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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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联系电话：010-82296735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金锐 电话：010-82296735 投稿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2015.8.19 7版周刊

阅读是英语学习的核心、难点，也是
英语教学的“重头戏”，阅读教学的质量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语教学的质量。 因
此， 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
一定的阅读技巧和方法， 克服平常阅读
中的一些不良习惯。

学生英语阅读的不良习惯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有声阅读。 许多学生都有有声阅读
的习惯，有声阅读的主要问题是，阅读速
度和效率受说话速度的限制， 比正常的
默读速度慢了许多。 有声阅读不一定会
发出声音，有时也是无声地动动嘴唇；有
时也只是舌、喉在活动。 但无论怎样，有
声阅读无疑会影响眼睛的扫视速度。“一
个有效率的读者能够只要看到印刷符
号， 就直接获得意思， 而不经过声音阶
段。”因此，要克服这种不良的阅读习惯，
就要养成通过视觉器官直接感受文字符
号的视读能力。

无声阅读。 无声阅读是一种介于有
声阅读与“眼睛阅读”之间的阅读状态，
指的是阅读时发音器官如唇、舌、喉等虽
然不动，但语音的内在形式却依然存在，
即读者在心里默读每一个字， 很自然地
将书上的字符与语音联系在一起， 只有
说出或听到字的发音才能理解其意思。
这与有声阅读一样不可取。阅读时，应该
把词组和句子作为一个意义整体理解，
努力越过从字形到语音的转换过程，做
到见字便会其意，达到“一目十行”的境
界。

回视阅读。 回视是指在阅读过程中
不断地将目光移至刚刚过目的文字进行
重读。出现回视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对句
中的某些词或词组不理解。 当目光的移
动速度超过大脑对文字的反应速度时，
回视就难以避免。 阅读的效率和回视的
次数成反比。因此，教师给学生布置的阅
读材料应该难易适中， 这样才能帮助学
生循序渐进地提高阅读速度。 只有学生
的眼与脑默契配合， 才能从根本上改掉
回视阅读的习惯。

边查边读。所谓边查边读就是过多地
使用词典，边查词典边读材料。 一般来说，
只有在精读过程中才需要较多地使用词
典。 然而，许多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只要碰
到生词就查词典，他们担心个别生词会影
响对整个句子甚至对全篇文章的理解。 这
种做法极大地影响了阅读速度，破坏了阅
读的连贯性，也降低了阅读的乐趣。 其实，
只要不妨碍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生词完全
可以忽略过去，而且有的生词意思还可以
根据上下文猜出来。

母语译读。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英语阅
读是通过母语释义进行的，却忽略了外语
学习中重要的一点———理解外语确实需
要母语的桥梁作用， 但最终还要摆脱母
语。 然而，许多学生不习惯用英语来思考，
尤其在阅读过程中，他们总想用母语作媒
介（即在心里默默地把英语翻译成汉语），
不能按正常速度往下读。 母语译读严重影
响了学生的阅读速度和理解精度。

此外，还有许多不良的阅读习惯。 比
如阅读时，有的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思想开
小差；有的学生一边阅读一边玩弄钢笔、尺
子、钥匙等物品，还不时地发出响声；有的
学生爱抖动双腿；有的学生过多地进行语
法分析；有的学生望文生义；等等。 这些不
良习惯都直接影响阅读思路，因此，教师一
定要及时帮助学生纠正不良习惯。

除了帮助学生克服英语阅读过程中
的这些不良习惯， 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掌
握正确的阅读策略。只有这样，学生才能
有效提高阅读的速度和质量。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铜仁市第八中学）

那些不良的
英语阅读习惯

□任达春

突然发现女儿长大了———这得从一
次数学实践课说起。

为了巩固所学的人民币知识， 女儿
的数学教师李宪在假期安排了一次超市
行动。 原本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次对学习
的巩固和应用， 可事实却让我有了更多
的惊喜。

惊喜一：学会了认真。 这次超市行动
的主题是给表弟表妹买零食，“消费基金”
为 50 元。 从到达超市的规定区域后，女儿
就完全投入其中，拿着小本记着每一件选
中商品的价钱，并自己嘟嘟囔囔地估算着
总价———因为她知道，这次购物是有金额
限制的。 女儿认真地检查食品的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她可不希望买到有问题的食品；

女儿还希望表弟表妹都能喜欢她买的东
西。 因此，她选择了许多种类的食品。

惊喜二：学会了选择。 在面对爱不释
手的商品时，女儿企图向我寻求帮助，可
我告诉她，“今天你做主”。 于是，女儿反
复思量，拿起一件、放下一件。 也许我们
会觉得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 可是对
于平时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小公主”来
说，她内心一定经过许多挣扎，一定试图
用各种方法说服自己， 要不然她也不会
在那里站了近 20 分钟，反复地将物品放
回柜台，又拿起、又放下……最终，女儿
学会了放弃，学会了选择。 “要不然我就
不能买我更喜欢的东西了！ ”这也许就是
她说服自己的理由吧。

惊喜三：懂得了沟通。 女儿的表弟也
跟她一起来到了超市。 于是，女儿告诉表
弟：“姐姐最后剩下的钱全部给你买玩具
啊！ ”。 但是，到该给表弟买玩具时，女儿
只剩下 15 元了———表弟喜欢的玩具需
要 100 多元。 于是，女儿教表弟认识价格
表，两个人看来看去，也没有发现 15 元
以下的玩具。 表弟有些生气了， 吵嚷着
说：“姐姐骗人，说了买玩具又不买！ ”女
儿哄着说：“不是姐姐不给你买， 这些玩
具都没有意思。 要不，姐姐给你买一本书
吧，又能看又能写，还能学习，好不好？ ”
于是， 女儿就拉着表弟的手， 走到图书
区，给表弟挑选了一本 10 元的汉字描红
书，生气的表弟也被哄开心了。

惊喜四：学会了分享。 最后要离开超
市时，女儿想吃烤肠，表弟也想吃。 于是，
女儿去一楼买烤肠，可是只买来一根。 女
儿哭丧着脸说：“妈妈， 烤肠要 3 元一根
啊 ， 我只有 5 元钱了……”“那给弟弟
吧！ ”女儿虽然一脸不舍，但还是把烤肠
交到了表弟手里。 我拿出 1 元钱，对女儿
说：“今天的表现很棒，妈妈奖励一下，快
去再买一根吧！ ” 看着其乐融融的姐弟
俩，我心里乐开了花。

一次简单的购物活动带给了我许多
惊喜， 我为我的孩子能在另一间教室绽
放精彩而高兴！

（作者系河南省新乡市世青超前国
际小学学生家长）

超市里的“数学课”
□赵 珺

课事

观课笔记

上周，学校进行“同课异构”校内公
开课 ， 我聆听了两个教师上的同一节
课———《背影》。 课上，突发了相同的一
幕 ，但两个教师的处理方式不同 ，带来
的课堂效果也不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两个教师在分析课文之后，同样让
学生通过朗读体会文章的情感。学生在
朗读时 ，出现了同样的意外 ：朗读的学
生很投入，对文中人物的情感演绎得非
常到位，却引来班上一些学生的窃笑。

此时，年轻的教师显然感觉到了学生
的窃笑，他眉头一皱，让朗读的学生暂停
下来，表情严肃地说：“同学们，这位同学
带着对父亲深深的爱很有感情地朗读，竟
然还有同学在窃笑！ 我不知道在窃笑什
么，在笑不应该爱自己的父亲吗？ 窃笑的

同学， 你们的父亲没有如此关心过你们
吗？老师希望大家能用庄重的态度认真倾
听别人的朗读，认真感受父亲对子女真挚
的爱！ ”呵斥完之后，朗读继续，但直到下
课，教室里的气氛都很凝重，学生也不敢
轻易举手发言了。

同样 ， 年长的教师也敏锐地捕捉
到了学生的窃笑 ，他同样眉头一皱 ，却
没有打断学生的朗读 。 学生读完后 ，教
师并没有让朗读的学生坐下 ， 而是称
赞他说 ：“你读得真好 ！ 让我们一起为
你鼓掌 。 ”接着 ，他又说 ：“你读得那么
富有感情 ， 说明你对父爱有着深刻的
体会 ，能说说你的体会吗 ？ ”学生说完
后 ，教师又请一个窃笑的学生站起来 ：
“刚才听这个同学朗读时 ，老师感觉你
在偷偷微笑 ，你是赞赏他的朗读 ，还是

对父 爱 有 着 不 一 样 的 感 受 ？ 能 说 说
吗 ？ ”这时 ，窃笑的学生已经面露惭愧
之色 ， 在给大家讲述自己父亲如何关
爱自己的时候 ，不知不觉地语气哽咽 ，
以至泪光莹莹了 。 教师接着又启发他 ：
“既然你对自己的父亲也有如此深厚
的感情 ，那你认为该如何朗读呢 ？ 你能
给大家读读吗 ？ ” 这个学生再读的时
候 ，感情特别真挚 ，教室里也不再有学
生的窃笑了 。 此后 ，学生更愿意站起来
向大家倾吐父亲对自己的关爱之情 ，
与大家共同分享对父爱的感受 ， 教室
里弥漫着一股暖暖的父爱之情 。

同样的课，同样的意外，却呈现出不
同的课堂效果。 这两节课让我看到，一个
好教师善于进行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
善于引导学生进行情感体验。 《背影》一

文中， 朱自清的情感经历是现在学生没
有体验过的，离他们的生活太遥远，所以
有些学生会窃笑。 老教师没有呵斥学生，
而是自然地利用了这个契机， 请朗读和
窃笑的学生分别谈体会， 让两种情感面
对面碰撞，激发学生思考如何朗读，如何
倾听，如何从文本中感受情感。 从“窃笑”
到“惭愧”，再到“泪光莹莹”，这对学生来
讲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体验过程， 也是一
个难得的情感经历。

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行为， 一个呵
斥、一个引导，带来不同的课堂效果。 所
以，教师要抓住每一个教育契机，引导学
生纠错矫正，进行健康的、积极的情感体
验，在融洽的师生关系中，促进学生完成
知识生成、情感体验。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固镇县民族中学）

学生窃笑之后
□王 锋

征 稿

许多学生觉得数学课没意思。 因此，
要想更好地吸引学生， 有效提问是一个
可行的方法。 从问题形式方面来分，提问
可以分为猜想性问题、开放性问题、对话
式问题等；从提问的效果来分，提问又可
以分为低效性提问、适度性提问、明确性
提问。 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根据学生情
况，提出一些有吸引力、有价值的问题，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激发兴趣的猜想性问题

猜想性问题的答案是学生自己猜
测、推算出来的，需要证明后才能判定。
传统课堂中， 许多教师照本宣科地进行
教学，这样的课堂缺少趣味、缺少激情，
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 课堂难以激
发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兴趣。 因此，教师可
以提出一些猜想性问题， 让学生积极参
与、讨论，产生探究问题的欲望，从而激
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下面是特级教师张齐华执教 《平均
数》一课的教学片断———

师：前三次投篮已经结束，怎么样，
想不想看看我每一次的投篮情况？

（教师呈现前三次投篮成绩：4 个、6
个、5 个）

师：猜猜看，同学们看到我前三次的
投篮成绩，可能会怎么想呢？

生 1：他们可能会想 ，完了 ，张老师
肯定输了。

师：从哪儿看出来的？
生 1：你们看前三次，张老师平均 1

分钟投中 5 个，与李老师并列。 尽管张老
师还有一次投篮的机会， 但是我认为，最
后一次他肯定没有李老师投得多。

生 2：前面两个老师投得一样多，但
张老师如果最后一次投篮发挥失常，一
个都没投中，或者只投中一两个，张老师
可能就输了。

生 3：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万一张

老师最后一次发挥超常，投中 10 个或者
更多，那岂不是赢定了？

师：情况究竟会怎么样呢？ 还是让我
们赶紧看看第四次投篮的成绩吧。

（教师出示第四次投篮成绩：1 个）
师：看结果，你们认为张老师最终是

赢了还是输了？
生：输了。 因为您最后一次只投中 1

个，也太少了。
师：不计算，你能大概估计一下，张

老师四次投篮的平均成绩可能是多少？
生：大约是 4 个。
课堂上，教师在呈现前三次投篮成

绩后， 让学生根据他前三次的成绩，猜
一猜比赛最后的结果。 有的学生认为一
定输了， 因为只剩下最后的机会了，有
可能把握不好 、发挥失常 ；也有的学生
认为会赢 ， 因为最后一次可能发挥超
常。 这种做法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充分调动了课堂气氛。 整个教学
过程 ，教师都是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
引入课堂学习内容，让学生不仅感悟到
平均数的意义，还了解到平均数在现实
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激活课堂的开放性问题

开放性问题是指思路较为广阔，答
案不唯一、不封闭的问题。 在教学中，当
学生掌握了基本知识， 也获得了一些解
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之后， 教师就可以插
入一些开放性问题， 或者对课堂中某些
问题进行适当延伸和拓展， 让学生深入
理解课堂学习的难点。 同样 ，当学生提
出开放性问题时，教师先要用赞赏的目
光注视他们，肯定他们这种敢于挑战自
己的勇气 ，然后再启发 、引导他们解决
问题 。 因此 ，教师适当地提出一些开放
性问题，不仅会让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
让学生充分体验探究知识的乐趣， 还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开放式问

题的推动下 ，学生会积极思考 、勇于讨
论 ，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逐渐感悟数
学学习的乐趣。

例如，在教《角》一课时，我先给出一
组图形，请学生找出这组图形中的直角。
在学生汇报后，我发现圆中没有直角，其
他图形都有直角，就提出“谁能用圆制造
一个直角” 这个问题， 让学生动手做一
做。 接下来， 学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圆
片，通过折、画等方法制造直角，情绪高
涨。 这种让学生动手实践、从多个角度思
考问题的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活跃课堂的对话式问题

对话式问题， 就是教师通过提问与
追问，不断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思维
向更深层次发展。 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
对话的方式， 通过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和
讨论，引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更好地接
受知识、掌握知识。

特级教师华应龙在教 《百分数的意
义和写法 》 一课时 ， 是这样组织教学
的———

师：同学们，喜欢踢足球吗？
生：喜欢。
（教师播放足球比赛录像片段）
师：去年，我国足球史上发生过一件

大事，我想你们肯定知道了。
生：中国男子足球队冲出亚洲、走向

世界！
师：对！假如你是国家队主教练，在今

年的比赛中，中国队获得一个宝贵的罚点
球机会，你会安排哪个球员来主罚？

生 1：郝海东。
生 2：祁宏。
生 3：范志毅。
师：说说你们的理由？
生 1：郝海东在十强赛中进球最多。
生 2：祁宏的脚法最好。

生 3：范志毅是三朝元老，心理素质
最稳定。

师：三位都言之有理，但也都是主观
判断。 有没有更客观的方法呢？

生：我想，应该比较一下队员平时罚
点球的成绩。

（教师出示罚点球成绩表格）
师：看了这张表格，你们认为谁去主

罚最好？ 为什么？
生 1：我觉得应该让范志毅主罚，因

为他罚球最稳、最准。
生 2：我觉得谁失球最少，就该让谁

主罚，所以我认为安排范志毅主罚最好。
师 ： 有道理 。 郝海东的失球数是

25-22=3， 范志毅的失球数是 20-18=2，
祁宏的失球数是 50-43=7。 这样看来，应
该让范志毅主罚，同意这一理由的请举手。

（大多数学生都举手了）
师：按照这样的说法，如果我罚了 1

个点球，可踢飞了，我的失球数是 1-0=
1，那这个点球应该我主罚，行不行？

（学生大笑）
师：再想一想，应该怎样确定主罚队

员？ 可以相互讨论一下。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采用对话的形

式，层层深入，让学生既理解了百分数的
意义，又明白了数学来源于生活的道理。
课堂上，教师循循善诱，学生对答自如，
教师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让学
生充分思考后再进行回答， 逐渐将百分
数引入到学习中来。 此外，教师还将对学
生极具吸引力的足球与数学学习巧妙结
合，引领他们进入数学王国，发现数学的
美丽和神奇。

课堂上 ，教师不仅要学会 “答 ”，更
要学会 “问 ”、善于 “问 ”，积极提出一些
有创造性的问题 ，营造快乐 、活泼的课
堂情境， 让学生把握回答问题的机会，
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让学生体验成
功的喜悦。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市丁堰小学）

三类问题问出课堂深度
□包逢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