学，然后在小组内进行

对学、群学，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关注学
生的学习状态，巡回指导）

师： 哪个小组先来对大屏幕上的这
些词语进行展示？

（大屏幕出示词语： 钥匙、 喇叭、衣
裳、菠萝、柿子、梨、杨树）

生 1：我们小组来展示！
生 2： 我发现 “钥匙”、“衣裳”、“柿

子”， 这些词语的最后一个字都要读轻
声。请大家跟我一起准确朗读———钥匙、
衣裳、柿子。

生 3： 我还发现，“喇叭”、“菠萝”、
“杨树”， 这些词语都是由偏旁相同的两
个字组成的。请大家跟我朗读———喇叭、
菠萝、杨树。

生 4：我来补充。 我发现“柿子”、“菠
萝”、“梨”都是水果，请大家跟我读———

柿子、菠萝、梨。
生 5： 我也来补充一下。 我还发现

“柿子”、“梨”、“杨树”， 这些词语里面都
带有带木字旁的字。 请大家跟我读———
柿子、梨、杨树。

师：你们组完成得很好。 现在，我们
看下面的内容。

（课件出示：扇哪扇哪、飘啊飘啊、一
把把小扇子、一枚枚邮票）

生 1：我发现，“扇哪扇哪”、“飘啊飘
啊”，这里面的“扇”和“飘”，都是动词。

生 2：我发现“扇哪扇哪，飘啊飘啊”
都是“ABAB 式”的词语。 另外，“一把把
小扇子”、“一枚枚邮票”， 这些短语里都
有形容词，比如“一把把”、“一枚枚”。

生 3： 我觉得你说得不对 ，“一把
把”、“一枚枚”不是形容词，是数量词。

师：你很会倾听，给你们组加一面红
旗， 刚才所有发言的同学都可以得到一
面红旗。下面，哪个小组能带着大家把短
语读好？

生 2：扇哪扇哪、飘啊飘啊、一把把
小扇子、一枚枚邮票。

师：看来词语和短语都难不倒你们，
那么书中的句子你们会读吗？ 谁想读？

生：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
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哪扇哪，扇走了夏
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
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
的凉爽。

师： 看来大家已经把课文读得很流
利了。学习单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谁来
展示？

生：我们小组认为，每一段的第一句
是这段的中心句。 我来读给大家听———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秋天的雨，有一
盒五彩缤纷的颜料；秋天的雨，藏着非常
好闻的气味；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
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

师：你们很会思考，能用中心句来概
括课文的主要内容。请大家接着看屏幕。

（课件的画面中，秋天里的树叶纷纷
飘落，美丽极了。 这时，“雨娃娃”夸奖大
家：“同学们， 祝贺你们完成了第一个学
习任务，快给自己热烈的掌声吧！ ”）

师：看，这是“雨娃娃”送给大家的第
一份礼物———美丽的落叶。大家喜欢吗？

生：喜欢！
师：那就让我们带着快乐，继续出发

吧！来，看看“雨娃娃”接下来会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惊喜？ 请看学习单上的第二个
学习任务。

品读语言，感受秋雨
（教师出示学习任务二 ：1. 带着问

题自由阅读课文第一自然段。 2. 尝试读
出自己的感受）

（学生开始自学、对学、群学）
师：请同学们来展示。
生 1：我们组读了第一自然段，我们

知道了作者把秋天的雨比作了一把钥
匙，我是从“是”这个字中读出来的。我把
这一句话读给大家听———秋天的雨是一
把钥匙。

生 2： 我们还知道秋天的雨带着清
凉和温柔， 不声不响地把秋天的大门打
开了，我是从“轻轻地”这个词中读出来
的。请大家听我读这个句子，我能读出自
己的感受———它带着清凉和温柔， 轻轻
地、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
打开了。

生 3：我还要补充一下，秋天来到的
时候，是悄悄地来了，我是从“趁你没留
意”这里读出来的。 这是一个拟人句，把
秋天的雨比作了人。

生：我也要补充。这一段的中心句是
个比喻句，把秋天的雨比作一把钥匙，我
给大家读一遍这个句子———秋天的雨，
是一把钥匙。

师：展示得非常好。我们来看看下一
个任务。

（教师出示课件，学生自学、探究、展
示，过程略）

情境练笔，积累拓展
师：同学们，请看大屏幕。 你们能不

能学着课文上的句子，也写一个呢？可以
参考大屏幕上的景物，也可以自己想象。
大家写在自己的学习单上， 完成后读给
全班听。

（学生开始思考、写作）
生 1：秋雨把红色给了苹果，红色的

苹果像一个个红彤彤的红脸蛋。
生 2：秋雨把黄色给了香蕉，黄黄的

香蕉像一个个弯弯的月亮。
师：大家写得都很好。 在写作时，我

们可以学习作者， 运用比喻、 拟人的方
法，把事物描写得更加生动、更加具体。

师：同学们，这篇文章写得多美啊，
让我们将课文再读一读， 将这些优美的
句子牢牢地记在心里。

（全班学生齐读课文）
师：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一句，能尝

试着背给大家听吗？

（学生尝试背诵课文中的句子）
师：非常美。大家可以把课文中的好

词佳句记在心里，以后在写作文的时候，
能够恰当地运用。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
一起走进秋雨， 领略了秋雨带给我们的
五彩缤纷。请看“雨娃娃”给大家的奖励。

（大屏幕上显示，“雨娃娃”拿出一盘
盘秋天的水果）

师：“雨娃娃”在夸奖大家呢！这节课
就上到这里，下面请看我们的课后作业。

（课外作业：1. 搜集描写秋天的诗
句。 2. 把秋天的景物画下来）

■校长观课笔记

初三年级巡课实录
□ 李飞国

中国教师报课改专家 于春祥

评委点评

■传统课堂“十八怪”7

王柱华/绘

第七怪
校服当作被子盖

厌倦讲， 瞌睡来，
校服当作被子盖。
旁若无人依然讲，
可怜瞌睡醒不来。

□ 于春祥

初三年级观课总评
优点：

1.�课堂应该给人一种活而不乱、严而不死、井然有序的印象。 今天所见初三年
级课堂，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师生对各环节的把握恰当、规范、合理。

2.�课堂的局面控制得很好，该静则静、该动则动，体现了学生的整体素质。
3.�多数课堂中的学生主持人、评价员，工作积极主动，展现了较好的掌控能力

和学习能力。
4.� 课堂有较好的温度和厚度，教师能够及时质疑、引导、点拨，为学生创造了

良好的课堂环境。

问题：
1.�学生主持人、评价员在课堂上的作用还应加强，教师要加强对二者的培训。
2.� 在保证课堂规范的前提下，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环节的操作技术进

行改革、创新。 （作者系湖南省株洲市景弘中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