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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宽容，是一种人生境界
 ■ 李凤君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一古老哲学命题告诫我们：金子没有十足
之赤，人也没有十全十美。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
没有缺点，适度地宽容他人的不足之处，不仅会深刻地影响别人，更体
现着自己做人处事的大格局。

教师是育人之人，首先要有宽容学生不足之处的心胸和气度。当我们
对一个学生并非故意所犯的错误忽略或宽容后，他（她）会一辈子感恩
你这个曾高抬贵手的老师。这种宽容，是对教育对象心灵的呵护和人格
的尊重。在学生难以领会和掌握我们认为简单的问题时，请少些责怪与
抱怨。我们不妨新重审视一下当年自己的小升初试题、中考试题或高考
试题，也许我们当初的认知水平还难以和被经常责怪的学生相比。

回想 30 年前，笔者初为人师曾惩罚过几个搞恶作剧的学生，让他们
在雪地里站了两节课，耽误了上课也伤了他们的自尊。后来才了解到，
当年学生口头上虽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心里还是有些怨气的。30 年
后仍有当事学生因被罚“耿耿于怀”，也成了留存笔者心中多年的一块
心病。反思此事，确实感到不应对当事学生“一刀切”的予以罚站。“脸
皮”相对较薄的学生不可轻易惩罚，适度宽容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更
好教育效果。

教师是符合“教师专业标准”的具备多纬度专业技能的人员，都有自
己的长处，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对琐事不计较，对同事多体谅，
教师的宽容就会为自己的工作创造和谐的氛围和良好的环境。教师要“具
有终身学习与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做终身学习的典范”，学会宽容
就不会自恃清高，就不会以己之长比别人之短。当我们教师团队的每个
人都能宽容同事的不足之处，就会找到自己的“比较劣势”并暂存自己
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自己专业技能的更好发展和提升。宽容能化
解是非，宽容会驱赶抱怨！

宽容是一份真情，宽容彰显豁达和大度。刘邦说，若论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若论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
我不如萧何；若论挥师百万，战必胜，攻必取，我更不如韩信。此三人
皆为人中之龙，是真才实学的人中之杰。多看别人的长处，就不会计较
别人的不足，就是宽容别人的不足。而和刘邦争天下的项羽则刚愎自用，
看到的只是自己的长处，痛失了许多良将，何以得天下！

宽容不是无底线的纵容，更不是没原则的忍让。学会宽容，既能塑造
人的智慧人格，又能点亮人的智慧人生；宽容所彰显的人性意蕴足以印
证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

草感地恩，方得其郁葱；花感雨露，方得其艳丽；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

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这也是宽容别人不足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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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近期成为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新

热点，华东师大陈玉琨教授指出：在信息化

和大数据的时代，翻转课堂、微课和在线慕

课将是潮流和方向。而我们一线老师对翻转

课堂、慕课、微课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有不

少误解和困惑。主要有两个，一是课前微视

频怎么做，是制作整节课的内容，还是一个

知识点或一个环节。二是课堂的教学环节怎

么设计，课前让学生课前自学了微视频，学

生都看过了、学过了，还按照传统的课堂教

学模式，带着学生再学一遍、炒冷饭，这样

的翻转课堂价值不大。笔者学习了华东师大

陈玉琨教授和田爱丽博士合著的《慕课与翻

转课堂导论》一书后，对翻转课堂有了更深

入的理解，并积极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进行翻

转课堂的教学尝试。

一、对翻转课堂的理解

（一）“微视频 + 翻转课堂”模式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翻转课堂

陈玉琨教授在他的《慕课与翻转课程导

论》一书中指出：服务于中国基础教育的慕

课是一大创举，将慕课、微课与翻转课堂结

合在一起是最大的特色。陈教授倡导的基础

教育“慕课”一开始就以中小学课程内容和

课程标准为基础，进行顶层设计，提出了“基

于系统设计的碎片化学习方式”的理念，慕

课、微课一开始就与翻转课堂的理念联系在

一起。而且，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其成功的

教学理论基础，那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先学

后教”的教学模式，只不过是把原来的学生

自学单、导学案用了更为先进的网络化、数

字化的教学微视频，把自学环节从课内搬到

了课前，这样的教学理念应该能被大家所接

受。

（二）“微视频 +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的优势

“微视频 + 翻转课堂”比起传统课堂有

两大优势，首先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信

息化时代，知识、技术更替特别快，必须培

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而课前的用微视频

让学生先自学，正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机

会。长期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必定能

得到有效提高。其次是在课堂上老师有更多

的时间进行探索、交流、发现，更有效的进

行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在翻转课堂的教学

模式下，基本知识的教学通过课前的微视频

自学来完成，课堂开始阶段对知识做梳理讨

论、点拨答疑，这样新授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有更多的时间地让学生思考练习、探究交流，

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实践能力和创

新意识。

（三）“微视频 + 翻转课堂”可以和传

统课堂教学模式相容共存

翻转课堂的理念和新课标的理念是一致

的，都重视学生的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

价值观融为一体的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

养。而现在翻转课堂现在还处在探索阶段，

优质的慕课资源还不够丰富，大数据分析也

还没有普及。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

必须要翻转才能教学，我们可以把翻转课堂

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

优势，给学生的发展带来更多的益处。

二、数学课堂中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的探索

正是在以上理念和认识的指导下，我积

极尝试翻转课堂的教学，探索数学翻转课堂

的教学模式，通过一个学期的实践与研究，

我初步总结出数学翻转课堂的五环节教学模

式。下面将结合苏教版五年级下册的《分数

的意义》一课谈谈数学翻转课堂的五环节教

学模式的运用。

（一）第一环节——自学微视频，初步

感知

翻转课堂的核心理念是先学后教，所以

制作教学微视频，让学生自学微视频是翻

转课堂的第一步。和课堂教学录像不同，翻

转课堂的微视频制作不要出现教师和课堂场

景，只要用录屏软件或视频拍摄软件结合

PPT 等教学课件，录制老师的声音和教学内

容。微视频中只要把一节课的新知部分的来

龙去脉讲清楚，练习、巩固、深化留在课堂

中进行。根据视觉驻留规律和小学生的认知

特点，微视频一般在 5-7 分钟，最长不超过

10 分钟。

比如，我在教学《分数的意义》时，自

己用录屏软件 Camtasia Studio 录屏软件录

制了一个 7分钟的微视频，重点通过例 1中

的月饼、长方形、一米线段、6 个圆片的整

体的图，向学生展示从具体情境抽象概括出

分数含义的过程。让学生通过自学视频初步

理解单位“1”，分数的意义和分数单位。

当然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我在录制

视频时还特别注意加入这样的话，“你能有

一句话完整的说说         表示的含义么？按

暂停，自己试试看！” “       在这里表示什

么意思呢？按暂停，自己想一想！”，让学

生在自学时也有自主思考的空间。     

实践证明，学生对用微视频进行自学很

感兴趣，因为没有听清楚的环节可以重新再

看一遍，难理解的地方可以自己暂停，想明

白往下学。没有教师督促的压力，也没有外

部的干扰，学习的速度和程度完全由自己掌

控，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是传统课堂教学做不

到的。 

（二）第二环节——回顾梳理，
加深理解

微视频自学通常只是一个知识片段，是

碎片化的。而且小学生的自学能力相对较弱，

理解往往也不深入，甚至会有错误，学习之

后还会产生新的疑问，这些是不容质疑的事

实存在。所以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开始环节就

应该回顾梳理，引导学生讨论，帮助学生加

深理解所学知识，形成知识体系。由于有了

例谈小学数学“翻转课堂”的思考与实践
——以《分数的意义》教学为例

 ■ 蔡杰   

【摘要】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大数据时代的潮流和趋势，笔者在学习了有关翻转课堂的
论著后，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了小学数学课堂翻转教学的教学模式。通过课前自学
微视频、初步感知，课堂上回顾梳理、加深理解——练习巩固、形成技能——深化拓展、
发展思维——合作探究、培养创新”五个教学环节的设计达成翻转课堂教学，实现课堂
从“知识本位”向 “综合素质本位”转变。
【关键词】小学数学  翻转课堂  思考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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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自学，翻转课堂的开始环节也和教学环

节和传统课堂又有很大的不同，翻转课堂的

导入往往是开门见山的，老师可以从这样的

谈话引入，“课前你看了视频学会了么？还

有什么疑问么？老师要考考你了，对于这个

知识你是怎么理解的？你能再回忆一些视频

里的思路么？”由于学生有了课前的预习，

学生对提问有了信心，看似简单的谈话同样

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表现欲，让学生跃跃

越试。

在《分数的意义》这节课的“回顾梳理”

环节，我这样设计：

1．导入谈话。师述：同学们，课前大

家通过自学微视频，你学会了什么？（学生

会根据自学微视频回答什么叫做分数、分数

单位、单位“1”等等）你还有哪些疑问？

让学生充分反馈回答，了解学生自学情况。

2．回顾分数意义概括的过程，加深理解。

（1）师述：很好，同学们通过自学已

经知道了很多有关分数的知识。分数的含义

大家都理解了么，谁能回顾一下视频中的例

题，说说分数意义是怎么概括出来的？

课件再次出示例 1 中的月饼、长方形、

一米线段、6 个圆片的整体的图，让学生结

合实例说说例题中的分数是把什么看作单位

“1”、平均分成几份、表示其中的一份或

几份。通过引导学生回顾，让学生进一步理

解分数的意义。

（2）提问：什么叫分数单位？引导学

生说出，把单位“1”平均分成若干份，表

示其中 1 份的分数叫作分数单位。结合例 1

中的四个分数
1
4 、 5

8 、 3
5 、 1

3 ，让学

生说说几个分数的分数单位，每个分数有几

个分数单位组成。

带着学生回顾、讨论的过程，不是简单

的把新知重复一遍，而是变换角度、变化角

色，让学生做主角，让学生自己说，相互讨

论、补充，教师隐身在后，只是易错之处、

关键之处进行引导、点拨、提炼。而且对自

学有困难的学生来说这个环节也是再次学习

的过程，这样保证了全体学生都能掌握新知。

（三）第三环节——练习巩固，形成技

能

通过回顾梳理，新授环节的时间就大大

缩短了，学生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进行更高

质量的学习活动。理解新知后，要有一定量

的针对练习，在练习中进一步巩固知识，才

能有效地形成技能。

比如在教学《分数的意义》中，在回顾

梳理了单位“1”、分数的意义、分数单位

的概念后，我设计了以下三个层次的巩固练

习，巩固对新知的掌握。

1．用分数表示各图中的涂色部分，说

说把什么看作单位“1”，结合图说说分数

表示的含义；再说说每个分数的分数单位，

以及有几个这样的分数单位。

让学生先独立完成，然后再集体交流。

通过交流让学生理解分数的意义。

2．填空。

  
7
9
是（ ）个

1
9
  4 个

1
5
是        

3
8

是 3 个        ， 学 生 先 在 作 业 纸 上 独 立

完成，再集体交流。通过练习让学生熟悉分

数单位和分数的组成。

3．读出下面的分数，说说每个分数的

含义，再说说各分数的分数单位。

  

          

（四）第四环节——深化拓展，发展思

维

当学生掌握了基本知识和技能后，课堂

上可以适当对知识进行拓展加深，组织探究

性学习，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数学素养。

这样安排可以满足学有余力的学生进一步探

索新知的欲望。在翻转课堂上，老师有更多

的时间回答学生的问题，参与到学习小组，

对每个学生的学习进行个别指导，全面提升

了课堂的互动。

比如《分数的意义》中深化拓展环节我

设计了两个层次的练习。

1．联系生活说分数。提问：刚才我们

通过回顾和练习，已经知道分数的含义，现

在你能联系生活中具体的例子说出一个分数

么？

通过集体交流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分数的

含义，培养数学表达能力。

2．说出下面句子中分数表示的含义。

课件出示 4个句子，比如，（1）

五年级一班学生中，会打乒乓球的占      。

（2） 地 球 表 面 有    被 海 洋 覆

盖。先让学生在学习小组 内交流，然

后逐题进行集体交流。交流时先说说把什么

看作单位“1”，再说分数的含义。

通过多种形式的说的练习加深学生对分

数意义的理解和思维能力的训练。

（五）第五环节——合作探究，培养创

新

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对于学生学习和发

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传统课堂上因

为老师的讲解新授需要占用相当多的时间，

学生的巩固练习也在课内完成，探究的过程

往往以“时间不允许”而被搁置。在翻转课

堂中，新授环节节约了时间，就保证了合作

探究、培养创新的环节得以落实，教师可以

充分组织探究活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可

以充分交流研讨，充分发言展示。

在《分数的意义》这节课的这一环节我

设计了 3个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和创新精神。

1．分一分、画一画，在每个图中涂色

表示
2
3 。

让学生先动手练习，涂色表示
2
3 ，然

后集体交流讨论：为什么都是表示
2
3

每个图里桃子涂色的个数不一样？让学生理

解表示单位“1”的桃子的个数不一样，所

以表示两份的个数也不同。通过涂色和交流

让学生意会到分数可以表示部分与整体的倍

比关系。

2．在数轴上表示分数。

让学生先表示出数轴上的点表示的分

数，再进行交流。一般学生容易想到的分数

是
1
6 、

2
6 、

3
6 、

5
6 。然后让学生讨论

有没有学生用其他不同分数来表示的？引导

学生发现如果把 2 小段看作 1 份，
2
6 可以

用
1
3 来表示，如果把 3小段看作 1 份，

3
6 可以用

1
2 来表示。通过这样的练习

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

能力，培养创造性。

3．如图，右面正方形被平均分成了9格，

想办法涂色表示出 ？

为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启发学生思考，老师提问：

正方形被平均分成了 9 个小

(      )
(      )

(      )
(      )

4      7         4           7
7      8        11          20

5
9

  7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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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形，但 9个小正方形不能平均 6份，怎

么办？让学生在学习小组内探究交流。学生

通过思考操作会发现，可以

把小正方形，再平均分成两

份，这样就变成 18 个同样大

的小长方形，这样就可以平

均分成 6份，每份是 3个小长方形，只要涂

个小长方形就可以表示出
1
6 。这是一个开

放题，学生可能还可以有其他办法，把正方

形平均分成 36 个小正方形平，均分成 6份，

每份是 6个小正方形，只要涂 6个小正方形

就表示
1
6 ，都是可以的。

总之，翻转课堂是运用先学后教的教学

理念，课前学生通过微视频自学了基本知识，

听力是外语学习的重要技能之一，是外

语学习的基础。听力训练在以交际为目的的

英语教学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英

语学习的五种途径——听、说、读、写、译中，

“听”是获得语言信息及语言感受的最主要

的途径，“听”是放在第一位的。英国专家

里弗斯（Rivers）在《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一书中明确

指出，在一般的成人交流活动中，听占整个

言语交际的活动量的 45%、说占 30%、读占

16%、写占 9%，听力在英语学习中重要性可

见一斑。

随着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英语在对外

交流活动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对听力方面的

雅思听力的情境模式训练对

初中英语教学的影响

 ■ 国际二部 王婷婷

【摘要】英语听力在初中英语教学和考试中呈现出了越来越重要的态势，但是缺乏良好系
统的听力训练以及适宜的听力材料却成为了阻碍初中生听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本文在研究
初中英语听力的特点，雅思听力材料的内容，以及二者在初中英语教学契合度的基础上，
力求创设雅思听力中的情境模式以提升学生听力的实用性，为初中英语听力教学提供助力。
【关键词】雅思听力  初中英语  情境模式

老师的新课讲解的时间缩短了，学生自主学

习的时间更多了。数学翻转课堂通过课前自

学——回顾梳理——练习巩固——深化拓

展——合作探究”五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培

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实现个性化的学习，让

学生有更多的探索、交流、表达，更好的实

现数学新课标的教学理念，让学生的知识、

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慕课与翻转课堂导论》,陈玉琨、田爱丽合著

2．2011 版《小学数学课程标准》

要求标准也越来越高。在“新课程标准”里

已对各阶段的听能提出了详尽、具体的要求，

各套新教材也将听力训练纳入其结构体系之

中。新《大纲》对考试、考查也有明确的规

定：“考试、考查内容应单项和综合相结合，

注意考查学生的交际结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

力。考试、考查既要有笔试，又要有口试和

听力测试。”目前，在各地的中考试题中，

听力部分占 20%，且有增大比例的趋势，对

英语考生的英语听力能力水平的要求将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加强学生听力训练，提

高学生英语听力理解水平，已逐步受到广大

初中英语教师的重视。

一、 初中英语听力的特点

当前初中的英语教学中，听力作为中考

必考内容，所占分值为 20 分。基本以选择

题为主。听力内容多为对话或短文。

1. 听力重视程度不高

初中英语的教学课堂中，比较常见的授

课分配是语法和词汇的授课占据比例较高，

而听力由于需要适当的听力材料，播放听力

的媒介以及听力在中考中所占的比例，致使

学生和教师对听力的重视度都不够，授课比

例较低。听力的练习也多放于考试之前的冲

刺或是课后学生自己做。[1]

2. 方法和材料都较为单一

听力的题型较为单一，全部的选择题也

使 教 师

会 将 重

点 放 在

如 何 判

断 正 确

答 案，

提 升 听

力技巧上。而听力材料的选择往往也是跟考

试相同的题型，有一定的缺陷，如选择的听

力材料中很多中文老师朗读与标准英语还有

一定差距，过多的机械重复知识而忽视实际

的运用，脱离实际语言运用的环境，为考试

而练习等等。

3. 学生参与性不足

学生往往容易参与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而听力的题型与授课模式——听材料，核对

答案，都将使学生产生倦怠。对目前初中英

语听力的调查来看当下大都数英语听力的难

点突出集中于语音辨别不敏感，语感不强，

背景不熟悉，抓不住主要内容及细节，俗语

不熟悉等。听力往往又需要学生精神的高度

集中，错失机会就会对后来的听力内容丧失

信心。因此如何能增强学生的参与度往往对

初中英语教学是一个挑战。

二 、雅思听力的情境模式

情境模式即利用直观的形象或是创设与

现实情境类似的场景，从而激发学生的联想，

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让学生产生身临

其境的感觉 [2]。

1. 雅思听力的内容

雅思听力材料分四个部分，一二部分是

survival situation，即日常生活中的场景，

分别为非学术型对话和非学术型独白。三四

部分是 academic situation，即有关学术

类的场景，分别为学术性对话和学术性独白。

但是这四个部分都是按照情境模式设定的听

力内容，难度逐渐递增。由于第三和第四部

分的学术场景会涉及到论文写作，选课，与

导师谈论作业，课堂展示，调查实践等高中

大学生常见的校园环境下的用语，有较多专

业词汇的出现，在难度方面略高，对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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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来说可以选择性去听。但是第一和第

二部分无论从难度还是实用性，对初中生都

是不错的听力材料的选择。

雅思听力的第一部分通常会创设生活中

常见的情境，如租房，开账户，买东西，旅

行，咨询，开派对，保险等基本生活用语的

话题。这些话题都选自日常生活场景，往往

贴近学生生活。同时说话人会掺杂着不同国

家的各种口音，也会模拟日常生活的一些真

实原因，如噪音，吵闹声，电话铃声等。通

过练习，可以帮助学生适应各种口音，解决

听力中语音上的困难。而第二部分的文化听

力又包罗万象，能让学生们体验到国外原汁

原味的风土人情，如传统节日，特色旅游，

社交生活，慈善事业等。

这两个部分难度较小，又涵盖了大量生

活中的真实场景，通过这样的听力练习，并

在练习的同时积累各个场景的词汇，可以帮

助学生提高在真实生活中各种场景的听力技

能。 

2. 雅思听力的题型

相对于中考听力的全篇选择题，雅思听

力的题型会丰富许多。选择题作为八大题

型的一种，并不算主要题型。雅思听力考

试中常见的题型有以下几种：A. 填表或填

空题（Form Filling or Gap Filling）；

B. 简 答 题（Short-answer Question）；

C. 判断题（True or False）；D. 完成句

子 题（Sentence 

Completion）和摘

要填空题（Summary 

o r  N o t e s 

Completion）；

E . 选 择 题

（ M u l t i p l e 

Choice）。

多题型的听力测试能最全面的检测学生

对于听力材料的把控，其中最常见的填空题，

不仅需要学生理解听力材料的内容，更需要

学生去书写单词或短语，在锻炼听力的同时

也加强了学生对日常单词的拼写能力，要求

更高更全面。

三 、情境模式融入初中英语听力
教学的方法

1. 整合场景。

雅思听力的场景设置非常丰富，在教学

中，教师可以提前整合场景，将相似的场景

放在一起进行听力的比较训练，使学生在一

段特定的时期了解某一个场景的常用表达及

相关词汇。如租房场景，可能会包括租客与

房东的对话，租客与中介公司的对话或是租

客与后勤维修服务的对话。场景的整合可以

让学生对生活中各种真实场景的英语表达印

象深刻，听力学习更有条理。

2. 合理预测

在听力开始前，做好必要的预热工作。

由于雅思听力考试的每一部分要求都有差

异，形式多样，因此引领学生利用有限的时

间快速浏览题目，做好合理的预测是尤为关

键的。这样学生可以有重点的去听关键词汇

和内容。以剑桥雅思听力真题中一篇找工作

的听力材料为例：

JOB ENQUIRY

Type of work:1__________

Number of hours per week:12 hours

Would need work permit

Work in the:2__________branch

Nearest bus stop: next to 3__________

Pay:4 ￡__________an hour

教师在预热时要引领学生读题并准确理

解问题的意思，在脑海中勾画出听力内容可

能会出现的情境，并标注关键词。如本篇听

力的前 4题：第一题为工作类型（what），

学生应着眼于日常可能出现的工作单词，

并且确定词性为名词；第二题为工作地点

（where），重点应放在可能出现的街道及

门牌等地址类单词；第三题为临近地（what），

引导学生要将听力重点放在所有的地标建

筑，如医院，大楼，图书馆等；第四题中要

填收入（How much），此时要提醒学生注意

倾听听力材料中出现的数字并速记。当学生

们通过反复的训练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标注关

键词并做出自己的预测，在接下来的听力内

容中有侧重点的去听，最终捕获到所需信息

时，学生的积极性将被极大的激发，兴趣也

会被调动，听力的预测效果就达到了。

3. 创设情境

在学生熟悉场景，完成题目后，可将听

力的场景资料重复播放，进一步精听，并为

学生重设场景，让学生仿照真实情境，进行

模仿对话练习，将英语口语与听力结合，激

发学生兴趣，巩固所听内容。

事实上，课堂上听力练习的目标就在于

学生能够成功的应对真实生活中的听力场

景，这也是源自真实生活的口语材料作为听

力材料被广泛认可的原因。而雅思听力材料

在初中英语课堂上的使用符合英语听力教学

的目的，并且能够帮助学生解决诸多听力困

难。如果利用得当，雅思听力情境模式训练

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对听力的兴趣，更能提升

学生的语感，真正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能力。

参考文献：

[1] 张世平 . 初中英语听力教学 [J]. 教育 : 文摘版，

2017，(4).

[2] 张冠伟 . 四步情景教学模式 [J]. 黑龙江教学学报，

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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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很多中学生的行为超出我们的想

象，攻击老师，殴打同学，混迹社会，游戏

人生……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常常与主流背道

而驰，自私自利，狭隘庸俗，固执自负，自

由散漫……我们不免思考，到底哪里出了问

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学校、家庭、社

会都有其责任，抛开这些不谈，我要问的是

我们能做什么？一个语文教师能给予中学生

怎样的帮助？

我想到了“君子”这个词语。试想，如

果我们的学生都是君子，都有君子风度，那

么还会对老师出言不逊，对同学大打出手，

游手好闲，浑浑噩噩吗？还会唯我独尊，娱

乐至上，随波逐流，崇洋媚外吗？

什么是“君子”？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很

多表述。本指地位崇高的“君王之子”，后

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周易·乾》：“君

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

君子应该整日自强不息 , 夜晚小心谨慎就

好像如临危境，不能稍懈 , 这样就没有灾

难了。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天的

运动很刚强劲健，君子应像天一样坚强刚毅；

大地气势厚实，人应像大地一样宽厚仁爱，

包容万物。因而，早先的“君子”的道德含

义主要指修养生性，积极进取，仁爱宽厚。

经过历代的发展，“君子”被赋予了更

多的意义，人们称之为“君子风度”。归纳

起来，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知仁，即道德

高尚，仁爱宽厚；二是明礼，即胸怀宽广，

尊重他人；三是尚义，即明辨是非，追求正

义。四是怀志，即志向宏阔，勇于担当。“君

子风度”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遗产，在

当今时代仍有其积极而广泛的意义，如果我

们能洞悉其内涵，指导学生践行，那么校园

就会得到净化，违法侵权现象就会得到遏制。

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为新时代的中国培养心

灵健康、遵纪守法的公民，创建和谐美好的

社会环境。

如今，提升高中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呼声

越来越高，作为语文教师更有责任帮助学生

“提高道德修养，增强文化自信”，“树立

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增强为民族振兴而努

力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努力培养新时

代的“君子”，树立新时代的“君子风度”。

语文课堂不再仅仅是知识课堂，也应是人文

课堂、情感课堂、道德课堂。我们不难发现，

教材是很好的工具，课堂是很好的平台，如

果积极充分地利用，会对学生的道德修养、

人格培养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些语文教师认为，如果高考出不来成

绩，你所谓的教学就是失败的。所以这一类

教师更注重语文知识的教学，以为学生只要

记住了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只要牢牢掌握

了答题技巧、答题思路，甚至写作方法，就

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固然，我们提倡培养学

生的君子风度，并不排斥学习语文知识，但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一个学生有了文明的修

养、高尚的情操、正确的价值观时，不管是

阅读还是写作，他的眼光和见识，他的思想

成熟水平，肯定会高出一般学生，对考试会

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更何况，核心素养在高

考语文中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呈现，学生的人

格健全和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参与始终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所以君子风度的培养和语文知

识的学习并不矛盾。我认为一节语文课是更

重视语文知识，还是更重视思想内涵，主要

是看文本到底适合哪一方面。

因而，语文教师本人应该对此有深刻的

认识，然后才能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文本的道

德教育意义，从而培养学生的君子风度。  

培养学生的君子风度可以从颂扬正确的

人生价值观做起。高中课本中体现出许多“君

子风度”：笃厚怀仁、鞠躬尽瘁的周公旦，

谦逊宽厚、礼贤下士的魏无忌，伸张正义、

谈笑以死的颜佩韦，独立寒秋、意气激昂的

毛泽东……我们首先要让学生认识真善美，

然后才能使他们做到真善美。对于作品中的

光辉形象，我们要不遗余力地赞美，要结合

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生境遇带领学生走

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灵魂深处，让学生触摸

到他们的人格的温度，感受到他们真实的情

感。学生是纯洁的白纸，你在白纸上写下什

么字，这些字就会留下深深的痕迹。教师对

思想道德教育的任何轻视或忽视都会给学生

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每一位语文教师都要充

分认识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并在心灵深处

给予肯定，提升自身的人格修养、思想水平，

首先成为一个有君子风度的人，然后以自己

的一言一行影响学生。

培养学生的君子风度要以现实为基础，

注重时代性。课本中很多人物距离现今时间

久远，他们身上呈现的君子风度常常让学生

产生深深的距离感和陌生感，教师就有必要

通过一些有效的手段让学生正确认知其现实

价值意义，理性判断历史和现实的差异，正

确选择适合当今时代的方向和方法。例如对

荆轲刺秦的行为，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

展开讨论，荆轲是不是君子？他的行为目的

是什么？他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扬有什么历

史的和现实的价值？中学生如何正确向他学

习？学生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讨论之

后，不仅会理解人物的情感和行为，更会发

现历史故事的特殊背景，挖掘人物行为的历

史意义，从而得出更理性客观的评价，指导

自身的思想和行为。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

利用课堂让学生充分思考和讨论，在思想的

碰撞中收获人生的启示，这是一条有效途径。

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君子风度还需做

更多更深入的工作，简单的思考和讨论还只

能让学生停留在认知这一层面，我们需要的

是学生由外而内的改变，即需要有内化的过

程。所以，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对评价对象

进行更全面更客观的探究，例如做人物综述，

写人物评论，甚至根据人物故事，编写或演

绎课本剧等等。试想，当学生沉浸于屈原这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谈语文教师对学生风度的培养

 ■ 印月花

【摘要】当前，有关校园暴力事件的报道连篇累牍，在民办教育竞争激烈的形势下，如何
使民办教育精品化、特色化，本文从矫正校园风气的角度，论述了语文教师应有的作为，
提出培养学生的君子风度，使学生具有“温润如玉”的儒雅气质的几种方法。体现了语文
学科的人文特征，呼应了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
【关键词】君子风度  价值观  时代性  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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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时，面对历史的风云和国家命运的变

迁，再结合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他的内心

怎能不受触动呢？而这种触动所产生的影响

是深远的，它会指导一个人的一生。

 语文是开放的，君子风度的培养并不

能仅仅指望历史人物，现今社会的种种也都

可以引入语文教学的范畴，时代风云中的某

种现象，某个人物，都可以作为我们教育的

素材。我们教会了学生什么是君子风度，还

要教学生正确评判当今社会中的君子风度，

如何在现实中践行君子风度。例如，对网络

暴力应持什么态度，对刘国梁离任如何客观

评价，如果学生能以作文形式体现出正确的

价值观，那么我所说的君子风度的思想就已

经深入他的内心了，如果他能冷静理智地处

加拿大的著名儿童美育专家——鲍勃．

斯蒂尔教授在他的专著《童画路——绘画作

为语言》中说过：“儿童两岁开始便以绘画

表达他们的观感、想法、感情和幻想。我们

把绘画视为一种语言。”语言的本质是与别

人交流并且能够向别人传递信息。而绘画作

为语言就需要运用特有的绘画语言去表现和

传达。帮助学生发展适合学生自己的形象符

号，能够比较熟练的掌握和运用基本绘画语

言，正是美术学科所肩负的重要任务。尤其

是在这个被称之为“读图的时代”更多了一

种积极的意义。那怎样才能培养学生运用这

种有趣的绘画语言进行熟练又准确的表达

呢？

为此笔者在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学生中尝

试日记画的教学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浅 谈 如 何 通 过 日 记 画

培 养 学 生 的 绘 画 语 言

 ■ 小学 曹媛媛

【摘要】 绘画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如何引导和培养学生发展出自己的形象符号，掌握和运
用好这种特有的绘画语言，需要老师引导学生从生活中找到绘画题材，用语言启发表现出
细节，用象征性的形象符号进行描绘，用夸张地手法强调对事物的感受 。                     
【关键词】日记画    绘画语言

理这类事件，那么他就已经是一位君子了。

余秋雨说：“中华文化的终极成果，是

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

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君子风度，

它根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但不应止于传

统文化，而应成为新时代新人物的标尺，在

更广阔的领域获得更丰富的含义。如今，民

办教育风生水起，如何让民办教育具有特色，

我想培养学生的君子风度可成为其中的一个

重要方面。当全社会都在考量民办学校办学

质量和校园风气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足够的

底气和能力接受社会挑剔的目光。为此，让

我们的每一位学生成为温润如玉的谦谦君

子，让暴戾的风气远离民办学校校园，语文

教师应该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儿童日记画就是儿童把生活中发生的自己觉

得有趣味有意义、值得记的事情用画的形式

记下来，有时要加简短的文字，帮助理解画

面。因为绘画不可能记录事件的过程，必须

用图式一目了然的把看到的体验到的事物创

造性地表现。所以经常进行“日记画”的训

练对于培养学生的图示语言很有帮助。

一、引导学生从日常生活中寻找
绘画的题材。

日记画的题材都是儿童自己生活经历中

印象深刻的事情。只要有过情感的体验学生

在绘画时就容易有感而发，不会为头脑中形

象的匮乏而烦恼。可以说画日记画的过程就

是儿童心象自然流淌的过程，因此它是儿童

画中最真实，最富有生命力力，也是最具有

感染力的一种形式，对于培养绘画语言很有

帮助。如《我们的期末考试》（图 1）这张

日记画是在刚结束的期末考试后的下午画

的，小作者一气呵成表现了对他们班进行期

末考试时的印象。画面的左侧画了一扇门，

画面的上面画了一块黑板表现了室内的环

境，说明小作者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空间意识。

画面的主要位置画了四组课桌。七个小学生

神态生动各有特点，最前面左下角是小作者

自己，她正在全神贯注的答题，她的同桌则

是皱着眉头冥思苦想的表情，另外的几个同

学有的在检查试卷，有一个同学举起左手有

问题要问，有的同学还在偷偷的斜着眼睛看

同桌的卷子。监考老师背对着他们，穿着宽

松的衣服因为这位老师怀孕了。在这些主要

人物的左边还有一些画得很符号化的人，这

是班上其他的同学，因为那些人离得比较远

所以进行了简化处理。全画构图完整，人物

生动有趣富有童趣，画面中能看出小作者因

为紧张的考场气氛产生的小压力。

图 1  《 我们的期末考试 》   

图 2    《和妈妈去买菜》

二、用语言启发学生帮助他们画
出细节。

在画日记画时学生容易将一切事物简单

化，所以笔者注意不断地的用语言启发学生

去回忆和想象当时的细节。笔者发现如果在

绘画过程中始终注意用语言去启发学生能够

帮助他们创造性表现出更加生动的画面。

比如在创作日记画《和妈妈去买菜》

（图 2）时，小作者一开始只想到表现她自

己和妈妈以及两个卖菜的人以及菜摊上的几

种蔬菜。笔者用谈话的方式让小作者回忆起

当时在菜摊旁的其他人以及他们的动作，于

是小作者在自己和妈妈旁边加上了一个小宝

宝，那是摊主的孩子；还有一个孕妇和她的

丈夫，孕妇手里提着包，她的丈夫提着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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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正指着询问

菜的价格，两位年轻漂亮的阿姨买好了菜正

准备付钱。与此同时笔者还不断的提出问题

去启发小作者画得更细致和生动，比如问：

“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你妈妈穿着什么

样的鞋？两个阿姨是什么样的发型？你印象

中的孕妇装是什么样？摊主夫妇在干什么？

他们的动作是什么样的？菜摊上还有哪些蔬

菜？这种蔬菜的外形有什么特点？蔬菜是怎

么摆放的？整齐吗？”在运用语言的启发下，

小作者回忆出的细节越来越多，她的画面呈

现也越来越丰富而生动。为了让画面的层次

更多，笔者又引导小作者简单表现了远处的

菜摊。在日记画《参观陶艺展》（图 3）的

绘画过程中笔者同样不断用语言去启发学生

表现出了参观过程中老师和众多各具姿态的

学生，以及陶艺教室的陈列柜，几张摆放不

一用来展示的桌子，还画出了柜子内和桌上

摆放的陶艺作品。画《在理发店里》（图 4）

的小作者一边和笔者聊天一边表现了星期天

她和妈妈去理发店的经历。正中间是小作者，

她把自己的头发画成乱蓬蓬的感觉，因为她

觉得理发师给她剪的发型很糟糕，当时她很

生气还哭了。小作者的形象和左边的顾客的

形象都是从镜子里表现出来的，很有趣味性。

一位理发师

拿着梳子和

剪刀正准备

修剪头发，

还有一位正

在给顾客吹

头发。右边

的顾客头上

顶着满头发

卷正在烫头

发。小作者还画出了各种各样的理发工具、

放工具的架子等，充满细节的绘画把理发店

里特有的气氛烘托得很浓郁。

图 3  《 参观陶艺展 》

图 4  《 在理发店里 》                                 

三、引导学生用象征性的形象符
号进行描绘。

由于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他们在内

容描述时不可能用写实的手法去表现，因此

在日记画的绘画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使用

象征性的形象符号去进行内容的描述。如：

日记画《洗车》（图 5），表现小作者和爸

爸去洗车坊洗车的情景。近处一辆小汽车停

在中间，五个洗车的工人正在清洁汽车，稍

远的房子里一个象老板模样的人正在椅子上

休息。汽车上的水滴以及他们手里的水管、

刷子、水桶、抹布都具有典型性，使人一目

了然。再如日记画《在医院里》（图 6）小

作者表现的是自己生病后爸爸带她去医院检

查的情景。小作者躺在五官科患者接受检查

时用的椅子上，医生正在检查她的鼻腔，爸

爸站在椅子后面看着她。在画面的右上角画

了一扇打开的门，通过这扇门可以看到很多

的人在外面侯诊。小作者注意到医生的白大

褂以及白大褂上的标牌，在医生的一边还有

一个可以滑动的工作架，工作架分成好几层

分层放了很多医生使用的工具：药水、棉签、

给患者检查时使用的各种医疗工具……小作

者把这些物品形象都符号化，描绘出了医院

的气氛。

图 5《洗车》

图 6  《在医院里》                                 

四、引导学生在绘画中用夸张地
手法强调对事物的感受。

在学生绘画时笔者常鼓励他们要画出自

己的感受，并且引导他们强调这种感受。

如：用日记画记述的《芭蕾课》（图 7），

作者在画面的中间画了三个在把干前练芭蕾

基本功的小姑娘，右边有一个芭蕾舞老师，

在把干前的镜子里映出了这几个小姑娘的模

样。舞蹈老师正对着他们而且靠镜子很近，

为了画出老师投在镜子里的影子，小作者夸

张地在老师的外形外面多描了一圈。画面的

下方还画了三个头朝下的小女孩，这是站着

的小作者对躺在地板上进行练习的同伴们的

感受。再如日记画《在植物园春游》（图 8）

的小作者也用很多有趣的植物和看不到尾的

队伍强调了自己的感受。两幅画面中的形象

都简洁明了，夸张地表现出所论述的事件。

图 7   《芭蕾课 》

图 8   《在植物园春游》

五、引导学生用不同的画面形式
去表现

在绘制日记画时，有的绘画内容单幅画

面就可以表现，有的内容一幅画显得意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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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无法充分表达小作者的感受和体验。所以

笔者引导学生运用了连环画的形式来画日记

画。

    比如，《养鱼记 1》、《养鱼记 2》（图

9）和（图 10）的小作者运用连环画的方法

记录了自己和弟弟养鱼的故事。他们带着蚯

蚓去小河边钓鱼，很兴奋的把钓到的鱼养在

鱼缸里，但是因为他俩不会照料，鱼儿越来

越少了，他们很伤心。于是开始精心照料给

鱼儿加了很多水，希望它们可以好好的活着。

小作者还充满想象的给鱼儿加上了对白。在

（图 10）中她和弟弟带着鱼缸把鱼儿倒入

河水中，小鱼儿似乎不愿意离开他们，鱼儿

吹了个大泡泡把他俩装进去了，他们也可以

象小鱼一样在河水中自由的玩耍。到最后的

画面中才发现，原来这样富有想象力的情境

其实是她的梦境。小作者对小鱼的喜爱可见

一斑，在养鱼的过程中她的情感体验很丰富，

她甚至想象着小鱼的感受和心情，希望小鱼

也和他们的心情一样不愿意离开这里，这些

体验在多幅连续的画面中一一呈现。连环画

的形式让小作者充分传达和表现出自己的认

识和感受。

（图 9）  《养鱼记 1》 

（图 10）  《养鱼记 2》

笔者在辅导儿童画日记画的过程中，始

终坚持鼓励引导学生创造自己的绘画图像、

用富有个性化的绘画语言去表达。笔者没有

提供具体的形象范例，因为这样会破坏儿童

绘画中的真实自然和稚拙纯真，干扰学生的

绘画语言的形成。与此同时对于画面的构图

方法提出引导和要求。通过日记画的训练，

学生的绘画语言得到了不断的增强，绘画表

达逐渐熟练而准确。在没有训练过的同龄学

生中表现比较突出，因此画日记画不失为一

种培养学生的绘画语言的好方法。同时在绘

画日记画的过程中每天平凡的点点滴滴的描

绘激发了学生对平凡生活的热爱之情。

【引言】公共参与素养是公民主动有序

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治理，承担公共责

任，维护公共利益，践行公共精神的意愿和

能力。学生的公共参与素养并非自发自生，

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和情感素养。初中

政治由于其学科特殊性，对学生的个人见解

以及思维发展有着较高的要求和提，同时为

了避免一些学生对知识理解的片面和零散 ,

教师可以推荐采取小组合作交流的模式去学

习。小组合作学习把学生由传统教学中被动

的接受者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

这种教学情境中，学生之间优势互补，各尽

所能，主动参与的机会会大大提高，学习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学生内心学习的

渴望也容易被唤醒，从而提高学习效果。本

文结合日常课堂教学课例，旨在探讨在课堂

教学中如何基于公共参与意识培养谈政治课

堂合作模式，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

入手：

一、 了解合作意义，强化目标导
向。

小组合作学习是一种小组为学习单位，

发表及聆听他人见解的学习模式，这种学习

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学习模式

更具有灵活性和可辨性。初中的政治学习和

以往的稍低年级相比较虽未离开课本，却需

要更强的独立见解。小组合作交流模式的学

习对初中学习政治的学生来说是一种非常好

的学习方法，运用这种学习方法不仅可以提

高学生的政治成绩，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学会

与别人合作和分享，为未来打好一定基础。

例如在初中《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上册

第一课第一框《我与社会》的讲述过程中，

就可以通过学生们小组合作和交流讨论的方

式，让学生们根据互相介绍假期生活，了解

自己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认识社会，进而分析

感受社会生活对自身成长的意义。再如：利

基于“公共参与”意识培养

谈政治课堂合作模式构建

 ■ 初中部  张莹

【摘要】新修订的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聚焦学科核心素养，突出”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
而政治认同、理性精神和法治意识必须在公共参与的行动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实践。小组合
作教学是培养学生公众参与意识的重要环节，它突破传统学习模式，以灵活性强、思维拓
展面广和发展自我见解而被学生和老师广泛认可。面对当今教育教学新形势，基于学生政
治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我们应该使小组合作学习真正成为提高学生学习品质、提升课堂
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初中政治  小组合作  生态课堂  公共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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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组学习来进行试卷讲评，避免了传统意

义上教师口干舌燥的分析，而把试卷分析的

主动权完全交给学生。这样的一堂课或许就

是一次梳理、剖析、重新建构知识体系的“神

奇旅程”，学生经过单元检测，拿到试卷研

究教师的“对错判断”，结合小组学习，对

相关知识点进行温习，采用自荐与推荐相结

合的方式，让学生选自己有把握的试题进行

分析，最大的好处是调动了学生的学习自主

性，开发了学生的学习潜能，当其作为一个

小老师的角色站在讲堂上时，学生眼中的重

点才是真正的教学重点，学生在讲评过程中

暴露出来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通过一生

主讲，生生交流，教师加以补充、完善，学

生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学生的学习经验

不断累积，不仅具有“我要学”的精神，而

且拥有了“我能学”的力量，课堂真正成为

师生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分享

彼此思考的快乐旅程。

二 、开展实践活动，提高合作能
力。

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说

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

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

行之，明也。”新课标强调“三维目标”到

“核心素养”的整合，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

就是通过实践活动进行整合。学生在活动中

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辩证思维方

法，培养正确作出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提高交流、合作与表达的能力，养成社会观

察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切实

掌握公共参与的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们逐渐学会合作与分工，学会关注他人、尊

重个体的差异性，学会倾听与表达。例如在

帮助学生了解“我与社会”时，在教师的指

导下，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与调查，完成社

会关系调查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贴近生活，增强感悟，不断成长。

当然，有效的教学不能离开老师的指导，

而对于学生的指导首先是对合作技能的指

导，在实践中引导学生培养和锻炼合作能力，

在每一个合作学习中，在实践中成长。其次

是在合作学习出现困难时给予及时指导，在

初中思想政治课合作学习中，教师也是合作

者，应积极参与到合作学习中，不断帮助学

生提高合作学习的质量。

三 、重视合作形式，明晰课堂分
工。

师生之间的课堂交往活动，加强竞争与

合作生态课堂中的小组合作学习，教师还应

该为其提供充足的时间与空间，重视师生之

间的课堂交往活动。同时，合作交流学习虽

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可也并不是每章每

个问题都需要学生去交流讨论的，有一些问

题的答案形式化或者很简单，老师就不需要

让学生之间再进行讨论。如：通过学生们的

亲身经历，就可以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绚丽多

彩，无需过多讨论。

适当选材，才能发挥合作的最大效力。

教师必须为合作学习选准、选精学习内容，

以确保合作学习的实效性。在思想政治教学

课堂上，教师应为为学生选择合作材料。合

作必须建立在学生个体“需要”的基础之上。

只有学生经过独立思考，有了交流的需要，

开展合作学习才是有价值的。在教学实践中，

我们会看到一些性格内向、平时不愿回答问

题和差生都在积极的发言。同时还可以选取

值得争辩、探讨、质疑的问题。合作学习要

求教师关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善于运用发

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既敢于提出自己的

意见，也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尤其是在教

学中出现易产生认知冲突的内容、学生意见

不统一或有创新意见时实施合作学习，更能

加深他们对学习内容的深层、全面的理解和

感悟，表现出对合作学习的成功把握。当然，

还有一些是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的复杂问题。

许多探究与实践内容，单个的学生个体是无

法完成这样的学习任务，这就可以要求学生

进行合作学习。通过教师适当地选材，才能

有助于合作学习开展的有序进行， 才能真

正发挥合作学习的最大功效。

四、 注重学生兴趣激发，培养学
生换形讲解能力。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政治

科目，政治老师可以使用讲故事的形式来激

发学生的兴趣，挖掘课程资源，丰富公共参

与认知。在新课改不断推进的今天，课程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逐步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

重视。“没有课程资源，也就没有课程而言”。

思想政治课程的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凡能促

进课程内容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和学生生

活的紧密联系，有利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

一切可用教育资源都应是课程资源。教师要

留心观察，用心筛选，以政治的视角精心设

置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探究，为学生的公共

参与打下认知层面的基础。例如，在本课的

教学设计中，通过狼孩的故事的引入，并将

狼孩和今天的“宅男宅女”做比较，使学生

们体会到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体会到我

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我们不能脱离社

会而单独存在，我们人类不仅具备生物属性，

还具备社会属性，只有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才

能更好的成长。

当学生的兴趣提升之后，教师应该再用

成立兴趣学习小组的方式来维持学生的兴趣

度。以带动更多的学生去学习。兴趣是使人

成功的动力，合作学习的合理开展离不开兴

趣的培养，把学生好奇的心理变为求知欲望

和学习兴趣，激活学生思维，还学生以真正

的思维自由，激发合作欲望，促进合作达成。

一旦学生形成了合作兴趣，学生就会更加主

动地、更加积极地进行合作学习，才能真正

的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

五 、重视合作评价，力求客观多
元。

教育效果最重要的潜移默化，潜滋暗长，

它注重的是一种微妙的、有时是看不见的波

动，是一种流淌的状态。无疑，生态课堂中

的小组合作学习、评价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问

题。评价激励对小组合作学习起着导向与促

进作用。为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激励学生

不断提高小组合作活动的水平，要加强激励

评价。针对政治学科教学的特点，加强自我

评价、同伴评价与师生评价的有机整合。我

们应该把学生的自我评价、伙伴之间的评价

与师生评价有机整合，使之真正激活学生的

思维。政治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学

生在学习时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教师

不可因为一次测试而对学生产生一些不好的

印象。作为教师，在学生遭遇滑铁卢应该耐

心辅导，或者让同学对进行帮助，使其恢复

成绩。面对学困生，可以设置一些简单且必

要的问题，引导其加入参与。例如在分析个

人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让学生结合生

活中的实际去探讨自己的衣食住行能否离开

社会，进而得出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不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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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结论，既必要，又能帮助学困生树立

自信，加强学困生的合作意识。又或者，在

遇到学习特别好的学生时，教师应该对其给

予一定的表扬和鼓励，但是更要注意不可让

他的心里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政治中经

常会说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作为教师应该

在授课之余，努力让学生融入集体，增强代

入感，这样学生才能够做到全面发展。 

【结束语】政治的学习本身是枯燥而无

味的，但小组合作交流学习成功的激发了学

生学习的兴趣，让他们在交流合作中形成竞

争亦形成欣赏。同时教师的公正客观引导，

提升学生参与度，培育学生综合素养。

加减乘除的计算是小学计算内容中的重

要且关键内容之一，它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

更复杂的分数、小数和四则混合运算等知识。

“除法”单元知识的核心问题就是“求一个

数里面有几个几”，从苏教版一年级下册的

同数连减解决问题中的图画表征，到二年级

上册的表内除法中的除法算式表征，最后到

二年级下册的有余数除法中的有余数除法的

算式表征，由易到难，层层推进，阶梯状的

知识发展序列既符合数学知识的逻辑，又符

合学生数学思维发展的逻辑。

因此，我在教学苏教版“除法”单元时

牢牢抓住关键问题，在知识的孕伏渗透中顺

利完成了表内除法和有余数除法的教学。

前有孕伏，让知识成阶梯状发展
——以苏教版“除法”单元教学为例

 ■ 小学部 刘海兰

【摘要】为了突破苏教版二年级中“除法”单元教学的重难点，在此背景下，我认真研究
了苏教版小学一年级下册的同数相减解决问题、二年级上册的表内除法和下册的有余数除
法，希望通过学生在解决问题时牢抓“几个几”和学会正确选择“去尾法”和“进一法”，
为后续学习混合运算打好基础。
【关键词】表内除法；有余数除法；苏教版

参考文献：

[1] 小组合作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J]. 陈海燕 .  

课程教育研究 . 2017(52)

[2] 初中政治课有效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策略 [J]. 农大荣 .  

中学教学参考 . 2017(04)

[3] 初中政治小组合作学习实效性分析 [J]. 陆红 .  好家

长 . 2016(42)

[4] 分析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J]. 李

成林 .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14(01)

[5] 对初中思想品德课堂小组合作学习的观察分析刍议

[J]. 朱江云 .  新课程 (中学 ). 2013(09)

一、牢抓“几个几”，建立除法
模型

“表内除法”、“表内乘法”和“同数

连减解决问题”是相辅相成的，“表内乘法”

为“表内除法”提供算理，“同数连减解决

问题”为“表内除法”提供算法。为了更好

地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建立除法模型，我在教

学时引导学生通过圈一圈来建立直观模型，

再用简单的同数连减建立算式模型，最后抽

象出除法这种算式模型。

师：（出示题目：一共做了 28 朵花，

每 7 朵花扎成一个花环，可以扎几个花环？）

小朋友们，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读题目，再用

画一画、圈一圈、算一算的方法解决这道题

目。

生 1：我用画图法来计算，把 28 朵花

用 28 个小圆点表示，每 7 朵花圈在一起，

一共圈了 4 次。所以可以扎 4 个花环。

生 2：我用减法来计算，28-7=21 朵，

21-7=14 朵，14-7=7 朵，7-7=0 朵。 所 以 一

共可以扎 4 个花环。

生 3：我用减法的综合算式来计算，28-

7-7-7-7=0 朵，所以 28 里面有 4 个 7。

生 4：我用除法来计算，四七二十八，

就说明 28 里面有 4 个 7，所以 28÷7=4（个）。

师：我们一起来看着这幅图来数一数，

7 朵 花 圈 在 一

起，就是 1 个 7、

2 个 7、3 个 7、

4 个 7，28 里面

有 4 个 7，我们

就 可 以 用 除 法

算 式 来 表 示。

以 后 我 们 计 算

求一个数里面有几个几的问题，都可以用除

法算式来解决。

在这个教学片段中，由于低年级学生抽

象逻辑思维较弱，因此我采用画图和算式结

合的方法来介绍除法中“几个几”的数学模

型，为学生学习二年级下册有余数除法提供

算理和算法的支撑。

二、体会“最多”，建立去尾法
模型

数学的解决问题是为生活实际服务的，

就比如表内除法、有余数除法等问题都与生

活实际问题息息相关。计算“一个数里面最

多有几个几”，这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有余

数除法中“余数一定要比除数小”的道理，

还能解决生活中“最多要多少”的问题。

师：（出示题目：做一个灯笼用 4 张纸，

30 张纸最多可以做多少个灯笼？）小朋友

们，我们先自己读题理解题目的意思，再用

自己喜欢的方法解答。

生 1：30-4-4-4-4-4-4=6（张），所以 30

张纸最多可以做 6 个灯笼。

生 2：4×7=28（张），30-28=2（张），

所以最多可以做 7 个灯笼，还剩下 2 张纸。

生 3： 我 是 用 有 余 数 除 法 计 算 的，

30÷4=7（个）……2（张），所以最多可以

做 7 个灯笼。

师：你同意谁的做法，为什么？

生 4：我同意生 2 和生 3 的做法，因为

题目中问我们最多可以做多少个，生 1 剩下

6 张纸还可以再做 1 个灯笼，那么就是做 7

个灯笼，剩下 2 张纸。

师：我们一起来数一数（教师一边圈 4

个点，学生一边数），1 个 4，2 个 4，3 个 4……

6 个 4，7 个 4，还能再圈吗？（学生集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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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所以一共圈了 7 次，就是说最多可

以做 7 个灯笼。那小朋友们，做完这一题你

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生：在做“最多”的题目时，我们要圈

到不能圈为止，就是说最后剩下的数要比每

份的数要小。而且我们可以用同数连减，也

可以用有余数除法来解决，不过用有余数除

法更方便。

在这个教学片段中，教师在不断追问中

让学生理解题目中关键词“最多”的意思就

是分到不能分为止，这样创设生活实际问题

有助于学生理解有余数除法中“余数一定要

比除数小”的重难点。

三、感悟“至少”，建立进一法
模型

有余数除法中除了去尾法的模型，还有

进一法的模型。至于我们在解题中选择哪一

种方法，那就需要学生在解题中根据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了。“进一法”模型与“去尾法”

模型相反，不管最后余下多少，都是要整数

位加 1，余数舍去。

师：（出示题目：45 个皮球装在盒子里，

每盒装 6 个，如果全部装入盒中，至少要多

少个盒子？）小朋友们，先读题再用你自己

的方法解决这道题目。

生 1：45-6-6-6-6-6-6-6=3（ 个）， 所 以

至少要 7 个盒子。

生 2：45-6-6-6-6-6-6-6=3（ 个）， 所 以

至少要 8 个盒子。

生 3：6×7=42（个），7+1=8（个），

所以至少要 8 个盒子。

生 4：45÷6=7（ 个 ） ……3（ 个 ），

7+1=8（个），所以至少要 8 个盒子。

师：为什么生 1 和生 2 同样的连减算式，

吴文化底蕴深厚，作为吴地的核心区域，

苏州自古以来便吸引天下人才聚集于此，引

领着吴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代表着它的本质

与精髓。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快速发展，

苏州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移民城市，吴文化

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如何以兼容

包并的姿态传承博大精深的吴文化，如何让

我们的幼儿了解并热爱吴文化，成为亟待我

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苏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是一所有着

先进理念和创新精神的国际化幼儿园，历来

注重多元文化教育。为了使国际化与本土化

并行，我园将吴文化作为课程资源进行开发，

充分挖掘吴文化的方方面面，以易于幼儿接

受的方式呈现，充分激发幼儿的兴趣和好奇

心，鼓励师幼、亲子以及同伴之间的合作探

究。

一、弘扬吴文化对幼儿发展的意
义

1、体验吴文化独特魅力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吴

文化是江南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在苏州，

一座座风景秀美的古典园林，一首首婉转悠

远的昆曲，一幅幅精细雅洁的苏绣，都是吴

地人民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凝聚的智慧结

晶，也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幼

儿处在人生的启蒙时期，在这一时期所接触

的事物对他们一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有了独特的氛围，幼儿在点滴细节中接

受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吴文化的灵动与

雅致、开放与交融。

2、感知中西文化差异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认为，我们应以理解、

欣赏和包容的态度面对其他文化。1 由于幼

儿的学习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弘扬吴文化

的过程中，则更需要教育者以符合幼儿身心

发展特点的方式拓展学习视野 。我园历来

注重多元文化教育，在园本课程设置和一日

活动安排上，中外教师相互协作，有目的、

【摘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认为，幼儿园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
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吴文化
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可以成为构建幼儿园园本特色课程的素材。本文以苏州外国语学
校附属幼儿园为例，对弘扬吴文化的意义、开发策略和启示进行了初步探索。
【关键词】吴文化教育 ; 地域文化 ; 幼儿园

当 苏 州 情 邂 逅 国 际 范 儿

--- 幼儿园地域文化教育初探

 ■  徐嘉敏

但是答案却不一样，你支持哪一种？

生 5：我支持生 2 的至少要 8 个盒子，

因为题目中问我们至少要多少个盒子，如果

至少要 7 个盒子的话，那多出来的 3 个就没

地方可以放了。

师：大家听明白了吗？（生：听明白了。）

那如果 9 个、10 个……这样的答案可以吗？

生：可以是可以的，但是题目说“至少”，

如果 9 个、10 个就会太浪费了。

在这个教学片段中，教师从正反两面帮

助学生感悟题目中的关键词“至少”，再引

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至少要 7个盒子，这样既

用来装 45 个皮球刚刚好，又不会浪费，这

就是学生学习生活中的数学意义所在了。

总之，苏教版教材中关于“除法”知识

单元的编排循序渐进，从同数相减解决问题

出发，过渡到表内除法和有余数除法，通过

画图和文字相结合的方法帮助学生理解除法

知识中的重难点，为后续系列混合运算奠定

基础。

本文为课题“基于学校实践的数学活动

微课程开发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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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幼儿以

最直观的方式体验中西文化、感知文化差异，

继而体悟不同文化各自的价值。

3、初步形成民族认同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要求我

们“运用幼儿喜闻乐见和能够理解的方式激

发幼儿爱家乡、 爱祖国的情感”，其目的

是使幼儿具有初步的归属感。俗话说：“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具有亲缘性的

特点，幼儿自降生开始就在不断地收集和家

乡有关的信息，这是引发归属感的基础。厚

德载物、道济天下是吴文化的特征，也是吴

地人的立身之本。在学前阶段教育弘扬吴文

化，对于幼儿归属感的建立和民族认同感的

初步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吴文化教育资源开发策略

1、在主题活动中的探索

开展与吴文化相关的主题活动是我们开

发地域文化教育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根据

不同年龄幼儿的发展特点，在小、中、大班

分别开设“甜甜苏州话”、“古老苏州城”、

“浓浓苏州情”主题活动。三个主题活动以

不同的视角切入，同步开展四个星期，为幼

儿充分展示苏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中班

主题活动“古老苏州城”，旨在引导幼儿初

步了解苏州的历史文化、自然和人文景观、

古代名人事迹和苏州方言，知道吴文化历史

积淀之深厚，激发幼儿热爱苏州的感情。苏

州古事、苏州古景、苏州古人和苏州古语像

一个听也听不够的故事，对幼儿娓娓道来。

2、在一日生活中的渗透

一日生活皆课程，幼儿从来园到离园的

每个时刻，都蕴含着教育契机。用苏州话甜

甜地说一句“你好”、“谢谢”、“再见”，

逐渐成为幼儿的习惯；点心时间安排糖粥、

赤豆小圆子、青团等苏式美味，让幼儿对用

餐充满期待；角色游戏中增加黄天源糕团铺、

碧螺春茶馆、香山匠人木工坊、昆曲小舞台，

为幼儿营造苏式生活情境；户外活动加入炒

黄豆、踢毽子、转陀螺，传统游戏丰富了幼

儿的在园生活……巧妙地将吴文化元素渗透

在一日生活中，让教育变得更平实、更自然。

3、在节气活动中的结合

我国民间历来注重节气活动，人类在不

同时节的劳作规律都以节气为依据，苏州地

区尤其注重不同时令的差异。我们按照不同

节气的民俗传统，也开展了相应的活动。如，

在立夏这天，人们要尝三鲜、斗鸭蛋、称体

重，迎接夏天的到来。我们为幼儿讲述胸前

挂上咸鸭蛋的传说，尝试编织网兜，一起玩

斗蛋游戏，共同分享咸鸭蛋。通过妙趣横生

的活动，幼儿意识到，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农

历的注释和补充，它还像一把测量时间的尺

子，标明了所有生物的作息和所有自然现象

的更迭。

4、在家长活动中的呈现

幼儿园的活动离不开家长的参与和支

持。在主题活动实施期间，家长们帮助收集

素材、实物、书籍和电子资源，陪伴幼儿按

要求完成学习单。各年龄班都根据主题开展

情况安排了“妈妈团”、“爸爸团”活动。

有的妈妈带领幼儿学说苏州话童谣《笃笃笃

卖糖粥》，并亲手制作美味的糖粥；有的爸

爸与幼儿共同欣赏水墨画，尝试以笔墨绘出

小桥流水、荷叶田田的江南美景。同时，在

主题活动结束后，我们举办了一场“苏式”

家长开放日。请家长与幼儿一起玩玩苏州的

游戏、尝尝苏州的味道、画画苏州的美景，

共同拼成一幅老苏州的记忆拼图。

5、在社会实践中的延伸

除了园内的活动，我们还注重建立外部

系统支持,充分利用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

家长和社区资源等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我们把教学地点延伸开来，带领幼儿到更广

阔的空间，身临其境地体验真正的社会生活。

山塘街、太湖雪桑蚕养殖基地、西山茶园、

苏州博物馆，幼儿萌发出对吴文化强烈的兴

趣和深深的喜爱，社会意识和归属感也被进

一步强化。

6、与外教活动的对比融合

多元文化课程是我园课程特色之一，底

蕴深厚的吴文化也激发了外教们的灵感。有

的外教喜欢苏州的小桥流水，于是带领幼儿

对比伦敦的桥与苏州的桥；有的外教着迷于

苏州的饮食文化，与幼儿共同了解中餐与西

餐的用餐礼仪；有的外教独爱昆曲艺术，幼

儿与教师欣赏昆曲和歌曲，中西文化在对比

与碰撞中共同谱出一曲和谐的旋律。我们的

幼儿不仅更加热爱吴文化，对其他文化也充

满了好奇。

三、吴文化教育活动启示

1、发掘生活资源，捕捉幼儿兴趣

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即教育”、“社

会即学校”，“课程内容来源于幼稚园周围

的人、事、物，凡是儿童感兴趣的均为活生

生的生活教育的材料”。2 我园开展的一系

列吴文化教育活动均利用不同社会场所和文

化物质资源，折射出苏州生活的不同侧面。

幼儿对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活环境尤为敏

感和好奇，会更加主动地去观察、倾听、触

摸、感知，不断汲取有益的感性经验，进而

促进社会化发展。

2、尊重幼儿特点，鼓励合作探究

教师是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

和引导者。3 我园教师坚持生本意识，在主

题活动设计之初便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幼儿的

发展特点，共同研讨主题活动规划，选取多

个切入点，分层次开展。在同轨的班级中，

教师结合本班幼儿需求和班级特色，在注重

教育整体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对幼儿感兴趣的

领域深入挖掘。如，大班幼儿自主设计社会

实践方案，选取实践地点、绘制线路地图、

准备出行物品，在合作中丰富了活动的内涵。

3、开发家长资源，促进家园共育

家长的积极配合是我园顺利开展吴文化

教育活动的有力保障之一。在主题活动开展

过程中，家长们利用周末，带幼儿来到苏州

的大街小巷和各类景点，感受吴文化氛围。

班级特色活动、家长义工活动、开放日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中，许多家长出谋划策，共同

参与，真正融入幼儿园的教育过程。家长的

参与增加了幼儿学习的主动性，幼儿的进步

也激发了家长持续参与的热情。家长成为幼

儿学习的促进者，也成为家园有效沟通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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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内容分析

《寒风吹彻》为苏教版现代散文选读“是

什么让我们感动”专题下的第二篇文章，作

者刘亮程。刘亮程被当代文坛誉为“乡村哲

学家”，本文一如既往的延续了刘氏风格。

作者以独道而冷峻的目光，带我们浏览着生

命的寒冬。同时，在生命悲剧本质的底色之

上，又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坚忍与力量。

教学重难点：第一，刘亮程的文本本身

阅读有难度，解读文本内容、品味语言是重

点；第二，中学生大多未有生死体验，在尚

未经历人生的前提下，感知刘亮程笔下的人

生是有一定障碍的，难以产生共鸣。

二、教学目标

1. 把握文章内容，解读重点事件，让

学生学会自主梳理较长篇幅的文本（时间轴）

2.感知并理解文中的“寒风”“雪”“寒

冷”的深层含义

3. 体悟作者笔下的人生真相和隐忍的

抗争

三、课前准备

1. 在没有老师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让

学生先写读后感，了解学生的阅读程度

2. 以文字形式讨论是否同意将本文编

入教材，了解学生对本文的接纳程度（重点）

四、课时安排

共 2课时

第 1 课时整体感知文本，体悟寒冷也触

摸“感动”，第2课时研读重点句子与段落，

细致品味语言。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要共同学习一篇文

章《寒风吹彻》。课前我们做了一个有意思

的讨论，就是这篇文章适不适合选入中学生

教材？不可否认这是一篇美文，那么，若你

是教材编写者，你是否会将这篇文章纳入教

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看法：

学生意见反馈总结：

同意 XX 人，不同意 XX 人

内容太难，与中学生有距离感，不容易

把握

主旨太冷，没有让我们感动，只让我们

《寒风吹彻》教案

（第一课时）

 ■ 高中部 袁淑文

感到寒冷甚至绝望

教师以课件形式呈现刘亮程本人意见：

这篇文章选入课本是我没有想到的。不

是它不好，而是很多文章都比它更适合。它

在我的村庄文字中是很特别的一篇。那些太

寒冷的文字可能不适合孩子阅读。

（二）解决内容之难

这篇文章很长，那么解读大部头文本我

们可以尝试怎样的方法呢？（当堂提问，集

思广益）

教师提供一种方法：以时间轴的方式，

梳理文本

在时间轴上方，标注出： 3 个“我”（大

部分学生只能标出 1 个或者 2 个）、陌生的

路人、姑妈、母亲

在时间轴下方，标注出：个人的经历（从

文本中找关键字词）

梳理我的情感变迁：兴奋 --- 疼痛 --- 不

敢相信 --- 平淡 --- 无能为力 --- ？

课堂小结 1：这篇文章其实折射的是每

个人的人生。从不识愁滋味，到初尝人生之

痛，再到第一次经历生死的不敢相信，再到

经历多了之后的平淡，再到认清自己的无能

为力，最后呢？最后的“我”究竟是什么态

度，我们继续往下看。

（三）解决主旨之冷

文章似乎出处透着寒气，但是编者将其

纳入了“是什么让我

们感动”，文中可有

让人“感动”之处？

请学生从文本中寻找

感受到不那么冷的句

子，并尝试解读。

预期如下：

1. 我才三十岁，

肯定能走过冬天（自我鼓励）

2. 从那个夜晚我懂得了隐藏温暖（把温

暖留给爱的人）

3. 我告诉自己，不管天冷天热，我们都

要常过来和母亲坐坐（感恩陪伴亲人）

4. 春天只是来到大地上，来到别人的生

命中。但她还是渴望春天，她害怕寒冷（绝

境中不放弃希望）

5. 我劈好足够烧半个月的柴火，整齐的

码在窗台下，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做好准

备迎接人生）

6. 那种夜晚再冷也不觉得。因为寒冷在

吹好几个人，同村的、邻村的、认识的和不

认识的，好几架牛车在这条夜路上抵挡着寒

冷（个人渺小，但可以抱团取暖）

教师再次用 PPT 呈现刘亮程完整的意

见：

这篇文章选入课本是我没有想到的。不

是它不好，而是很多文章都比它更适合。它

在我的村庄文字中是很特别的一篇。那些太

寒冷的文字可能不适合孩子阅读。把这样的

文字呈现到中学生面前，说明我们的老师和

学生都长大了。

长大意味着什么呢？生命在每个人眼里

是什么模样？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答案。

（四）课堂小结与练习

填诗：《愿你慢慢长大》-- 刘瑜（改编）

愿你有好运，假如没有，希望你在不幸

中学会慈悲；

愿你被很多人爱，假如没有，希望你在

寂寞中学会宽容；

__________，假如没有，__________

__________，假如没有，__________。

六、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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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反思

关于《寒风吹彻》是否适合选入课本，

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一线教师们往往各执一

词。我们常常希望孩子们阳光积极乐观，强

行在生命的伊始让他们去体会他们未曾经历

的冰冷与生存困境，似乎拔苗还未能助长。

幼年的我               少年的我                       路人               姑妈              妈妈       现在的我

----------------------------------------------------------------------------------------------------->

光头钻进雪里      拉柴，冻坏了腿          见证死亡          常陪陪母亲           围抱火炉取暖
兴奋  ----> 疼痛、隐忍  ---->  不敢相信 ----> 平淡 ----> 无能为力 ----> ？

但编者有意将其纳入了“是什么让我们感动”

的专题下，在授课过程中，以此为切入点，

让孩子们提前感知生命悲剧意识的同时，也

种下抗争取暖的种子，未尝不可。在苦难中

体会苦难固然是生活的必修课，但在苦难来

临前提醒苦难，亦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情。

【Teaching Objectives】: 
After this period of learning,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Read the story dramatically.
2. Acquire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this lesson.
3. Retell or act this story.
4. Predict the coming contents and make a new ending of the story.
【Teaching focus】: 
1. Important phrases and words in the story.
2.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s in reading English stories.
【Difficulties】: 
Learn to predict the coming contents by picture reading and guessing.
【Structures】: It went______.
                Floppy got_________.
                What a ______!
【Aids】: read materials; PPT; handouts; chalk; words stickers;
【Activities】:  
1. Work in pairs
2. Group work
3. Watching videos 
4. Silent reading

典范英语 2a Lesson20 Floppy’s bath
 ■ 张超颖

procedure contents Methods/Activities purpose
Warming up Sing a song: If you are 

happy.
Sing the song with the actions to 
light up their passion.

To lead in and 
warm up.

Pre-reading T: Oh, boys and girls. 
You are happy. How 
about our friends, Dan 
and Kim? Are they 
happy?

T: We have many dog 
friends. Like Kim, Dan, 
Floppy, Sniff. Do you 
know dogs very well? 
What do dogs like? 
What do dogs hate? (Ss 
read “hate” according 
to phonics)

Students retell the story they have 
learned. Try to add their own 
sentences to make the story more 
completed and interesting! 
(score: basic story+ new 
sentences + emotion+ intonation)

Students: At first, they are happy. 
Then they become unhappy. At 
last, they are happy again.

Students: Dogs like to…
Dogs hate to…

Review the story 
about two dogs.

To guide them 
ready to th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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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reading

T: Kim and Dan hate 
to take a bath. So does 
Floppy. Look! Floppy 
was taking a bath. He 
was unhappy.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story Floppy’s bath. 
Why did Floppy need a 
bath? Let’s have a look.

(Picture 1)It was 
raining. Floppy was 
outside. Why didn’t he 
go home?
Floppy saw a rabbit 
by the bush. Look! 
The rabbit was scared. 
Because the rabbit 
know Floppy was going 
to chase it.
(Picture 2)What did 
Floppy do?(Teacher 
points to Floppy.)
But did he get it?
The rabbit went under 
a fence. (Point to the 
picture of fence, help 
Ss understand the 
meaning.)
(Picture 3)Floppy kept 
chasing the rabbit. Did 
he get it?
No! The rabbit went 
under a bridge. 
What other places might 
the rabbit go?
Floppy got wet. （Point 
to wet Floppy.）
(Picture 4)Floppy 
Floppy didn’t give up. 
He still wanted to get 
the rabbit. He went into 
a hole.
He got muddy. (Point to 
dirty Floppy)
Look at Dad, Biff and 
Chip! What will they 
say to Floppy?  

Teacher tells the 
story dramatically. 
Students listen to the story and 
think about the question.

Ss guess. 
Because…

Ss answer: 
              Floppy chased the rabbit. 
              He ran very fast.
              No!

Ss image: 
              The rabbit went…

Ss : What a bad dog!
        How dirty!
        …

understand the 
story.

Guide Ss a way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story better.

Let Ss will be abl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freely.

(Picture 5)They took 
Floppy home. 
Floppy was wet and 
muddy.
“Oh, no!” said Mum. 
“Why you are so dirty, 
Floppy!”
Mum had a headache.
(Point to Mum)
Look at Kipper! He was 
laughing. What would 
he say?
Show the sentence: 
“What a soggy doggy!” 

(Picture 6)“What a 
soggy doggy!” They 
put Floppy in the bath. 
Mum and Dad washed 
him.
We know Floppy hate 
it. He wanted to get out 
of the bath. What did he 
do? 

(Picture 7)Look! What 
did Biff and Chip do?
They dried Floppy. 
Floppy felt comfortable. 
He was good.
What did Floppy think 
after taking a bath?

(Picture 8)Floppy 
looked clean and nice.
What about the family? 
(Point to the family.)

Now do you know why 
did Floppy need a bath?

(1)Try to find the spelling rules.
T shows the chant, Ss read after 
T while clapping their hands. 
Then guide Ss to find the words 
with“ppy”and“ggy”. Try to find 
the spelling rules.
The chant:

Floppy! Floppy!
Floppy was happy!
Floppy! Floppy!
Floppy got muddy!
Floppy! Floppy!
What a soggy doggy!

(2)Try to use the spelling rules.
T shows the word cards 
with“ppy”and“ggy”. Ss try to 
read correctly. E.g. foggy/puppy/
piggy.
Ss read by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the phonics.

Ss: He made Mum and Dad 
muddy and wet.

Ss: He wanted something to eat. 
He is hungry.

Ss: They were all muddy and wet.

After listening to the story, 
students try to answer the 
beginning question.

To invent Ss’ 
spelling ability.

Help Ss
understand the 
story.

Ss will have a full 
idea about th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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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reading 1.Listen to the whole 
story once then judge:
1) It was a sunny day. 
Floppy saw a rabbit. ()
2) Floppy got the rabbit 
in the hole. ()
3) Floppy liked to have 
a bath.   (  )
4) Floppy saw the rabbit 
again.  ( ) 

2.Read in different 
ways:

3. Complete the story: 

4. Discuss: We know 
Floppy saw the rabbit 
again.
Would Floppy keep 
clean and nice? What 
would happen?

5. Show time!

Ss judge right or wrong. And say 
the reasons.

Some say “yes”, some say “no”.
Let listen to the whole story then 
answer.

Listen and imitate one sentence 
by one sentence.
Read together.
Read in groups.
Choose the picture you like to 
read.

Floppy saw a ______.
Floppy ______ it.
It went_____________.
Floppy got ____.
Floppy got ______.
They ____ Floppy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said 
Kipper.
They put Floppy _________.
Mum and Dad _______ him.
Biff and Chip _____Floppy.
Floppy looked _____.
“________________!” said 
Kipper.

Ss imagine and add a new ending 
for the story. Give them 1 minute 
to think then listen to their 
endings.

If they couldn’t imagine. T gives 
them some hints. (look at PPT)

1) Ss look at the pictures of this 
story and retell the story.
2) Ss add their own ideas to crate 
a more interesting story.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1.Arouse their
interests on the 
coming contents.
2.Train their
abilities on 
imagination and 
pronunciation.
 

  Students are able 
to acquire those 
missing words by 
watching a video 
and then filling the 
blanks

Homework:
1. Read and recite the story.
2. Write down your ending of this story.
3. Finish the little story book.

【Writing on the blackboard】:  

【Feedbacks and improvements】:
在 教 学 设 计 时 我 会 比 较 注 重

storytelling 部分的 output 的效果，由于
孩子们年龄的限制，故事的有些情节他们
读不懂但能听懂。老师深情并茂地讲述故
事，就是在帮助学生理解他们自己读时读
不懂的部分，引导他们思考自己读时想不
到的问题。我认为只有做好了语言的输入，
让学生感受故事的魅力，让他们爱上听故
事，学生才会爱读故事，就能读懂故事。
在讲故事的环节后学生对故事大意的理解
已经不成问题了。所以在这一环节我设计
了许多发散性的问题，让学生边听边思考。
并且这类故事本身是不完整的，留有悬念
的，老师适时地提问，让孩子们用丰富的
想象力把故事补充得生动、有趣更完整，
最后孩子们说出了许多种不同的结局，很
有意思！ Floppy saw the rabbit again.

1)Floppy didn’t chase the rabbit. He wanted 
to keep clean. He went home and fell asleep. 
He dreamed about the rabbit. In his dream, 
Floppy ate the rabbit.

2) Floppy wanted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rabbit. He said: “Hello, rabbit. Can I be your 
friend?” “OK!” said the rabbit. They became 
friends. They went to the park. They played 
football and Frisbee together. They had a good 
time!

3) Floppy chased the rabbit again. Come 
out a lot of rabbits. Floppy was scared. He ran 
away.

4) Come out many rabbits. Floppy called 
his friends, too. He called Sniff, Budge, Dan 
and Kim. All his dog friends came. Dogs and 
rabbits they had a fight. At last, the dogs win. 
They ate all the rabbits.

5) Floppy gave the rabbit a carrot. They 
became friends. The rabbit went to Floppy’s 
home. Floppy played with it everyday. Kipper’s 
family kept the rabbit as their pet, too.

6) Floppy ate the rabbit. The rabbit played in 
Floppy’s tummy. And it ate lots of yummy food 
in his tummy. At last, Floppy and the rabbit 
both full.

7) Floppy took the rabbit home. The family 
gave it many yummy foods. Some years later, 
the rabbit became very fat. Kipper’s family ate 
the rab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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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初步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掌握一些常见文言词语，引导学生活学活用。

2. 感知故事的结构紧凑，情节曲折的

特点。

3. 理解故事的寓意。

4. 熟读成诵

教学重点：

1. 根据文意掌握重点文言字词的理解

2. 了解故事的叙述之美、寓意之美

3. 指导加强朗读训练，以求能熟读成

诵。

教学设计：

本文选自《聊斋志异》中的《狼三则》。

写得是两只狼与一个屠户之间的一场较量，

狡诈的狼想吃掉屠户，却最终双双毙命与屠

户的刀下。这个故事篇幅短小，结构紧凑，

情节曲折，语言简洁生动，又是学生进入初

中阶段接触到的相对篇幅长点的易懂文言

文，所以在设计教学时力主以朗读环节串联

起所有的教学环节。以朗读来带动学生读懂

文意、感受本文叙事简洁而又情节生动的特

色、进而让学生了解狼的本性，正确认识人

与狼斗智斗勇的精神。

教学方法：

朗读法、叙说性语言表达训练、分析性

语言表达训练、联想法

教学过程：

1. 让学生基本了解《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文言短篇小说集、历

时20年时间写就、“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是唐代传奇小说之后的中国文言小说的又一

高峰。

2. 朗读——读得顺畅（说话——翻译

课文）叙说性语言表达训练

先让学生齐读课文一遍，然后让学生借

助先前的预习方案和注释自行领悟。

让学生站在屠户的角度上来叙说一下这

个故事。（在此过程中，力在让学生讲解文

义、积累文言知识，老师在学生讲完之后可

作必要的提示或简要的讲解，不必字字句句

求确解。）

以“那天傍晚，我挑担归家途中——”

来作开头来按照课文讲说故事。

老师课件出示一些重点字词的理解：

缀行    并驱如故    顾   苫蔽   奔倚   不

敢前   犬坐  瞑   暇   洞其中  隧入  股   盖  黠   

《狼》（教学设计）

 ■ 初中部 鲍颖

少时  久之  顷刻  变诈   止

老师再出示几组一字多义，让学生辨析

一下。

3. 朗读——读出缓急（说话——品析

语句）分析性语言表达训练

让学生齐读课文第二遍，读的时候思考

哪里应该读出快慢的感觉。

让学生自由读课文一遍，把自己的思考

实施到自己的朗读中去，并且思考我为何这

里要读的快或者是慢。

让学生个别读个别段落，简单说出自己

这样读的理由。

举例：途中两狼，缀行甚远——不经意

的开始，潜藏的危险

屠大窘，恐前后受其敌。——屠乃奔倚

其下，弛担持刀——屠户情急之下的勇敢抉

择和狼的决不罢休

久之，目似瞑，意暇甚——表面舒缓、

暗藏杀机

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

勇敢杀狼，先发制人，酣畅淋漓。

方欲行，转视积薪后——亦毙之——险

象环生、峰回路转。

狼亦黠矣——止增笑耳——作者颖悟之

后的调侃

4.朗读——读出场景和层次（说话——

概述片段）概括性语言表达训练

明确活动要求：先让学生根据文章前 4

个段落站在屠户的角度上用四个字概括，然

后再让学生站在狼的角度上来用四字概括，

最后再由老师来对各段文字来进行大意的梳

理。（此环节统一采取齐读一段，概括一段

的程序来展开）

如下：屠户遇狼——两狼缀行——点明

时间、地点、斗争双方，这是故事的开端——

狭路相逢

屠户惧狼——两狼贪婪——交代投骨不

能止狼，一方退让，一方贪婪，这是故事的

发展——危机浮现

屠户御狼——两狼逼人——展现陷入困

境中的勇敢抉择，狼不甘罢休，双方相持，

这是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勇敢对敌

屠户杀狼——两狼被杀——勇敢抗争，

虽狡诈仍身亡，这是故事的高潮和结局——

狭路相逢勇者胜、自作聪明反被缚

最后再让学生齐读最后一段，感知最后

一段的写作视角，进行概括

作者议狼——点明主旨

教师小结：《狼》的叙述之美

——环环相扣、紧张曲折

        峰回路转、引人入胜

        适当放缓、蓄势铺垫

        结构严谨、照应周密

        先叙后议、层次清楚

        语言生动、描摹到位

总结——故事之奇，险象环生

                议论之精，一针见血

5. 朗读——读出形象（说话——字词

品析）分析性语言表达训练

活动设计：分类感悟字词

再一次让学生齐读课文一遍，根据老师

的要求进行字词分类并且简单挑选其中一个

字词来说自己对狼或者对屠户的感知：

一组表明狼之“黠”的字词：缀行、不

敢前、径去、犬坐、瞑、暇、洞其中、隧入、

假寐、诱敌、变诈（老师点评：狡诈异常，

触目惊心）

一组表明狼之“贪”的字词：甚远、仍

从、又至、并驱如故（老师点评：穷追不舍，

贪婪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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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表明屠户心理活动的字词：惧、投

以骨、复投之、大窘、恐、奔倚、弛担持刀、

暴起、转视、断其股（老师点评：从怯懦走

向清醒，最后勇敢决斗）

写作训练：在上述环节之后，让学生在

3、4 两段中你认为合理的地方插入一段符

合当时故事发展情境的屠户的心理活动描写

（不要求学生写文言文，就写现代语言）来

增强学生对屠户这个人物形象的理解，进而

帮助理解主旨表达。（5 分钟训练）让学生

自由发言。

6. 锤炼思考话题：

微型话题讨论：“黠”字可以用来形容

文中的屠户吗？如果你认为不合适，考虑换

个词来形容屠户

 屠户之“黠”与狼之“黠”的斗争意义。

老师总结：议论中含观点，褒贬分明

主动走向被动，恶势力终将灭亡

被动走向主动，智慧力量永无敌

活动目标：

1、探索榨柠檬汁的多种方法，尝试用

多种工具进行操作。

2、能用水和糖制作好喝的柠檬汁，记

录其配方并进行操作验证。

3、借助工具去操作并获得简单的技术

经验，体验动手制作的乐趣。

活动重点：

探索榨柠檬汁的多种方法，尝试用多种

工具进行操作。

活动难点：

能用水和糖制作好喝的柠檬汁，记录其

配方并进行操作验证。

活动准备：

柠檬人手一个、压汁机、研磨器、吸管、

勺子、安全刀、太空杯、量杯、湿纸巾每组

一份、糖勺、塑料杯人手一份、水、糖、配

方表（大图）、幼儿操作材料一份。

课时一：榨柠檬汁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魔法婆婆吗？它可

以将不同的水果榨成好喝的果汁。

今天，老师也准备了一些水果（出示柠

檬），请小朋友们一起来榨柠檬汁。

讨论：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来榨汁？

出示各种工具：压汁机、研磨器、吸管、

勺子、筷子、安全刀，请幼儿讲述每种工具

的用途，说说你想选择哪种工具进行操作。

二、幼儿选择喜欢的工具进行操作

幼儿选择喜欢的工具操作，教师巡回指

导。观察记录。

讨论：说说你是用什么方法榨汁的？收

集的果汁多吗？

请收集柠檬汁较少的小朋友也来说一

说，你是用了什么方法，遇到了什么困难？

集体讨论寻找出柠檬汁少的原因。

三、研磨器的使用方法

出示研磨器说明书，看看这是哪种工具

的说明书。谁能来示范这是怎么使用的？

请幼儿上台示范操作，幼儿验证使用方

法是否正确。

幼儿再次尝试，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集体讨论：这一次你是怎么做的？收集

到了更多的柠檬汁吗？

结论：正确使用工具可以让柠檬汁榨的

更多。

课时二：调配柠檬汁

活动过程：

一、说说柠檬汁的味道

小朋友们，你们尝到的柠檬汁是什么味

道的？

讨论：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它的酸味？

利用白砂糖、白水、量杯、记号笔尝试

调配柠檬汁。

二、出示配方表，讲解配方过程。

1、我们应该怎样调配柠檬汁？加多少

水？加多少糖？

2、出示配方表（大图），讨论：勺子

和杯子代表什么意思？

勺子表示加几勺糖，杯子代表加几杯水。

幼儿根据自己杯中的柠檬汁估算需要几

杯水，几勺糖，将数字记录在自己的调配表

中。

3、幼儿验证，根据配方表调配自己的

柠檬汁。

尝尝根据自己的配方表做出来的柠檬汁

是否好喝。

三、讨论：根据配方表调配的柠檬汁和

预期的一样吗？

1、说说你的柠檬汁味道怎样？

2、还需怎样改进？（加水或者加糖）

3、柠檬汁太甜好喝吗？对身体好吗？

4、将你的预估写在配方表中，再一次

进行尝试。

四、统计结果

说说你的柠檬汁是怎么调配的？一共尝

试了几次？

将实验的过程进行总记录，请幼儿讲述

自己制作的柠檬汁一共加了多少水、多少糖。

幼儿自己品尝。

活动延伸：

魔法婆婆的果汁店将两种不同的水果汁

混合在一起，味道也很棒。

也可以尝试在配方表上制作属于自己的

logo 图案。制作一杯属于自己的专属柠檬

汁。

魔法婆婆的果汁店

（大班科学）

 ■ 幼儿园 梁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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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月，笔者所在的学校倡导“因

性施教”，创设初中绅士班，由全男生组

成，旨在针对男生心理、生理发展特点开展

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教育。笔者有幸担任

了 2016 届绅士班的英语老师，教全男班的

男生学英语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班级建制见实效

初见男生，留下的印象似乎并不美好：

“吵”：不爱倾听、爱表达，上课需将声音

提高八度；“乱”：每节课前总会有人翻箱

倒柜找课本、练习册或是笔记本；“懒”：

课堂上的要点笔记需要老师提醒，有时候课

上昏昏欲睡 …… 

苏霍姆林斯基说：“我热爱教育工作；

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认识人，我在工作中首

先去认识人，观察他们内心世界的各个方面。

如果善于对待和善于琢磨，就能使人成才。”

我不禁问我自己：“我真的认识男生吗？”“他

们令我不满意的表现，是特性问题、是态度

问题还是品德问题？”

«请珍爱我们的男孩子 »一文告诉我们：

相比于女生，男生体内多巴胺的含量较高，

这使得他们更冲动；男生大脑胼胝体的体积

更小，这使得他们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件事；

男生大脑颞叶中较弱的神经连接，使得听觉

型活动无法吸引他们，而触觉型的体验能够

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由于更多的生理原因，很多男生无法背

诵长篇的文章，无法在狭小的教室里固定在

座位上学习，天生不能很好地适应那些强调

阅读、写作、复杂的组词造句的教学方式；

在完成任务的间隙，男孩的大脑会进入一种

“睡眠状态”，使自己恢复、补充能量后为

完成下一个任务做好准备；男生完成单一任

务的效果比完成多项任务要好…… 

我突然意识到，我教的学生是一群拥有

共同独特个性的群体。我决定给他们以最直

接的指导、最大的耐性和最多的鼓励。

建立 English Package：用固定的文件盒，

存放所有英语物品，定点放置，整取整放。

大大提高了男生英语学习资料的存取效率。

创立小组竞争机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

竞争；变机械读背为灵活展示。

创建评价体系：将读背、课堂、活动纳

入过程评价体系，并进行周表扬、月总结与

学期英语达人评比。

于是，有了老师的理解，有了适切的、

人性化的班级英语学习制度，男生们开始既

接受着规则的必要约束，又享受着充足的自

由气息，英语学习变成了一件令人愉悦的事

情，英语课堂成了令人期待的时光。

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
立上头——榜样示范显力量

但终究，男生眼中的英语永远比不上

数学魅力无限：“数学虐我千百遍，我待

男 生 成 长 之 路
      ——英语学习篇

 ■ 初中部 储爱华

• 苏州高新区“十三五”课题 ---《初中绅士特色班英语学习策略训练的实践研究》成果 数 学 如 初 恋”；“Mathematics forever 

first”；“宁可丢失一个亿，也不错过数

学周练”。男生们一声声深情的“告白”，

一次又一次地痛击着我的心扉，英语的地位

不保、男生的热情不够、投入的时间不足，

这些都会阻碍男生们在英语学习上的进步

啊！

“数学有什么魔力，令男孩子们如此着

迷？”除了因为男生的大脑很奇特，天生像

迷宫，正等待着连接数字、距离、大小、方

位和方向，应该还有巨大的探究乐趣和学习

成就感让他们“欲罢不能”吧？英语学习让

他们感觉到了成就感了吗？

于是，我睁大眼睛，在班级寻找英语学

习的各路高手：黄同学英语词汇量大，我就

称他“活词典”，生词问题总由他现场即兴

解答；高同学一口纯正的伦敦音，上课材料

缺少音频材料时，我就邀请他来为我录制；

金同学爱好写作，观点独特、语言娴熟、思

想深刻，我会在课上让他朗诵自己的作品；

陈同学英文书法优美，我就请他做了一个书

法微讲座，并为大家制作速成英文字帖……

班级的英语达人多了起来，达人们开始圈粉，

男生们开始互相模仿，暗中较劲，争做达人。

走进教室，我能感受到，数学的热情依旧不

减，但英语的氛围也开始蒸蒸日上……  

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丰富课程获生心

«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

» 指出：“合理开发和积极利用课程资源是

有效实施英语课程的重要保证。”（教育部，

2012）作为英语老师，我又该如何为这群男

生设置适合他们口味的英语盛宴呢？ 

首先，我为他们精心挑选了教材。牛津

教材的难度略低于他们的实际水平，但其

严谨的语法体系有利于男生夯实英语基础；

English in Mind 是英文原本教材，题材广泛、

贴近生活、注重思维，适合男生们日常使用；

二十一世纪英文报，内容新颖、时效性强，

男生们用来课外阅读，同时用作词汇拓展和

写作练习的材料。三种教材，各有侧重、互

相补充，每一项具体的学习内容我都为他们

设置了明确的任务标准，确保男生们跳一跳，

够得着。

丰富多彩的英语学科活动，是本校作为

外国语学校的一大特色。我鼓励男生们积极

参与其中。红鼻子日，他们自创“Balloon, 

balloon, stress gone”的打气球活动，为甘肃

贫困学校筹款更新桌椅；戏剧嘉年华，他们

自编自演莎翁戏剧 « 哈姆雷特 »，用精美的

服装、流畅的表达、深情的表演吸引了全场

的观众；“光影星播客”电影推介活动中，

他们以话剧的形式，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和

夸张幽默的表演，将电影 « 缝纫机乐队 » 的

追梦之路搬上了舞台 ...... 

我还为男生们创造了各类参加校外竞赛

的机会，男生们可以自由、自主地选择，

也可以随时随地找老师寻求比赛的指导与帮

助。这样的学习，是自发的；这样的一对一

或一对几的辅导，是高效的。比赛的结果并

不重要，男孩们在比赛过程中增长了知识，

提高了能力，提升了自信。

如今，我们班级英语学习与数学“争宠”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吾“班”有“男”

初长成 ! 在他们英语学习的路上，我愿继

续容忍他们的小缺点、爱护他们的好奇心、

欣赏他们的热情、鼓励他们的创造力、总是

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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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史记》中荀子说道“人无礼则不生，

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仪是立

身处世的基本要素，是个体文明的重要体现，

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中国是有着

5000多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从古至今，

我国的学校无不把礼仪养成列入教育的重要

内容。特别是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往往习惯

于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自立、尊重、谦让和

合作的精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往往给予

子女过多的呵护，缺乏对幼儿的礼仪教育。

因此，加强幼儿礼仪教育是我们坚持不懈的

重点。

如今，经济全球化促使教育国际化，而

在这个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下，我园要以礼

仪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为切入口，把中国传统

文化与国际文化有效融合，将传统的礼仪教

育赋予现代的国际化元素，培养幼儿国际交

往能力，国际文化融入能力，用礼仪教育打

造有着中华礼仪根基、苏外儒雅气质的“世

界小公民”，给“绅士淑女”赋予全新的内涵。

苏州外国语学校着眼于儒雅教育，倡导

雅言、雅行、雅室。儒雅、礼仪已然成为苏

外的符号之一。我园依托大校资源，紧跟大

校步伐，加强礼仪教育，积极开展了“儒雅

教室”、“儒雅家长”评比，“儒雅宝贝公

约”及“儒雅教师公约”的制定等多项活动。

充分利用外教资源，在幼儿的一日活动中有

效渗透礼仪教育，如在美妙的音乐中安静用

餐，从点滴中培养幼儿的儒雅意识；每周开

展“小小礼仪日”活动让幼儿了解中西方有

关礼仪的故事、儿歌；每月安排一次“美味

西餐日”让幼儿在享用西餐的同时了解西餐

礼仪文化；每学期评比幼儿园“儒雅宝贝”，

从“我会自己背书包开始”培养懂礼仪、有

修养、重内涵的幼儿群体。无论是陌生的来

宾，还是熟悉的家长，苏外附属幼儿园的孩

子都会主动问好，微笑示人。这些都为我们

进行礼仪教育的实践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二）相关理论依据

学前心理学揭示，从出生到入学前（0—

6 岁）儿童的发展是身心不断发展成熟的过

程，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有着不同的心

理特点，礼仪教育只有遵循学前儿童身心发

育的规律，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才能形

成教育科学的梯度序列。

歌德在《亲和力》一书说：“举止是映

照每个人自身的镜子”，也就说看一个人的

言行、仪表，就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国际化背景下幼儿礼仪教育的

实践研究》开题报告

 ■ 幼儿园

苏州高新区“十三五”立项课题 日本文部省公布的《幼儿教育要领》把“人

际关系”作为学前教育五大领域之一，强调

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构建离不开礼仪教育。学

前教育着重抓好礼仪启蒙教育和礼仪行为养

成教育，通过解读《纲要》《指南》可以清

楚地罗列出学前儿童的礼仪目标和内容，形

成一个由低到高的梯度序列的完整体系。

（三）课题实践意义

此课题的提出，旨在通过加强礼仪教育，

培养儒雅大气、有中国灵魂的“世界小公民”，

把新时代的精神气息融入传统的“儒雅”教

育，让孩子们儒雅而不骄矜，儒雅而不酸腐，

儒雅而不软弱，引导孩子做一个厚养气华、

自信坚韧、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儒雅”人。

此外，以课程的方式进行礼仪教育的实

践研究，有助于幼儿园国际化园本课程体系

的建构。

二、概念的界定

礼仪，是一个人内在的文化、艺术、道

德、思想素养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们在各

种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而对于孩子来说，良好的礼仪就是开启他社

交人生的一把金钥匙。

幼儿礼仪教育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

礼仪教育活动及一日活动有机渗透来培养幼

儿的礼仪意识、良好的行为习惯的教育过程。

内化是礼仪教育的关键，它不仅是教育的过

程，也是教育的结果，更是我们教育的目的。

本课题针对目前幼儿礼仪教育的现状和

幼儿礼仪行为的实际情况展开研究，以促进

幼儿礼仪教育和谐、全面发展。

三、研究目标

1、研究目标

探索适合幼儿身心特点的礼仪教育内容

与实施方法，提高教师组织礼仪教育教学活

动能力。

通过国际礼仪行为的培养，形成幼儿国

际礼仪素养，培养幼儿的国际交往能力。

以礼仪教育，培养融双文化特色的“国

际小公民”为切入口，建立国际化园本课程。

2、研究内容

（1）幼儿国际化礼仪教育的目标、内

容的研究。

（2）培养幼儿良好礼仪习惯的途径和

方法的研究。

（3）在国际化礼仪行为养成教育中的

特色活动及个案研究。

（4）家园共育，有效培养幼儿礼仪行

为的研究。

（5）国际化幼儿园一日活动中的礼仪

习惯养成研究。

（6）国际化园本课程的构建策略研究。

四、研究对象及方法

1、研究对象

以苏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的 330 多

名幼儿、全体幼儿家长、全体幼儿园教师作

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1）调查法：通过发放问卷、家访、

入园接待等方式调查、了解幼儿礼仪教育的

现状，及时整理和反馈，有效调控研究进程。

（2）观察法：主要用于礼仪养成教育

的实施过程中，对幼儿进行自然状态下的观

察，以观察幼儿礼仪行为的发展变化。

（3）行动研究法：以幼儿日常生活活

动为载体，进行幼儿礼仪教育，在行动研究

中观察和探索对幼儿进行礼仪培养的有效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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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4）文献法：通过网站、杂志、书籍

等途径，收集目前国内外有关礼仪养成教育

的研究成果，了解国内外礼仪教育的现状，

对其长处加以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加以发展

创新，确保研究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5）个案研究法：用于跟踪观察、记

录个别幼儿在礼仪养成教育过程中的显著变

化。

（6）经验总结法：用于对研究过程中

发现的成功经验进行阶段性小结，为进一步

深入研究提供范例。

五、研究步骤

第一阶段（2018 年 11 月——2019 年 2

月）：准备阶段

1、撰写申报方案和研究方案

2、组建课题组，责任落实

3、多种形式，学习充电

4、进行广泛的调查与摸底

5、收集文献资料

第二阶段（2019 年 3 月——2021 年 1

月）：实践研究阶段

1、创建儒雅环境，营造氛围

2、组织幼儿开展礼仪教育活动

3、家园共育，探索礼仪养成教学的有

效方法

4、完善并梳理礼仪养成教育的有效策

略

5、开展礼仪教育课题研讨活动

6、完成“礼仪教学活动方案”

7、构建国际化礼仪园本课程

第三阶段（2021 年 2 月——2021 年 6

月）：总结阶段

1、后期调查，了解研究成效

2、整理分析资料

3、撰写总结报告，进行检查、评估、

验收

4、展示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结题工作

六、研究条件

1、制度保证：幼儿园附属于苏州外国

语学校，学校秉承现代化的教育管理思想、

特色鲜明的办学思路，为本课题的成功实施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坚持以教育科研为

先导，有专门的教科室及科研人员，学校教

育科研制度完备，激励手段充分，能有力地

调动教师参与教科研的热情。

2、组织条件：苏州外国语学校是一所

办学形式开放多元、外语教学特色鲜明、注

重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现代化学校，学校拥有

一大批高学历、高职称并高度敬业的师资队

伍，教学质量优异；课题组长周瑶园长曾主

持过苏州市教育科学规划“九五”课题“艺

术教育与幼儿审美能力培养”、“十五”

课题“幼儿合唱教学实践探索”的研究、

“十一五”课题“多元文化主题活动的实践

研究”，“十二五”课题“幼儿园绘本阅读

的实践研究”，并有多篇论文先后在省市级

刊物发表或获奖，具有丰富的课题研究经验

和课题研究理论基础。课题组主要成员的老

师都参与过苏州市“十一五”课题和“十二五”

课题的研究，并有多篇论文获奖或发表，具

有较强的教科研能力。幼儿园“十一五”和

“十二五”期间，全体老师参加过“幼儿园

多元文化主题活动的实践研究”课题和“幼

儿园绘本阅读的实践研究”课题的研究，为

教师们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从而形成了

一个实力较强大的课题研究队伍。不仅如此，

我们在课题方案确定之前，已经积累了一定

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这样为课题的启动、运

行、深入、成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研究设备：幼儿园专门用于教育科

研的数码摄像机、数码照相机，同时有专门

的人员从事电教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以确

保课题研究的现代化运作，提高了课题研究

的效率和质量。

4、研究经费：苏州外国语学校始终坚

持科研兴校战略，不断加大对教科研工作的

经费投入。学校领导一向重视幼儿园的工作，

能够提供课题研究所需要的经费支持。

《中英普通高中化学课程和
教材的比较研究》开题报告

 ■ 执笔： 庄凌    

一、研究背景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科技的

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科技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而人

才的培养又依赖于科学教育。我国每年有几

十万学生出国留学，国内很多中学也都开

设了国际课程，这为国内外课程和教材的比

较研究提供了便利。随着国家的日益开放，

国际交流日益增多，中国的中学老师也需要

通过国际课程的研究进一步开拓视野，了解

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优质的课程

教材，研究结果既可以为我国课程改革提供

必要的参考和借鉴，同时也可以为国内教师

日常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更多的参考资

料，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多样化的平

台。

二、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课程：

广义的课程是指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

选择的教育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它包括学

校老师所教授的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计划

的教育活动。狭义的课程是指某一门学科。

本课题的“课程”属于狭义的概念。

教材：

教材的概念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

的教材指的是教师和学生在课堂内以及课堂

之外所使用的一切和教学有关的资料，比如

课本、课外读物等等，只要是可以增长学习

者的知识或者发展其技能的资料都属于广义

上的教材。狭义的教材即教科书，也就是我

们平常所说的课本，指的是根据国家教学大

纲或课程标准的要求编制的教学用书。狭义

的教材需要经过教育主管部门严格的审定，

并经试用和修订之后才能进行推广使用。本

文标题中的“教材”指的即是狭义的教材。

比较教育学：

苏州高新区“十三五”立项课题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B%AD%E4%B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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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工作室课题研究
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教育的学

科。以比较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研究当代

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

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为教育改革提供启示。

比较教育学常用的研宄方法有文献法、调查

法、比较法、分析法等。在研究的过程中，

要根据研究的对象以及研究目的，选择合适

的研究方法，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三、本课题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国内外教育教学的比较研究近年来成为

教育界的研究热点，涉及课程大纲、教材、

科学实验、评价方式等方面，涉及的国际课

程有 IB、AP、A level 等国际主流课程，但

大多数为高校教师或研究生进行的基于比较

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本课题的研究者都在

中学一线从事国内、国际课程的教学，很多

老师教学经验丰富，长期从事国内外课程的

教学和研究，因此可以从理论和实践教学层

面对中国高中化学课程和英国剑桥 A level

化学课程从课程目标、要求、实施、评价等

多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教材选择方面，

国内以苏教版化学教材为基础，国际课程选

取最新版的英国剑桥大学官方推荐 A level

教材，从教材的章节编排、整体设计、习题、

插图、概念的引入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涉

及面广，工作量大，但对于系统理解不同国

家的高中化学课程的教学理念、课程实施和

评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课题的研

究成果对于国内高中化学教材的编写，教师

的备课资料的丰富，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将产

生积极意义和影响。

四、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研究目标：

本文主要通过中英两国高中化学课程和

教材的比较研究，深入探究两国高中化学课

程各自的特点，既可以发现国内课程与教材

的长处，同时通过借鉴别国课程的优点为国

内课程改革和教材编写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

鉴，促进国内高中化学教育教学水平的不断

提升。

研究内容：

以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和英国剑桥 A 

level 课程标准为参考，从课程基本理念、

设计思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评价方式

等进行两国课程体系的系统比较研究。

在教材选择方面，国内以苏教版化学教

材为基础，国际课程选取最新版的英国剑桥

A level 教材，从教材的整体设计、章节编

排、习题、插图、概念的引入等方面进行比

较研究。

五、研究的思路、过程与方法

研究思路：

首先进行两国高中化学课程宏观层面的

比较研究，涉及课程基本理念、设计思路、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评价方式等，在此基

础上结合两国代表性高中化学教材从整体设

计、章节编排、习题、插图、概念的引入等

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关注课程教学理念、目

标如何体现在教材编写的大处和细节。

过程与方法

1. 文献研究：查阅相关的书籍、论文、

教材等一手资料。

2. 调查研究：对部分中学教师

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

课程和教材使用的反馈和评价。

“9 月 25 日下午，苏州高新区中学英

语杨宇学名师工作室举行了“基于标准的

有效教学”研修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苏

州高新区教研室的大力支持。活动在苏州

外国语学校成功举办并圆满完成任务。参

加本次活动的人员有苏州高新区中学英语

杨宇学名师工作室的全体成员、苏州外国

语学校英语教师和苏州高新区各高中校的

英语教师。本次活动特邀江苏省特级教师、

苏州市教师发展中心主任胡明老师作为指

导专家，全程指导研修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研究课和讲座两部分。

苏州高新区第一初中徐姗姗老师和江

苏省苏州实验中学严玲玉老师分别执教了

“‘学本英语’5C 模式下的视听说教学”

初、高中研究课。两位老师以 5C（Connect-

Construct-Contemplate-Continue-Create） 为

框架，分别以电影格列佛游记及阿甘正传为

素材，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版）中所提出的英语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以

听、说、读、看、写等方式理解和表达意义

的语言能力中的“看”融入课堂教学，让学

生在“看”的基础上融合视听两项基本技能，

最后强化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增强学生的思

维品质，给新课标背景下的视听说教学探索

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课堂教学精彩纷呈，令

人印象深刻。

 

图 1  徐姗姗老师在上课中 

图 2  严玲玉老师在上课中

图 3  工作室成员观课中

 在课堂点评环节，苏州外国语学校课

程研发中心主任阳瑞颖老师对徐姗姗老师

的课进行了点评，她认为这节课以“学本

英语”5C 模式为教学框架，设计精巧，思

路清晰，内容丰富，教学过程中的学生互

动模式紧凑、高效，十分有利于促进学生

间的合作学习，给视听说教学打开了新视

角。

胡明主任对严玲玉老师的课进行了点

评，认为本课教学条理清楚，教师注重循

循善诱，学生的表现也非常出色。胡主任

“ 学 本 英 语”： 基 于 标 准 的

有 效 教 学 研 修 活 动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D%93%E4%BB%A3%E5%A4%96%E5%9B%BD%E6%95%99%E8%82%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D%93%E4%BB%A3%E5%A4%96%E5%9B%BD%E6%95%99%E8%8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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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坛新秀名师工作室

高度评价了严老师视听环节填空题目的使

用以及问题设计的有效性，能让学生切实

参与视听说活动。

图 4  徐姗姗老师介绍教学思路

  

图 5  苏外阳瑞颖主任做点评

 

图 6   严玲玉老师介绍教学思路

 

图 7    胡明主任做点评

通过这两节研讨课，工作室学员和其

他听课教师对“学本英语”5C 教学模式在

视听说课上的运用有了新的体会和进一步

的理解，促进了“学本英语”5C 教学模式

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推广应用。

在讲座环节，胡明主任为大家做了《基

于标准的有效教学》专题讲座。胡主任通过

梳理新课程标准、引介有效教学的最新研究

成果和介绍自己的教学理念，从熟悉课程标

准、进行有效教学、提升语用能力三个方面，

既高屋建瓴，又通俗易懂地阐述了“基于标

准的有效教学”理论与实践，提出了很多切

实、可行、高效的教学策略，为参会人员提

供了一顿既高大上、又接地气的学习大餐。

图 8  胡明主任做专题讲座

最后，杨宇学老师进行了总结性发言，

建议学员们认真、深入的学习胡主任的讲

座所提出的新理念、新方法，将抽象的理

论具体化、项目化，落实到具体教学实践

中去。杨老师根据今天的活动情况，结合

胡主任的讲座，提炼出了 10 个话题供工

作室成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图 9 杨宇学老师做总结发言

在本次活动中，工作室成员可谓收获

颇丰。让我们在通往做明白的教师路上不

断昂首前行！

一、基于“家国情怀”的试题与
教学活动设计

在有关“中国古代王朝社会救济和优抚

措施”的试题设计方面，前人已有所涉猎。

例：（2016 年全国新课标 3 卷文综历

史 4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  社会救济是中国古代历朝实施

“仁政”的重要内容，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

明初设养济院收孤苦无靠者，按月发口粮。

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

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

不收养者，杖六十。”这正是正律中首次纳

入社会救济保障条款。清代的法律也有关于

社会救济的规定，主要有灾荒救济，高龄老

人养赡，设栖流所以收养流浪贫民，孝子节

妇贫苦者救济，贫穷读书人救济等。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

材料二  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后，偷盗者、

乞讨者等日益增多，社会不安定因素急剧增

加。1601 年，英国颁布济贫法。救济方法

因类而异，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者，在家接

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

到一定年龄时送去做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

狱或送入教养院。1834 年，新济贫法规定，

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必须进“贫民习艺所”，

才能得到救济，而那里的条件比最低工资收

入的自由劳动者还要恶劣得多。

——摘编自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

来与发展》

问：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明清时

期救济制度和英国近代济贫制度实施的共同

目的，并指出其救济方式的异同。

这两则材料分别描述了中国古代的社会

救济和英国近代的社会救济措施，通过引用

具体的赈灾救济措施展现历史事实，通过阅

赵慧敏，高中历史教师。2015 年毕业于苏
州大学。在校期间，获得 2015 年全国历史
师范生大赛讲课组三等奖，2015 年苏州大
学优秀实习生。从事教学工作以后开设区
级公开课《祖国统一大业》和全国外语学
校年会公开课《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
侵华》，在《中学历史教学》2018 年第 6
期发表论文《初论家国情怀的培养》。

立德树人，家国情怀的培养
——以“中国古代王朝社会救济与优抚”

试题与教学活动设计为案例

 ■ 赵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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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明清时期救济制度和

英国近代济贫制度实施的共同目的是救济弱

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对于政权的认

同感。他们的救济方式几乎都是由政府主导

设置救济机构并进行立法保障，并且因类而

异。只不过英国的救济对有劳动能力的贫民

带有惩戒性质；中国救济制度体现了中国的

传统文化。

教师通过上述两则材料，引导学生认

识 :两国政府在救济与赈灾时的细致人文关

怀和善良的人道主义，并分析得出不管身处

何时何地，弱者是无处不在的，培养学生的

善良美好的人格和坚定不移的社会责任感，

这就是“家国情怀”在这一题教学中的反射，

这两个美好的品质能够对学生的人格养成和

人际关系甚至是学习生活都能产生积极的作

用。

在有关“中国古代王朝社会救济和优抚

措施”的教学活动设计方面，可以做如下设

计：

活动主题：探寻中国古代王朝的社会救

济和优抚措施中的密码

活动目标：

1、通过查找收纳中国古代王朝的相关

社会救济和优抚措施的过程，形成查阅与整

理资料的能力。

2、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以史实为例，

通过将中国古代王朝社会救济与优抚主张的

分类，分析演变的趋势以及核心特征。

3、通过感知这些理念与措施，在阅读

史料与自我总结中培养善良美好的人格和崇

高坚定的社会责任感，即家国情怀。

活动过程：

1、将学生按照不同的社会救济主张分

成若干个小组。分别是“社会大同论和养老

慈幼措施”、“社会互助论和邻里互助措施”、

“仓储后备论和仓储赈灾措施”、“社会救

济论和居养机构的兴办”、“官员致仕与退

休优抚措施”，分别梳理这五个方面的有关

内容。

2、各组制定具体研究计划，明确分工；

分别搜集和研读有关史料，如阅读与研究主

题有关的论著，利用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等。

然后进行资料整理，形成报告并展示。

3、小组间互相讨论并提出疑问，在讨

论的基础上对研究报告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

充，

 最后形成成果。

活动补充：本次活动是对“中国古代王

朝的社会救济和优抚措施”相关史料的研读

与整理补充，使学生在增强史学研习能力的

同时感知到这些措施中的人道观和社会责任

感。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今社会的救济与优

抚提出自己的见解与想法，培养“家国情怀”

这一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并且在活动后由学

校组织进行一些社区或社会义行。

二、“家国情怀”的概念的理解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

仍然将“立德树人”作为历史课程的根本任

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使历史教育

成为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途径。[1] “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

具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对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的情感，以及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

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学习和探究历史应

具有价值关怀，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注现实

问题，以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

社会的进步为使命。[2]《大学》云：“一家仁，

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

一国作乱”[3]，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关注“立

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必须以“家国情怀”

这一可精不可泛的核心素养为基础，那么“家

国情怀”在新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在这五大

素养中地位就显得尤为突出。

三、新增“中国古代王朝社会救
济与优抚”等内容带来的惊喜

依据新版课程标准，原有的高中历史课

程内容结构将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将《中

外历史纲要》合成通史，作为学生的必修内

容，将原有的必修的三本内容另列成选修模

块，并在选修 1模块中增添了类似法律与教

化、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货币与税收、基

层治理与社会保障等内容。相对于原先一直

重合的有关“家国情怀”这一核心素养形成

的比较老旧的教学内容，这些内容显然给了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在基层治理与社会

保障这一章节内容中，新版的《课程标准》

明确规定要求学生知道中国古代王朝社会救

济和优抚方面的重要措施，并且现代社会保

障制度的产生及其实行情况。这实在给人一

种耳目一新的冲动。

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是极其珍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

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因此，“家国情怀”作为重要

的中华精神既有它的历史价值，又有它的新

时代生命力，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记得某

场战争的意义，某个革命的精神，而是宁缺

毋滥，将其中的精神内核传递给学生，以期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历

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2018 年，第 2页。

[2 ] 同上，第 5页。

[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

中华书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

1980 年，第 16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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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二语习得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可以

分为三类：强调外在语言环境作用的理论、

强调语言习得先天性的理论和强调内在语

言习得机制和外在语言环境因素相互影响

的理论。传统的环境论是以行为主义理论

为基础的，认为语言习得取决于外部环境，

语言习得是一种行为形成的过程。20 世

纪 60 年代以后，大部分研究者对语言环

境在语言习得中所起作用的看法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先天论”成为主流理论。

至 20 世纪 80 年代，在对“先天论”进一

步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交互式学习理念

开始兴起。本文尝试简述交互理论的发展

过程，进而分析交互式教学对二语教学的

启示。

2. 交互理论的发展

从广义上讲，交互包括不同心智间的活

动和个人内心的活动 [1]。交互既可以是指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是发生在人内心的

个人心理交互。

2.1 描述性研究阶段

交互论研究的开端始于 Wagner-Gough 

& Hatch 在 1975 年和 Hatch 在 1978 年发表

的两篇文章。随后，Hatch[2] 提出了语言输

入和交互作用对二语研究的重要性。Long[3]

提出了交互假说，这是对于科拉申假说的一

个肯定，也就是说，可理解性输入的途径是

促进二语学习的先决条件，二语学习者更容

易通过交互特点理解语言输入。贾冠杰 [4]

在对两者的区分上也做出了解释，他认为

Long 更注重修正在交际中的重要性。直到

交互理论的发展与交互式教学在外
语教学中的应用

 ■  初中部 路增依

 路增依：初中英语教师。2017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
苏州大学。在校期间，获得国家二等奖学金，发表论
文若干。从事教学工作一年多，在 2017 外国语年会
上，开设 EIM 校本教材公开课《Fortune Telling》，
在 2018 年一师一优课评选中，《A brave young man》
阅读课获得市优。

摘要：交互理论是二语习得理论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理论，它强调了人与环境、人与人和学习
者本身内心的交互。语言学习离不开师生之间的互动，交互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外语教学有
着深远的影响。本文简单介绍了交互理论发展的过程，并针对其中的社会交互理论，为外语
教学提出了一些启示。
关键词：交互理论、交互式教学、外语教学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者都更关注与可理解

性输入的假说，对交互理论主要是一些描述

性的研究。交互假说认为，意义协调促进了

二语学习者语法知识的习得 [4]。

2.2 解释性研究阶段

从 1996 年开始，Long 对交互假说提出

了修改，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这一

时期，研究者大多开始关注纠正性反馈在

课堂中的影响，其研究重点都落足于重铸

（recast）。Smith 和 Ortega[5] 探索了计算

机为中介的交互作用。目前，交互理论研究

试图研究二语学习者如何理解、处理包括使

用语言，还将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作为研究

内容，这样与语言教学研究也紧密联系了起

来 [4]。

2.3 社会认知交互论

社会认知交互论不同于社会交互论，区

别在于前者囊括注意、输入、输出以及正确

反馈。Mackey & Polio[6] 认为，社会因素

包括动机、反馈的频率、输出的意愿、学习

者对语言的注意力等。认知因素则包括工作

记忆、发展水平、反馈、注意等。

注意是交互论的核心之一。在自上而下

的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注意大多集中于语

言形式；在自下而上、一个相对隐性的发展

过程中，学习者更多是关注意义而非语言形

式 [7]。

反馈是交互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

Lyste 和 Ranta 的观点，我们大致可以把纠

错性反馈语归结为三种：直接反馈法、重铸

法以及形式协商法。直接反馈方式也叫明确

纠正法，指的是教师明确指出学生的回答是

错误的并给出正确答案。重铸指的是教师或

本族语使用者在保持学习者话语意思基本不

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句子的一个或多个组

成部分（主语、动词或宾语等）而重新陈述

学习者的句子。形式纠错法又可细分为四种

类型：诱导法、元语言信息发、澄清式请求

法和重复法。诱导法，即教师通过一些方法

诱导学生纠正自己的语言错误；元语言信息

法，即教师提供评语，让学生查找自己的语

言错误；澄清式请求法，即教师要求学生澄

清自己话语中的语言错误；重复法，即教师

用声调重复学生的语言错误，要求学生纠正。

可以说教师对学习者所犯错误进行纠正的过

程，就是综合运用这三种纠错性反馈方式的

过程，也是对多种情况和因素综合考量的过

程。

输入是交互论的另一个核心成分，输入

在很大程度上非常明显地受到社会语境的影

响。仅有输入对语言习得来说是必要，但是

不充分的，交流能使输入更容易理解 [4]。 

输出在交互论中也必不可少，学习者主

要以口语形式产出，我们不难发现这与社会

环境有着显著的关联，其中的关系复杂交互。

许多研究者认为在产出、理解、意识上的任

何小的变化都标示着学习 [4]。

3. 交互式教学法在外语教学中的
应用

二语习得交互论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学

习理论，它是集认知和社会理论为一体的动

态理论，因而在外语教学上，也有其独特的

影响力。

3.1 交互式教学法定义

交互式教学法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由 Wilga Rivers 提出，她认为学习与教学

是一种交互活动的过程，教师为学习者创设

运用语言的场景。交互式教学法改变了原有

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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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学习者积极参与的“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课堂模式。教师由控制者转变为参

与者的角色，从而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

3.2 交互式教学法的特点

交互式教学法强调学生是语言学习的主

体，教师的作用不再是讲解语法知识，而在

于为学生的语言学习创设各种情境和机会，

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学生不

是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教科书内容，而是

带着一系列问题自己阅读、思考、组织语言，

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交互式教学法的特点是具有多元互动

性，课堂变成了一个学习者交流互动的平台，

每个学习者都主动参与活动，教师也从控制

者转变为参与者，通过多样的教学方案，师

生协商，因材施教。

交互式教学法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

交际能力，以交际活动为课堂的主要方式，

让学习者在真实、自然的语言环境中运用语

言知识。在此过程中，教师不应把注意力放

在学习者的语言错误上，急于纠错会打击学

习者的积极性，要鼓励其大胆交流，共同研

讨。

3.3 交互式教学法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在交互式教学中，教师的主体地位被动

摇、甚至被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完

全在课堂中失去了作用，除了传播知识、组

织活动，教师更重要的角色是管理者、鼓励

者、参与者和监督者 [8]。从教学内容的制定

到课堂教学形式的确定，教师都要针对学习

者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认知能力，甚至

是性格特点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合理的安排。

Rivers[9] 指出，交互不单是信息的接收和

发出，而应该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交互出现

的前提是对交流活动的兴趣。

在课堂教学中，只有师生相互作用，才

能既使教师作为思维引导者，又让学生真正

有效地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因此教师要引

导学生自己探究英语教材中的疑难点，寻求

有效的解决途径，给学生留出进一步思考的

余地和创造的空间，教师还可根据学习内容

拓展课堂容量，设计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引

导学生通过概括、分析、推论和假设等高级

思维活动，建构与之相关的知识网。教师应

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使教学氛围宽

松，使学生有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在

教学实践活动中，通过课堂教学实践，设置

与教学内容相符合的英语情景，

教师可多采用贴近生活实际且幽默生动

的例句，结合多媒体形式来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鉴于学生之间在知识、能力上存在的

差异，教学要层次分明，依据学生的个体差

异分配学习任务，做到因材施教，使所有学

生都有所收获。

Rivers[9] 指出通过交互，“当学生听或

读真实的语言材料时，能增加他们的语言储

备，甚至是同伴的讨论、幽默短剧，共同解

决任务、对话等的语言输出也能增加他们的

语言储备。学生们可以利用他们所拥有的语

言进行真实的交互，即使在初级阶段，他们

也能用这种方式学会应用语言的伸缩性。”

经常采用的小组互动模式为两人协作活

动和小组活动。两人协作是一对一的伙伴互

动，适宜深入的教学活动，需要活动一方监

测另一方语言练习的准确度与流利度；小组

活动则是指由 4 到 6 人组成的一个小组，

通过合作共同完成一项学习任务，适合在导

入专题、观点时，让小组收集相关的信息。

小组互动过程其实就是学生共同学习的过

程，学生之间的交流可以帮助学生扩大知识

输入的渠道和提供更多练习英语的机会，交

际的真实感也更强。

另外，多媒体网络交互式教学改变传统

教师单纯讲授课本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根

据学习任务从媒体中获取信息并进行加工处

理，同时通过超链接的方式将多种媒体有机

地整合在一起，这对学生提高语言综合运用

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多媒体网络交互式教学

使学生的探究能力及对资料的筛选能力得到

了提高，学生通过集体讨论，分享各自初步

的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深化研究，加强了

英语的组织表达能力、思考辨析能力、交流

沟通能力等。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多媒体

信息表达能力都得到了有效的加强。多媒体

网络交互式教学把语言教学真实化，课堂教

学社会化，利用多媒体高效的集成环境，让

学生从多个层面接触内容广泛的材料，并在

综合运用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的过程中，加

深对语言文化的理解，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4. 结语

课堂互动是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

领域。如何应用课堂交互活动的巨大优势，

在课堂上营造真实有意义的言语交流氛围，

让学生们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促进他们语

言习得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深思并进行细致研

究的问题。努力提高英语课堂的交互性将会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以一种主动

的姿态投入到语言学习之中，真正地成为课

堂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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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语新课程标准，小学阶段开设英

语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情

感、形成英语语感、最终使学生具备用所学

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这就注定了英语教学

活动要注重这三个要点：兴趣+情景+活动。

对于小学高年级学生来说，他们已经初

步形成了语感，打好了语音语调的基础，接

下来就要训练知识性任务向实践型任务的过

渡，培养语言运用能力。语言具有丰富的文

化内涵，英语学习中有许多跨文化的因素，

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英语的学习和

使用。因此通过原汁原味的阅读材料渗透文

化背景，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显得尤

为重要。 

笔者于 2007 年 9 月开始参与了“中国

基础英语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课题实

验，八年来，笔者一直不停探索如何教授中

国的小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推进素质教

让原版阅读教材成为英语学习的摇篮

——《典范英语》在小学高段英语阅读教学中的

探讨与实践

 ■ 朱佳  

【摘要】好的英语是“读”出来的。英语作为传输信息的重要工具之一，一个人英语阅读
能力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他吸收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本文笔者主要从《典范英语》的教学
研究出发，介绍这本原版教材、分析原版教材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并
提出教学中的策略。
【关键词】 阅读；典范英语；高年级；策略

朱佳 , 小学英语教师，从事教育工作 13 年。她活泼
开朗，热爱教育，擅长将学生带入纯英语情境，课
堂活泼有实效。多次参加区市国家级教学比赛，曾
获“一师一优课”部优称号、高新区基本功竞赛一
等奖、高新区评优课一等奖、苏州市评优课二等奖、
培生朗文赛课全国二等奖；她深知理论联系实际才
会获得更大进步，她积极主持课题研究、撰写论文，
获得市教师素养大赛三等奖、区教科研优秀个人二
等奖、并主持区级课题“在全人教育背景下，《典
范英语》对小学生思维品质塑造的研究”；她还积
极组织学生参加各项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锻炼自
己、提高英语水平，并辅导多名学生在市级、省级
比赛中获奖。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质，也是她的幸福！

育进程，并掌握英语学习技巧与方法。实

验中，笔者一直使用《典范英语》（Good 

English）这套书，鼓励学生模仿纯正语音；

拓展学生知识面；渗透英国本土文化；感受

互助友爱的情感氛围。

首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典范英语》它是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组织多位儿童阅读教育专家 ,经过二十多年

不断研究及发展而出版的阅读教材。这是一

套针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学龄前及小学孩子培

养阅读兴趣的寓教于乐的儿童英语读物。包

括了故事、诗歌、有声读物和互动游戏等各

种对孩子们充满吸引力的内容。弘书阁教育

引进版权 ,把该教材命名为《典范英语》

其次，它对小学高段学生的学习
有哪些作用？

笔者在小学低年级英语教学中经常强调

兴趣的培养，因为小学低年级学生初接触英

语，会对第二种语言有惧怕，并且自控能力

不够，很容易因为惧怕而产生厌学的心理。

但是，高年级英语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更加

重要。高年级学生已经有了一些英语基础，

他们不会过份惧怕英语的表达。高年级学生

心理发育到了一定阶段，他们所拥有的英语

能力已经不能够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就

像“茶壶里的饺子”，想表达却表达不出，

想表达却表达不明确。所以，他们对于读物

的要求更高，如果课文还处于问路、买菜这

种日常交流阶段，很难让学生主动期盼去学

习、去阅读，所以教材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

了。《典范英语》分为 1-16 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主要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第二至五阶

段教授阅读技巧；第六至十六阶段让孩子透

过阅读学以致用。其中，2-5 阶段就非常适

合小学高年级学生，在 8年的教学研究中，

我发现《典范英语》在高年级学生的英语学

习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激发兴趣 具有更强的可读性

《典范英语》（1-6）成功塑造了几个

活泼可爱的核心人物形象，贯穿教材始终，

备受孩子喜爱。《典范英语》（7-10）根据

学生的心理特点，精心创作了一个个引人入

胜的故事，均出自名家里手，涵盖童话、人

物传记、世界名著、英美文学经典等，堪称

一套英语小“百科全书”。 Biff, Chip 一

家、Wilf, Wilma 一家的各种生活经历带学

生走进真实的英伦生活。书中的故事非常贴

近生活，“Hiccup”一文中 Kipper 打嗝了，

大家如何用各种方法帮他解决？学生直接代

入角色，仿佛自己也在出谋划策一般；就是

说有的时候就像是讲述一次旅游经历，Biff

一家去森林里野餐，因为帮助逃跑的鹰隼而

忘记了在烤的鸡腿，最后这些鸡腿都焦了，

但大家依然很开心。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乐

于模仿、善于表演，在锻炼英语的同时收获

了乐趣。

二、 短

句重复 轻松

自然习得语

言

单 词、

句型、语法

知识是学习

英语的基础，

到了小学高

年级，我们

经常要求学

生背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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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课文，学生会觉得枯燥无聊惧怕。而本书

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单词、句型、语法只是等

在故事中不断复现，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温故

知新，而且有助于学生在故事中轻松、快乐、

自然习得英语。

因为都是讲故事，本书中都是过去式，

笔者在教授过程中不强调过去式，但是学

生在表达的时候都会很自然的用过去式来复

述，这才是语法运用的良好途径。书中地

道的语言的重复出现让学生非常自然就会

运用了，比如书中 magic key 开始工作的

时候”The magic key glowed.”获“The 

magic key was glowing.” 学生能非常自

然的切换过去式和过去进行时。表示不开

心时，多用”I’m cross.” ”I’m fed 

up.”来表达；在玩游戏，出发前，通常中

国的课本里都使用 “It’s time to go.”

但在本书中却一直出现 “Off you go.”;

修理东西不全用 mend 而用 do it up. 在持

续的学习中，学生自然而然习得了这些地道

的英语，而且也非常习惯用这些语句来表达。

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在与外国老师沟通交流的

时候，学生们大胆发言、与外教交流顺畅、

外教也赞学生的语言地道，可以用英语思维

自然流利的与人沟通。

三、思维启迪 需要深层次的思考

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天生好奇，喜欢

探索。青少年则处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成形的关键时期。教材深谙学生心理，让

儿童驰骋于充满探险和富有想象力的故事世

界，让青少年浸泡于世界文学经典的海洋，

心智得到了启发，心灵得到了启迪。所以有

些故事又不局限于日常生活琐事，会掺入想

象的成分，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魔法钥匙

（magic key）引发的幻想故事（时光穿梭）。

文中有许多冒险故事，文中有一把魔法钥匙，

这把钥匙能把孩子们带到不同的魔法世界。

魔法是很符合小学高年级孩子的认知和理解

水平的，他们自以为自己长大了希望自己像

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做自

己爱做的事情，但同时他们还是幼稚爱幻想

的孩子。“Kipper and trolls”故事里的

Magic key 把他们带到 Trolls 的世界，让

孩子们和丑八怪们一起生活，通过肮脏的指

甲和食物是多么的恶心切实体会到我们要好

好的讲卫生；“Cave Adventure”把孩子们

带到精灵的世界一起去挖宝藏，了解宝藏终

有一天会被挖完，那时我们该如何生活？进

一步体会到环保的重要性。这些幻想故事也

给了孩子们很多启迪，不仅学到了很多历史

知识（譬如圣经故事、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

人的生活和历史背景等），还在人性方面给

孩子们给以情感的冲击。

最后，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策略？

1、明确目标 帮学生预习学习

什么叫“帮学生预习呢”？为了保持学

生对故事的喜爱和好奇，笔者认为提前让学

生预习是没有益处的，如果学生预习了，提

前知道了故事梗概，他们的思维就容易被课

文中的文本限制。而《典范英语》这么好的

图片，图中有许多可以观察和理解的东西，

可以让学生习得更多。所以，我不鼓励学生

预习，我来预习。为让学生真实的了解英语

语言所处的语境，我提前读图、分析图片和

文本、设计问题，我还提前学习了许多课外

知识，如人文，地理，科学等。除了教授学

生，我自己也学习到很多。

2、阅读观图 提高观察思维力

《典范英语》是由一幅幅图组成的故事，

那么理解图意就是阅读的第一要求，如何帮

助学生理解图意呢？每节课，我都会把课文

图片放在 ppt 上，再把图片中关键的地方用

笔圈出来，读图判断、读图回答问题、读图

填空、读图讨论、读图表演等等都是课上常

用的环节，此环节培养了学生的观察力，也

让学生不拘泥于书本上的唯一答案，讨论后

再回归书本。通过观图，展开想象，不是为

了学习那几个单词和句子，而是为了让学生

养成用英语思考、表达的能力。

3、情境想象 增加故事代入感

高年级学生普遍喜欢本书中的冒险，因

为冒险符合此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征，能让

孩子产生代入感，如何还原故事情境，是我

一直探讨的。平时，我使用比较多的是通过

图片、道具、视频、表演，带着学生一同进

入故事，学生反响热烈积极。

4、合作探究 团队合作能力优 

老师只是课堂上的引领者，学生才是课

堂的主人，高年级更加如此。高年级学生能

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会合作、交流，学

会团队合作非常重要。我把班级分成了 6个

固定合作小组，组内分组长、记录员等，每

节课上至少设置一个任务给学生们合作完

成：有合作讨论、合作完成展示、合作演讲、

合作表演、合作辩论等形式。由组长牵头，

大家集体合作，训练了一段时间以来，学生

的团体合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分工明确，

精彩展示，组内的个人能力也有了极大的提

高。

5、创意板书 学生复述有内容

故事学完了，学生习得了语言，如何输

出英语？如何将所学的所用呢？我要求学

生用自己喜欢的句型短语进行自我造句或表

达。让学生对自己最喜欢的章节或片段，进

行重新复述，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进步的乐趣

或获得新的知识的喜悦，不断激发他们的学

习动力和学习自主性。    

如何培养好的 story teller 一直是笔

者致力做的。复述故事是最好的方法，而在

课上最有效的就是通过板书来帮助学生讲故

事。板书切记长多乱，条理清晰、关键字、

通过时间、故事情节等来把故事分段落，帮

助学生记忆是非常有效的。

创新作业 思维情感双提高 

语言是一门艺术，除了文本知识，应该

更注重对学生心智、个性、情感和人文素养

的培养。《典范英语》就是这样一本好的教

材。除了课上的引导，我还利用课后的时间，

创新课后作业，升华学生情感、提高学生的

人文素养。

英语阅读教学中注意要授之以法，把学

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仅仅传授知识是不够

的，要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的能力，

更要增加语言实践量，延伸英语阅读空间，

拓宽阅读内容视角，摆脱传统的英语阅读教

材的束缚，以提高学生的能力素质。总之，

好的阅读教材、好的阅读方法会“读”出好

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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