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创新 本栏目针对课堂教学的
新体系、新模式、新方法，请您写下自
己学校课堂教学层面的思考、实践以
及深层内涵，我们将在其中选择具备
创新性、实用性的经验介绍给读者，并
加以推广。字数：3000字左右。

课事 巧妙导入、激烈对抗、精彩生
成、意外失误……课堂上不断发生着这
些故事，而其中有许多故事都能反映师
生的课堂智慧，或者充满了教育意义。请
您记录下自己的课堂故事，与读者一同
分享。字数：1500字左右。

观课笔记 寻找一节课的亮点，
思考如何借鉴；发现一节课的问题，思
考怎样避免。这就是观课的目的，透过
课堂表面，挖掘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请您记录自己观课后
的心得，分享自己的所见、所思、所得。
字数：1500字左右。

好课实录 什么样的课是好课？
好课的标准包含许多元素：比如，以学
生为主体的课，气氛活跃、内容扎实的
课，突出学科特点、深入学科内涵的
课，等等。我们在寻找好课，希望您用
文字还原自己的课堂原貌，将课堂中
的启发、交流、评点等环节以及自己课
后的反思呈现在读者面前。字数：
3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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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听了一节复习课， 内容是
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复习的目的
是让学生通过学习， 记住重点文言词
句，聆听古人的声音，感受文言文的独
特魅力。 教师通过一段微课导入复习
目标：掌握重点文言词句；体会宋濂求
学时的艰苦经历； 学习对比手法的运
用。 教师引导学生对课文中的文言词
句进行梳理记忆， 同时设置几个典型
问题，让学生体会文章中的对比手法。
总体来看， 学生能在教师的引领下完
成复习任务，课堂效果不错，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

教师设计了这样的课堂流程：走
近 作 者—识 记 生 字—解 释 重 点 词
句—问题探究—拓展延伸。可以明显
地感觉到， 教师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把宋濂介绍得很到位，也给学生提供
了各种相关资料，每一个环节的内容
都很充实。 流程本身没有问题，但是
总让人感觉这是一节新授课而非复
习课。

文言文教学不能原地画圈， 与新
授课相比，复习课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教师要放开抓住学生的手， 激活学生
思维，在课堂上引入“活水”，让学生真
正动起来、学进去。 针对这节课而言，
有些内容是否还有讲的必要 ？ 比如
“走近作者”“识记生字”， 这些环节是
新授课的重点内容，在复习课中是否
应该淡化？

在这节课上，教师不断地讲，学生
一遍一遍地记，教师只管教，学生只管
学。许多应该由学生自己解决的问题，
都被教师包办代替了， 这又倒退回传
统课堂的“灌输模式”。

我认为，教师应该做好 3 个定位：
教师与学生的定位， 复习与新授的定
位，传统与创新的定位。

教师与学生的定位。 教师应该留
给学生充分的时间， 让他们尝试完成
课堂任务， 而不是由教师一手包办。
复习课要充分利用“小组合作”，让学
生进行由点到面、由纵向到横向、由课
内到课外的知识梳理， 形成一张大的
知识脉络网， 帮助学生培养总结归纳
的能力。 一节好课的标准是看学生是
否真正动起来了，而不是教师“一呼”
学生“百应”。

复习与新授的定位。 复习课不是
穿新鞋走老路， 不是规矩地把基础知
识传授给学生就可以了。 复习课需要
新旧知识的再认识、再梳理、再升华，
让学生形成综合的语文能力。 文言文
复习课的两大主线是诵读和积累，不
能只注重积累而忽视诵读。

传统与创新的定位。 教师的教学
理念要更新， 彻底摒弃传统的课堂教
学模式。 教师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教
学智慧， 运用各种教学手段训练学生
的语文综合能力，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
学生的语文素养。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宁津县第一
实验中学）

复习课怎样定位
□卢红霞

在课堂上， 许多语文教师只顾自己
的教， 不顾学生的学， 教学过程浮光掠
影、一闪而过，表面上看起来很顺畅，其
实细细琢磨，许多教学行为都是无效的，
实在是浪费时间。

无效的预习作业 。 “今天回家有个
作业———预习课文 ，把课文读熟 。 ”这
样的预习作业其实是无效的 。 教师应
该让学生明确预习要求 ，比如 ，有的教
师让学生准备专门的预习本 ， 要求学
生把预习的内容一项项写在上面 ：读
标题提问题 ；容易读错的字 ；容易写错
的字 ；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正确 、流
利地朗读课文 。 这样的预习作业要求
很清楚 ，确保了学生预习的实效性 ，也
便于教师检查 。

无效的预习检查。 “下面我来检查你
们的读书情况。 ”课堂上，教师抽查一两
个学生读课文，读得好的表扬一番，读得
差的批评一通， 接着就进行下一环节的
教学。 这样的检查不能了解全班学生的
朗读情况，应该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 教
师先抽查几个学生，这些学生过关了，就
聘为检测员，负责检测其他学生。

无效的自主学习。 “下面，同学们带
着问题先自学这段内容。 ”于是，学生开
始自学，但只过了五六分钟，教师就示意
停止， 开始检查。 这样的自主学习肯定
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 教师应该提出明
确的自主学习要求： 自学时一定要圈点
批注，留下思考的痕迹。 同时，教师要巡
视指导， 看到学习状态不佳的学生要提
醒， 看到有问题的学生要适当引导。 教

师要给足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不能“蜻
蜓点水”，要让大部分学生实实在在地经
历自主学习的过程。

无效的合作交流。 “以小组为单位讨
论一下这个问题。 ”于是，几个学生凑在
一起开始讨论，有的学生一言不发，有的
学生状态游离……一会儿工夫， 教师示
意停止。这样的讨论是无效的。小组合作
一定要明确要求，一定要严格训练。 学生
在讨论时应该轮流发言、认真倾听，及时
修改并完善自己的答案。

无效的课堂提问。课堂上，问题刚抛
出，教师就迫不及待地点名要求学生回
答 ，最后再问一句 “大家都明白了吗 ”，
接着就开始下一个问题。 难道回答问题
的学生明白了 ， 全班学生就都明白了
吗？ 在批作业时，许多教师感慨：“这些
题目上课都讲过，怎么还有这么多做错
的？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无效的课
堂提问 ，不明白的学生大有人在 ，许多
学生都成了“南郭先生”。教师可以尝试
改变教学形式，先让学生将问题的答案
写下来， 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巡视，
既保证了每个学生都在思考，也能让教
师看到学生思考的状态和结果。 之后，
教师要组织学生交流讨论，让学生修改
自己的答案。

无效的教学内容。 教什么比怎么教
更重要，教什么是方向问题，方向错了，
教学如何有效？ 比如，《学会合作》是一篇
说理性文章， 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
生讨论什么是合作、合作有什么好处、怎
样才能有效合作等问题。 这就不是语文

课，而是品德课了。 语文教学要让学生学
习作者是怎么说理的、 为什么要举事例
说明，或者让学生仿写课文、练习演讲。
这才是真正的语文课。

无效的课件展示。 一个教师教学《鞋
匠的儿子》一课时，号召学生要学习林肯
的宽容大度。 随后，音乐响起，屏幕上显
示出一句句教师精心选择的有关宽容的
名言，让学生朗读，读完后宣布下课。 难
道学生读一遍就能记住吗？ 为什么不多
给一点时间让学生深入体会？ 这种课件
展示的服务对象是教师而非学生， 自然
是无效的。

无效的朗读指导。 当教师觉得学生
朗读得不好时 ，往往会要求学生 “读得
有感情些 ”“读得再高兴些 ”“读得再难
过些 ”……于是 ，学生要么声嘶力竭 ，
要么捏着嗓子 、矫揉造作 。 难道感情是
靠 “告诉 ”“灌输 ”“命令 ”得到的吗 ？ 当
学生读得没有感情时 ，教师要指导 、要
培养 ， 可以音乐渲染 ， 也可以画面展
示 ， 将学生引入情境 ， 让学生联系生
活 、体验情感 。

无效的作文批改。 有的教师对学生
的作文要求不严格，批改也不细致。 学生
写得不好的地方， 教师只是写一两句建
议的话，比如“这里写得不具体”“重点不
够突出”等，至于学生能不能体会、有没
有修改就不管不问了。 这样的作文批改
对学生不会有太大帮助， 教师批改作文
应该具体，还要检查学生的落实情况，确
保学生深入理解、不断进步。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实验小学）

在一节生物课上，我和学生一起完
成了“探究种子萌发的环境条件”实验。
实验中，学生成功地探究了水分、空气、
温度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在最后的交流
环节，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种
子的萌发需要阳光吗？ ”

为此， 学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
论，最后，学生将询问的目光投向我。 我
并没有直接告诉学生答案，因为明确的
答案会让他们丧失探究的兴趣，是不明
智的做法。 于是，我笑着对学生说：“这
个问题很简单， 你们做个实验就知道
了，答案就在实验中。 ”

我给学生布置了在家探究的作
业 ：种子的萌发需要阳光吗 ？ 并将书
中的课外实践 “发豆芽 ”与这个作业
合二为一 。 家里没有实验器材 ，我让
学生用两个剪开的矿泉水瓶子代替
培养皿。 学生在矿泉水瓶上标记甲和
乙 ，在满足种子萌发的条件下 ，甲瓶
放在有阳光的地方 ，乙瓶则用湿毛巾

遮盖。 同时， 我要求学生撰写观察日
记 ， 从第一天一直记录到第七天 ，一
周之后进行课堂交流。

学生的兴致很高 ， 利用课外时间
完成了实验， 有的学生还将观察日记
制作成 PPT，利用多媒体进行交流。 交
流时的课堂气氛很热烈， 许多学生都
通过实验找到了正确答案。然而，学生
芳芳展示自己的实验日记时却出现了
意外———

第一天：妈妈在超市给我买了绿豆
种子。 我按照要求，用绿豆做种子萌发
实验，甲瓶放在阳光下，乙瓶放在阴暗
的地方（用湿毛巾遮盖）。

第二天：甲、乙瓶中的种子开始吸
水啦，小部分种子开始变白，还有些种
子开始长胖。

第三天： 所有的种子在水的帮助
下，都变得白白胖胖，很可爱。 两天了，
两组种子相继萌发 ， 它们的芽又绿又
小，看起来可爱极了。

第四天：种子发芽了，发芽率都是
100%，甲、乙瓶并没有什么区别。 原来，
种子的萌发是不需要光照的。 我有一点
失望，因为以前我认为种子萌发是需要
阳光的。

第五天：每个瓶中的豆苗都正常生
长，甲瓶中的豆苗开始变绿，乙瓶中的
豆苗还是白色的。

第六天： 豆芽被妈妈当菜炒着吃
了，妈妈说豆芽已经发绿了，再不吃就
不好吃了。

当芳芳念到最后一句时，全班同学
哄堂大笑。 芳芳脸色通红，低下了头。

我制止了全班学生的笑声 ， 对他
们说 ：“芳芳不仅观察得很仔细 ，还特
别诚实 。 在最后一天的记录中 ，她完
全可以根据前一天的记录造假 ，但她
没有这样做 。 仅凭这一点 ，就非常值
得鼓励 。 ”我停顿了一下 ，加重语气又
说道 ：“科学就要实事求是 ，来不得半
点虚假 ，从这一点来讲 ，芳芳已经具

备了科学家的潜质 。 ”教室里响起热
烈的掌声 ，芳芳抬起头 ，脸上露出了
笑容 。

我认为这节课至少有两点非常成
功：第一，当学生遇到问题时，我没有直
接告诉他们答案，而是引导他们通过动
手做实验探寻答案，既培养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也让学生将知识迁移到生活之
中。 第二，当芳芳展示她的实验日记时，
我及时引导学生追求“实事求是”的精
神，这种引导不是说教式的，而是在恰
当的时机让学生去体会。

课堂不仅传递知识，还要让学生通
过学习获得正确的价值观 。 在这节课
上，学生学到了知识，体验了过程，还收
获了一粒诚实的种子。 教育就是要适时
地在学生的心田种下诚实、善良、正直
等能够影响他们一生的种子，这些种子
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
成参天大树。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远安县鸣凤中学）

种在心田里的种子
□韩远华

观课笔记

课事

地理学科是一门自然与人文兼备、
文理性质兼容的综合性学科。 我经常会
在地理教学中引入一些传统诗词，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抽象、概括、
判断、推理等能力。

诗词导入，激发学习兴趣。 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用诗词名句作导语，可以
给学生创造优美的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
热情。 例如，在讲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
致呈三级阶梯分布”这一特点时，我问学
生：“会唱《三国演义》主题曲吗？ ”立刻就
有学生唱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英雄……”我接着问：“这首歌曲蕴含了哪
些地理知识？ ”学生抢着说：“我国许多大
江大河都是自西向东流入海洋的。 ”我顺
势启发引导：“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你们
觉得我国地势有什么特点？ ”从而自然引
入课堂学习内容。

又如，在教学“降水的变化与分布”
一课时， 我先播放降水形式的动画，然
后借用杜甫的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
学生思考“降水除了下雨外，还有哪些
形式”等问题。 有了诗词的润色，教师不

仅可以巧妙地创设问题情境，还能够让
学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从而激发地理
学习的兴趣。

诗词穿插，活跃课堂气氛。 在讲到
我国西北地区干旱半干旱气候时，我是
这样处理的：“同学们，王之涣在《凉州
词》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
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玉门关。 ’这里的‘春风’是指什么？ ”学
生很快就答出来：“春风是指来源于太
平洋上的东南季风。 ”我接着问：“春风
为什么不能度过玉门关？ ” 学生回答：
“因为玉门关离海太远了。 ”还有的学生
进一步补充：“由于西北地区深居内陆，
距海遥远，加上山岭的重重阻隔，东南
季风难以到达，所以降水稀少。 ”通过学
习，学生知道了我国分为季风区和非季
风区，也知道了玉门关在甘肃省河西走
廊，正好位于非季风区，自然就难以受
到夏季风的滋润。 课堂在轻松活跃的气
氛中进行，何乐而不为呢？

诗词运用，增进知识掌握。 地理知
识是经过长期观察、 实践总结出来的，
而诗词也是古代文人对事物的感知，许

多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地理知识 。 比
如，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一诗的前两句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就说明了地形条件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桃花总是要开的，而各地开花的时间不
同，是因为受到气候、地势等地理因素
的影响。 同样，“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
天”， 反映的也是地形差异导致了植被
的垂直分布。 通过这些诗词，学生可以
深刻理解海拔高低会引起气候、植被景
观的垂直变化等地理知识。

又如，我让学生读李商隐诗中 “君
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一句，
让他们思考“巴山为什么会有夜雨”。 学
生讨论后总结：“从诗文中理解，巴山夜
雨是常见现象。 巴山位于四川省与陕西
省交界处，是四川盆地的边缘，因气流
不通畅、滞流交换弱等原因，地温急速
增高，影响下层气温，夜间地面散热快，
谷底和盆地底部特别寒冷。 随着温度的
降低，水汽上升到一定高度后，再上升
就会达到过饱和而发生凝结，因此‘巴
山夜雨’的现象时有发生。 ”

诗词分析，锻炼质疑能力。 在地理

教学中，教师应该培养学生批判和质疑
的精神。 例如，在讲水循环时，我用李白
《将进酒》中的前两句“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引出问题：
“这首诗气势磅礴，但就地理而言，这首
诗的语言准确吗？ ”有的学生指出：“黄
河之水东流入海 ， 但是经过海陆间循
环，海水还会通过蒸发和降水等环节回
到黄河中。 ”这种方法既培养了学生的
质疑精神，又激发了他们的探究欲望。

当然， 运用诗词进行地理教学时，
还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教师要选择恰当的诗词，不可生搬
硬套，更不能滥竽充数。 选取的诗词不
仅要描述地理事物，还应该是学生比较
熟悉的，只有选择恰当，才能激发学生
的地理学习兴趣。

教师需要准确地将诗词转化成地理
术语。 有些诗词虽然蕴含着丰富的地理
知识，但并不是直接对地理现象的阐述。
教师在运用这些诗词时， 要进行术语转
化，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隆回县司门前
镇中学）

地理课上有诗词
□肖大松

语文教学
的“无效行为”

□吴民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