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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使命 深入贯彻落实《督导意见》

□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市教育局总督学 罗仕金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

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

下简称《督导意见》），这是建国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个聚

焦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纲

领性文件，是我国教育督导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广大教

育督导工作者要勇于担当使命，深

入贯彻落实《督导意见》，自觉履职

尽责，完成《督导意见》部署的各

项教育督导重大改革任务，全面提

高教育督导工作水平，更好地护航

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

一、明确教育督导改革的方向

和新目标，大力创新

《督导意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着

眼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全面完善教育督导体制机

制，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教育督导

“长牙齿”，着力解决在“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结果运用、督学队伍”

四个方面普通存在的督导机构独立

性不强、督导结果运用效果不好、

教育督导权威性不够、督学队伍建

设弱化、督导定位不准既当“裁判

员”又当“运动员”等问题，对教

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设计

和全面部署，是新时代教育督导工

作总的指导和基本遵循，为新时代

教育督导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明

确了新目标。

（一）指明改革方向。教育督导

体制机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紧紧围绕确保教育优先发

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

不忘“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以优

化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强化

结果运用为突破口，不断提高教育

督导工作质量和水平。

（二）明确改革目标。通过全面

深化改革，着力构建“全面覆盖、

运转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制

机制。在督政方面，聚焦省、市、

县三级政府及其部门履行教育责任，

构建对地方三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

的分级教育督导机制。在督学方面，

聚焦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建立国家

统筹制定标准、地方为主组织实施，

对各级各类学校实现全覆盖督导的

工作机制。在评估监测方面，聚焦

为改善教育管理、优化教育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建立教育督导部门统

一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

监测机制。

（三）加大创新力度。要完成改

革任务，建立完善新的教育督导体

制机制，肯定要破除背离新时代的

制度藩篱，必须要进行“自我革

命”。在完善教育督导机构设置、全

面落实教育督导职能、充分发挥教

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作用，在建

立健全“督政、督学、评估监测”

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在完善

报告、反馈、整改、复查、激励、

约谈、通报、问责等8个制度，强化

教育督导权威性和严肃性，在配齐

配强督学等改革工作中，要大力推

进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方式

手段创新，以适应新时代教育督导

工作的要求。

二、掌握教育督导改革的新举

措，牢记新使命

坚持问题导向，力争取得重要

突破。《督导意见》紧扣教育督导在

“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结果运用、

督学队伍”四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力争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问责机制、督学聘用和管理机制、

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推动教育督

导改革取得重要突破，提出了 24条

针对性的措施，为我们教育督导者

下达了新使命。

（一）健全管理体制，强化机构

建设。主要是推动完善教育督导机

构设置，全面落实教育督导职能，

充分发挥各级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

单位作用，强化对地方各级教育督

导机构的领导，确保教育督导机构

能够独立行使职能。同时，明确要

求健全各级教育督导委员会工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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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晰成员单位职责，建立沟通

联络机制，形成统一协调、分工负

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完善运行机制，强化职能

建设。主要是建立健全“督政、督

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导体系，进一步

加强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督

导，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督导，

加强和改进教育评估监测，改进教

育督导方式方法。各级教育督导机

构和督学要强化程序意识，细化工

作规范，完善督导流程，使教育督

导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工作都有

章可循。

（三）完善问责机制，强化结果

运用。主要通过完善报告、反馈、

整改、复查、激励、约谈、通报、

问责等八个方面的制度，做到激励

与约束并重，强化闭环管理，强化

教育督导权威性和严肃性。各级教

育督导机构要严格执行督导报告公

开、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制度，要逐

项反馈被督导单位存在的问题，要

下达整改决定，提出并督促被督导

单位落实整改要求，在对被督导单

位政策支持、资源配置和领导干部

考核、任免、奖惩上注意了解教育

督导结果及整改情况，建立教育督

导与教育行政审批、处罚、执法的

联动机制，强化社会监督。

（四）优化督学队伍，强化督导

保障。明确要求配齐配强各级督学，

规定了督学配备与学校数的比例，

探索从退休干部、校长、教师中聘

任督学，提高督学专业化水平，严

格教育督导队伍的管理和监督，着

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

业务精湛、廉洁高效、专兼结合的

督学队伍。特别要求各级政府将教

育督导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明

确督学待遇报酬，保障教育督导工

作条件。加快构建教育督导信息化

平台，加强教育督导研究，确保督

导方式紧跟新时代要求。

三、贯彻落实教育督导改革举

措，担当新作为

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改革的

号角已经吹响。省教育督导办结合

全省教育实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组织学习宣传《督导意见》，推动全

省教育督导战线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改

革落实。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

导下，在省教育督导办的指导下，

认真完成改革目标任务，确保国家、

省教育督导的改革政策在我市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组织区县

教育督导机构和全市督学深入学习

贯彻《督导意见》，研究制定落实

《督导意见》和省上配套文件的具体

措施，细化分解各项改革任务，落

实工作责任，通过成员单位密切协

调，上下联动，积极争取市委市政

府和省教育督导办支持，确保各项

教育督导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切实

补齐我市教育督导管理体制、运行

机制、督导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短板，

全面提升教育督导工作水平。

（二）突出工作重点。围绕我市

教育全局工作和中心任务，围绕县

区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确保我市民

族地区三个区县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通过国检、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等三大重点教育督导任务，推

进教育优先发展。围绕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等，

积极开展督导，推动各级各类学校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围绕教育质量

监测、教育满意度调查，为我市教

育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三）强化督促指导。督促指导

区县人民政府健全教育督导机构设

置，加强教育督学队伍建设，理顺

管理体制，落实政府教育督导职能，

增强教育督导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加强对各区县、各成员单位承担改

革目标任务的管理，健全责任落实

机制和考核体系，强化跟踪督导和

工作调度，一项一项抓落实，一件

一件促完成，对执行不力的区县、

成员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四）注重宣传引导。积极通过

市县电视台、广播、报纸等传统媒

体和乐山教育微信公众号、微博、

QQ等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

宣传《督导意见》及省上出台的配

套文件。广泛发动教育督导成员单

位、全市督学撰写心得体会和研究

文章，提高其知晓率和参与度。引

导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刻领会《督导

意见》及省上出台的配套文件精神，

共同营造改革良好氛围。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之年，也是打造“教育督导

2.0”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保障教育优先

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

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工

作取向，全面完成教育督导任务，

为推进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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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际式探究课堂到以生为本的
五环节课堂教学蜕变

——沐川县初中英语20年教学研究回顾

□ 王 永

初中英语教育是学生英语学习

的关键阶段，是为未来的英语学习

奠定基础的学科，扮演着承上启下

的重要作用，具有其独特的重要性。

回顾我县 2000－2020年二十年的初

中英语教学研究，我们经历了两次

对教师初中英语教学理念和教与学

方式转变的两个阶段，从“初中英

语交际式探究型课堂教学研究”到

“以生为本理念下的五环节课堂教学

研究”；从关注英语知识与技能到关

注综合运用能力和英语核心素养。

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教师的教学

观念更新和专业发展，提升了学生

的基础英语能力。

一、交际式探究型课堂教学

2001－2010年，伴随着国家教

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和《国家英语课程标准（实

验稿）》的出台，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全面实施。基于长期的教学教研

经验和对县域内初中英语教学实际

的了解，我们一方面加强对教师的

教学观念转变，要求教师在课堂上

逐步实践和体现课程标准的要求，

另一方面加大教学常规的落实和教

材培训。基于相当的调研数据和区

域现实，我们由教师们相对比较熟

悉的（五步式）交际教学研究向交

际式探究型课堂教学研究转移。

交际教学的五步教学模式，即

Revision － Presentation － Drilling －

Practice－Consolidation，大部分初中

英语教师较为熟悉，我们试图将课

标要求与老师熟悉的教学方式进行

结合，融入探究性自主性学习，丰

富 presentation和 practice两个环节的

内容和形式，提高英语学习的趣味

性和参与性。

历经多年的努力和指导，教学

常规、课堂教学实效逐渐的有所改

善，学生能力在逐渐提高，英语基

础能力在逐步加强，探究型的课堂

活动多了，也成长起来了一些优秀

教师，如李永旭、刘兵、胡克平、

罗桂容等。教学研究、教师培养等

方面的探讨上也有了一些经验、领

悟和感想，2007年，《山区英语教师

素质的缺失与提高探讨》 发表于

《基础教育论坛》；2008年 1月，《初

中师生阅读现状》《高效英语阅读教

学的实施原则》 发表于 《英语周

报》；2009 年 4 月，《走自培之路，

求自身发展》发表于《英语周报》，

这些经验和感悟在一定程度上为下

一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以生为本理念下的五环节

课堂教学

2010－2019年，随着交际式探

究型课堂教学研究的深入，教师们

达成了一致共识：情境教学对初中

英语课堂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引

导学生探究活动大大有利于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初中英语课堂

教学呈现出学习效果良好转化和教

师教学水平提升的现象，同时也发

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学

生活动过程中的创造性生成性不够；

学生主体作用体现较差，自主与互

助欠缺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

新的思考：如何才能让学生深度体

验学习过程并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英语核心素养如何在课堂上真正落

地？结合改革形势要求和县域内启

动的生本教育课堂教学改革，以及

市级课题《生本课堂县域建构实践

研究》的开展，经过对问题的深入

分析和思考，我们转向“以生为本

理念下的五环节课堂教学研究”主

题。

（一）以生为本理念下的初中英

语五环节课堂教学主张

郭思乐教授提出的“生本教育”

认为，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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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者。其关注的中心和重点

是学生的学，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学

生学习和为学生学习服务。我们认

为，一方面要加强教师对“以生为

本”理念的学习，另一方面需要建

立一种课堂教学模式，走“育模－

建模－验模”的道路。教师“学

模－用模－出模”，有可参考学习模

仿的教学程式，在学用模式的过程

中再不断地进行培训和练习，把

“以生为本”的理念落实到教学的各

个环节中，最后达到灵活运用模式，

形成教师自己的教学特色。基于此

观点，我们确立初中英语课堂教学

模式“导－学－理－练－升”。我们

持以下认识：

1. 英语作为一种外国语言，靠

老师教是教不会的，必须要靠学生

主动的多学、多练、多用。初中英

语课堂教学，应激发学生主动参与，

发动学生积极思考，合作探究。

2. 通过不断的培训、研讨、实

践，教师可以在学模用模的过程中

不断加深对英语教学的认识和理解，

丰富对如何做到以生为本的体会和

感悟。有了一个操作模式，对部分

教师来说就有了一个可以模仿和实

施的程式参考，学其形，进而慢慢

地悟其神，实现由形似到神似的转

变。

3. 众所周知，自己悟出的、学

到的知识会理解得更深刻，记忆也

最牢固。因此，教学的各个环节，

都应尽可能的让学生先自主、合作

和探究学习，经历自身对知识的理

解和探究过程。英语生词、语篇预

习预理解，词汇用法互助探究、语

篇中的问题探究、语法规则探究等，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

能力，有助于学生形成自身的学习

方式。

4. 教师的“导”很重要。学生

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作用就是引

导、指导。教师的任务就是设置合

理的情景，组织学生参与学习和讨

论，引导学生思考，指导学生探究。

5. 评价应该贯穿学习过程的始

终。无论在课堂教学的哪个环节，

都应该灵活采取学生自我评价、生

生评价、老师多样化评价等方式。

（二）以生为本理念下的初中英

语五环节课堂教学内涵

初中英语“导－学－理－练－

升”五环节教学根据外语学科的具

体特点，立足本地实际，遵循“多

学少教，先学后教”的教学理念，

强调情景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倡

导先自主再互助后点拨。基本操作

流程可以是：（1）情景导入，激发

学生思维和兴趣，激发已知或与本

堂课相关的知识，引入新知，在情

景中学习生词、句型，感悟结构。

（2）新知学习。组织学生自主探究、

小组学习、听（说、读）等，通过

设置相关问题检测反馈学生学习情

况。遵循学生能解决的，要让学生

解决，老师要学会等待学会放手。

（3）知识梳理。重在解决学习产生

的疑难问题，理清知识点，解决模

糊点、易错点，构建知识框架。比

如英语对话或短文中的难句理解，

语言点解析，重要的语言结构用法，

语法归纳，文本的深层理解等。（4）
基础练习。指的是基于课本理解和

语言知识掌握的机械性的、模仿性

的练习，加深学生对词语、基本句

式、语言功能等基础知识的理解和

基本结构的把握，提高语言表达能

力，培养语感，增强记忆。（5）能

力提升。教师设计一些能巩固基础

知识，发展学生语言能力，促进知

识体系形成的任务，运用课堂教学

的基础知识去解决生活化的、开放

的实际问题，比如提升性的练习、

改写/新编对话、完成短文、写作等

等。

这五个环节不是固定的教学过

程，也不是每堂课都必须的步骤。

根据不同的学情、课型、教学内容，

可以运用五环节中的四环节，甚至

三个环节。每个环节不是完全独立

的，可以是互有交叉或包含。一堂

课可以有五环节中的任意几个环节

的循环，实际操作中不能生搬硬套。

比如第三单元语言运用，就可以是

“导－理－练（升）”三个或四个环

节。

三、五环节课堂教学成效

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和实践，

五环节课堂教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一是以生为本的理念得到了

普遍认同，学生自主合作、讨论交

流和展示的机会多了，学生表现更

自信，学生的主体作用体现更明显。

二是有利于后进生的进步。学生自

学、对学、群学和展示活动有利于

增强后进生的自信心，提高英语学

习兴趣。三是县域内教师整体教学

力有提高，表现在教学思路更清晰，

会更多地考虑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

习活动。尤其是有一定教学思想善

于反思的优秀教师的班级，比如罗

茜、尹露、李孟霞等，学生自学、

对学、群学、展示等活动，充分体

现以学为主，课堂愉悦度高。也有

一些研究和探索的感悟和思考，《农

村初中英语“过早分化”现象探析

与思考》《英语教学更需以生为本》

2011年发表于《学生双语报》，《农

村初中一年级英语课堂存在的问题

与对策思考》 2013年发表于《学生

双语报》，《农村初中英语“五环节”

教学方法研究》《如何对待学生英语

学习过程中的几种心理现象》 2014
年发表于《学生双语报》，《浅谈农

村中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培养》

2015年发表于《学生双语报》，《立

足课堂，将教研活动落到实处》

2019年发表于《英语周报》。

·专稿· 乐山教育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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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

在我县这样一个各方面基础都比较

薄弱的农村地区，尚有很多问题需

要解决，教改之路还有很长很长。

比如教师的参与课堂研究的积极性、

全面性不够，观念转变在课堂上的

真实“落地”问题，追求“短平快”

效益的问题，课堂任务活动设计的

有效性问题等，都需要我们在以后

较长一段时间内探索研究。

下一步，针对“以生为本理念

下的初中英语五环节课堂教学研究”

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教师课堂任务活

动设计的科学性和操作性不强的问

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重点放在

“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关键任务设计研

究”上，力求提升教师设计课堂任

务活动的能力，解决课堂教学任务

中思维训练不够、文本处理简单、

语言运用落实不足等问题，推进县

域课堂变革。

探索之路没有尽头，改革之路

也从无坦途，纵使前路坎坷，困顿

难行，我们亦当砥砺奋进。我们相

信，只要不断以更有力的措施推进

改革，逐步改变观念，做细做实研

究和培训，一定会让我县教育质量

上一个台阶。

（作者单位：沐川县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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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乐山一中英语教研工作探索

□ 张 丽

乐山一中作为乐山百年名校，在“教崇德智体，学

通天地人”的办学理念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

英语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学校尤其重视，英语学

科在高考学科中成为了学校的优势科目。学校英语教研

组这个团体既有经验丰富，成绩显著的老教师，也有富

有活力、充满战斗力的中青年教师。我们始终坚持以教

学为中心，力求常规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在实践中形成

了一支具有严谨、高效、扎实教风的一支教学队伍，帮

助学生形成了良好的学风。

一、利用直播课堂，提升学校办学形象

从 2018年底启动“四川云教”以来，四川省内已有

首批15个教学联盟、125所学校通过平台开展课堂直播、

录播教学。作为全省 15所高中直播学校之一，乐山一中

充分认识到“四川云教”直播课堂对实现教育公平的重

要意义，将直播课堂作为乐山一中教育新名片工程之一

来全方位打造，主动探索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

我校金螺老师有幸成为了沐浴在这朵“云”之下的直播

端英语教师。金螺老师认真备课，精心策划每一节课，

教学效果好，深受兄弟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所教班级在同层次班级中成绩遥遥领先。

作为首批 15个教学联盟之一，乐山一中勇于担当、

积极作为，将“直播课堂”的打造融入到“乐山新名片

工程”建设中来，让更多学生享受公平优质教育。学校

今后还将在“直播课堂”的有效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异地同堂”两端教育理念的同步转换，积极推动远程教

研活动的创新发展，促进教师专业素养提升，实现“同

一片教育云下，共筑同一个教育梦想”。云教在实现优质

教育辐射、提升薄弱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促进教

育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我们教师应该顺

应时代的发展，积极学习掌握并运用信息化教育手段，

革新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为构筑四川教育“鼎兴之路”

贡献智慧。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能力

1.加强备课组建设。学校加强备课组特色的创建，做

到集智备课，团结协作，共同探究。三个年级分高一高

二高三定期开展备课组活动，严格教学工作常规管理，

深化教学研究，努力提升英语学科教学质量，保持并发

扬了乐山一中英语教研组的优良传统和优势。落实教研

活动，每周定时召开备课组会议，进行教育教学研讨，

每次会议由一位老师作为中心发言人，主讲集体备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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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然后全组教师各抒己见，对教学方案进行改进和

完善。群策群力，资源共享。三个备课组出色地完成学

校和教研组安排的任务，同时也创建自己的特色。高一

年级着重对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

兴趣和激情，加强对高一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在实践

中逐步形成了课堂节奏快、学生听课习惯好，效率高的

高一英语备课组。高二年级继续夯实学生的词汇，语法

基础，不断地提高学生的阅读量，侧重解题思路的培养

和综合能力的提高；高三年级不断密切关注和研究高考

动向。做好一轮又一轮的复习。利用好周练精题精练。

在下午的“摆摊设点”答疑中，耐心解答学生问题，能

帮助学生整理归纳，注意查漏补缺。重点培养学生解题

技巧和稳定的考试心理。同时，落实公开课制度，坚持

集体磨课制度。通过开展“四课”（青年教师汇报课、名

师示范课、赛课、研究课。）平时组内开展“推门式”听

课活动。重视教师的基本功的锤炼，重视教学技能的提

升。组内老师相互听课评课，相互学习，不断提高自身

教育教学水平，努力打造高效课堂。积极组织教师参加

省、市教研会和各级公开课，并取得优异成绩。

2.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丰富完善了“三段五环节”课

堂教学模式，努力打造 “优质课堂”“高效课堂”，提升

课堂教学水平。开展课堂教学行为变革比对研究课活动。

围绕“传统”课与“创新”课的比较研究，分析课堂教

学行为利弊，形成教学行为传承变革的经验成果，以课

题带动校本教研的有效开展。教师人人参与、同伴互助、

交流共享，使该项活动影响深远。

我们打造现代课堂，积极而理性地推进课堂变革，

实现学得好、考得好、发展得好的课堂教学目标。

3.开展老带新活动。“传帮带”，师徒结对的模式让青

年教师少走弯路，帮他们迅速成长为教学能手。在教学

中既注重团队合作，又重视个性发展。所有老师积极参

加备课组和校际交流活动，在相互学习中融洽、和谐发

展。老教师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心得传授给年

轻教师；年轻教师虚心学习，积极探索思考，勤于反思

和总结，不断提升自我，逐渐成长为备课组的中坚力量。

4.加强全员学习。老师们不断研究《英语教学大纲》

以及《新课程标准》，努力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素养。（1
语言能力 2文化品格 3思维品质 4 学习能力）。学习先进

的教学思想和理念，用高效的教学方法和现代化的教学

手段来优化自己的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强烈的自信心和

求知欲。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坚强的意

志品质。培养学生的合作和竞争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树立热爱祖国，为中华振兴

而努力学习的责任感。老师们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教

学理论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撰写教学反思和教育教学论

文。提高教研水平。同时老师们也积极参与课题研究。

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教研活动，外出观摩，学习，考查，

向兄弟学校学习，取百家之长，为己所用。在实践中能

够从教学观念、教学行为、教学效果三个方面进行反思。

5.提炼特色价值观。英语组全体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

断总结，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ＳＭＡＲＴ价值观，促

进师生共同成长。

价值观：ＳＭＡＲＴ

S: Smile 微笑。微笑，彰显着真诚和善良。教师的微

笑，更包含丰富的内涵。

M: Motivation 激励。教师鼓励性的语言在教学中起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

A: Ambition 抱负。教师须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强的意

志，对社会责任重大，要走的路很长。

R: Responsibility 责任心。爱岗敬业，注重信誉；重

视过程，关注结果。

R: Romance 浪漫情怀。怀有美好理想；融合东西方

精粹；传播人生真善美。

T: Trust 信任。教师之间的信任，教师和学生之间的

信任，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信任。

三、开展多彩活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1.乐山一中与澳大利亚玉龙港中学结成姊妹学校。多

次互派师生访问，让老师和学生深入当地课堂教学、听

课，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和民俗，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澳大利亚师生在学校随班听课，参加学校社团活

动，并学习剪纸、书法、国画、太极、武术等传统文化

课，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未来，两校的联系还

会更加紧密和频繁，这样的联系交流也会让孩子们能有

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为广大的胸襟。这种教育交流，必将

进一步促进两校交流和教育国际化，同时增进两市友谊，

促进两市的交流合作。

2.开展“沫若讲堂”活动，组织学生参加英语竞赛。

通过讲座的形式丰富学生的知识，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

兴趣。比如“A Fun English World”给学生呈现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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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趣味性。”Tips on Public Speaking”给予学生上台展示

自己的机会，锻炼口语，提升了演讲技巧。组织学生参

加英语竞赛，给学生提供展示英语才能的舞台，提高学

生的英语水平，拓展学生视野，丰富校园文化。

3.办好英语组展板。图文并茂地展示中西方的传统节

日文化，饮食文化，古今著名人物以及高中英语学习方

法，名人名言等内容。丰富学生的英语知识。通过英语

广播不断提供英语学习氛围，让学生感受英语，不断训

练自己的耳朵。

乐山一中英语教研组的老师们用最饱满的热情去滋

养最年轻的生命，陪伴学生成长，用 26个英文字母诠释

着英语的魅力。展望未来，英语教研组将继续保持优势，

拼搏进取， 努力培养“全面发展，文理兼通”的创新型、

复合型人才。为打造“乐山一中新名片”奉献自己的力

量!
（作者单位：乐山一中）

基于“国际化”
办学理念下的英语学科建设
□ 范 巍 易沙平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自办学以来就以“国际化”

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之一，而英语学科一直都是学校国

际化办学特色中一张闪亮的名片。因此，学校通过近7年
的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学校的英语特色，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顶层设计课程体系

根据学校课程总体规划，我们给学生全方位、立体

化、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所以英语课程分为国家

必修课程 （精细）、英语拓展课程 （广泛）、特色外教

（口语）、国际理解课程（视野），学校英语课时也是非常

的充足，每个班每天都有一节英语课，还有每周一节的

国际理解课。

必修课程使用的是外研社新标准教材（3－6年级）

和原版朗文英语（1－2年级）。必修课程为孩子们提供听

说读写全方位的指导。拓展课程使用的是剑桥彩虹少儿

分级阅读（3－6年级），以原汁原味的英语绘本故事来激

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阅读量。特

色外教课分为了线下外教口语课及线上国际国内双师课

堂，通过这些课程孩子们有了更多练习口语的机会，极

大提升了我校孩子们的口语水平。另外，学校还从一年

级就开设了国际理解校本课程，目的是培养孩子们对世

界的认识，以及培养国际意识和国际素养。

二、问题导向学科研究

针对英语教研活动我们的思路是：狠抓基层备课组、

全面提升教研组、对内进行课题式研究、对外抓住一切

机会提升。我们的两个基本策略，一是将我们的老师们

带出去学习，二是把专家请进来指导。我们深深地明白：

一个学校的教研活动可以做深也可以做浅，我们想要的

不是那种华丽的公开课，也不是课后不痛不痒的表象性

的评课，我们想要的是老师们通过教研活动真正得到成

长和提升，只有老师的教研水平提升了，课堂教学水平

就自然而然的提升了，最终的受益者才可能是学生。同

时我们也鼓励老师们把平时的困惑记录下来，老师们会

以公开课或研究汇报的形式呈现，然后进行全组的研讨，

整个教研过程就是从困惑——思考——学习——研讨

——辩论——碰撞——反思。通过这些年的有效教研活

动，学校打造了一大批成熟骨干教师，老师们通过努力

分别获得过全国赛课、省赛课、市赛课一、二等奖，论

文及课题也获得过各级奖项，也经常承担各类展示课及

讲座，刚踏上讲台的年轻教师也是进步迅速，而英语组

团队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已经连续八学期获得学校优秀教

研组称号。

乐山教育 2020·10 ·特色学校·

7



学校担心老师们日复一日做着毫无创新、低效的、

没有思考的劳动，希望老师们有着匠人精神，但不希望

成为“教书匠”，而课题研究是提升教学，成就老师最好

的最直接的方式，所以我们一直在打造一支科研型的团

队。学校采用课题来解决老师们日常教学中的难点，困

惑，通过做课题教给大家如何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以

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为出发点，做学问、做研究。这些课

题都来源于教师平时课堂教学中的困惑，目前学校在研

课题既有县级小课题《自然拼读在各学段教学中的运

用》，也有乐山市级在研课题《小学英语教学中国际理解

教学策略实践研究》，还有国家级子课题《思维导图在小

学英语群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老师们通过课题研究不

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及理论水平。

三、丰富完善特色活动

我们所有的英语活动都与国际理解教育进行了有机

融合，一方面我们要让孩子们在科学规范的系统下学英

语，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为孩子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英语活

动让孩子们体验和参与。因为小学阶段英语学习在于兴

趣的培养，通过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学习英语的快乐，

而学习的效果也需要在活动中彰显。所以对于活动的设

计学校有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是所有的活动都要面向全

体学生，人人参与，人人受益，每个孩子都有展示的平

台。二是在参与的基础上，适当竞争和选拔，为有英语

特长的孩子提供更高更广的平台。基于以上原则我们的

活动开展有三个层次，一是年级层面的特色活动；二是

校级层面的特色活动；三是校外选拔性活动。不同层次

的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与其相应的展示平台，孩子们也

通过这些活动积累了一次又一次宝贵的经验。

四、科学构建测评体系

不同的课程都有一套完整的不同年级的测评系统。

就英语学习的类别，我们有专门的口语、听力、语法、

句型、阅读、小作文及拓展课内容等不同的测评形式。

我们从一至六年级的每个版块都是由简到难，由浅入深，

有连续性又有小梯度。本学期的口语测评则采用游园式

进行，将每个模块的重点知识分散到了 15个英语游戏当

中去，大大增加了口语测评的趣味性和有效性，同时也

得到了孩子和家长们的一致认可。从课程到测评，孩子

们会经过上课、消化、落实、测评、反馈，最终形成一

个科学的闭合。以终为始，经过这样的过程也可以反过

来论证学校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及有效性。

五、多元拓展国际视野

我校通过各种国际化的项目活动来促进学校英语特

色的发展，围绕学校国际化办学的思考，首先通过培训

提高老师们的国际理解意识，为此我们定期开展国际理

解教研活动。然后在寒暑假通过各种国内外游学活动来

增强孩子们对国际文化的了解，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另

外学校还主动寻求国际优质资源，先后签署了多所国际

友好学校并定期互访，通过结交不同国家的友好学校来

拓宽学校国际化办学的思路。最后我们还打开校门迎接

来自不同国家的教育界人士，学校先后接待了南澳学校

校长访问团、日本梨山县代表团、美国The LMS Bridge学
校访问团等等各类国外访问团。

“有一等之胸襟，方有一等之思想；有一等之思想，

方有一等之行动”。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我们将以追

求卓越的精神、勇争一流的豪情奋勇向前，将以更加先

进的办学理念、更加鲜明的办学特色、更加务实的育人

举措，提升办学质量，办好让学生幸福、社会满意的教

育。

（作者单位：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特色学校· 乐山教育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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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初中部于 2007年成立，自 2010
年第一届初中部学生毕业以来，学校中考人均总分连续

十年位居乐山市第一。而英语成绩尤为突出，人均分连

续九年位居全市第一。英语教研组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落

实课题、课堂、课程，真抓实干，以培养研究型、学习

型、创新型英语团队为目标；以问题为导向，求真务实，

扎实推进英语组工作。

一、积极开展教学实践和研讨活动，提高英语教师

专业素养

1.抓常规教研抓常规教研，，促专业发展促专业发展

学校高度重视以教研组为单位的集体备课、学习交

流等活动，在总课表上有专门课堂时间规定。对每次常

规教研，我们都在“针对性”和“有效性”上下功夫。

教研组长提前将学习和研讨的内容（这个内容来自老师

们在教学过程中提炼的和想要解决的问题）发给大家思

考，然后在研讨过程中有组织、有议程的方式进行，让

研讨活动有条不紊又真实有效。比如：杨景萍老师就阅

读课的教学提出“该不该在阅读课引入时将所有生词、

短语讲完？”；黄平老师在听说课中有疑问“第一单元听

说课，activity1听力练习何时呈现最佳？”；毛宏老师想要

解决学生写作难的问题就建议开展“随课微写”的尝试，

……每次面对这样接地气的问题，大家都会热烈研讨，

并自觉践行。我们力争在学习研讨中找准教育教学中存

在的症结、然后找到出路、明晰前进的方向，既解老师

们的教学之惑，又提升老师们对初中英语教学的认识和

执教能力。

2.抓常规检查抓常规检查，，养日常自觉养日常自觉

根据学校教务处工作计划，每个学月都有教学常规

检查的主题。无论《教师工作手册》的规范填写还是不

同级别的备课方式呈现，无论是作业批改还是学生辅导，

都有详细规定，只有百分之三十评为“优秀”，不搞平均

主义。

英语组本着“有检查就有评价”的原则，对于优秀

的教师，我们在教研组会议上亮相他们的《教师工作手

册的填写》，学习这种“有什么问题，就有针对性的计

划，就有相应的教学策略和期末对应的总结”的模式；

还要亮相优秀的备课本，学习这种“融汇集体备课智慧

又彰显个性魅力”的风采；还会亮相优秀教师的作业批

改痕迹，学习这种对学生“分层要求，但我的眼里始终

有你”的态度……这种表彰是对优秀者的肯定，也是对

后进者的激励，评价也会委婉批评不足之处。但在提不

足的现象之前，教研组长会事先与存在问题的教师进行

交流，提出整改意见和要求。通过这种形式，让英语组

形成你追我赶，良性推进的状势。

3.抓校内竞赛课抓校内竞赛课，，显个人能力显个人能力

课堂永远都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每学年的第二个

学期，是我们紧张而激烈的校内竞赛课。通过赛课一是

检查教师课堂的规范操作，二是敦促教师施展个人能力。

组内每位英语教师都要参与上课、听课和评课。上课教

师在赛后要上交我们的“一驱四环导学稿”和本课的全

套课件。听课中，我们根据《“一驱四环”导学课堂评

价表》进行打分评价。在课后研讨中，我们既要肯定每

位教师课堂教学的闪光点，更要明确指出其教学设计和

课堂组织教学的问题和不足，同时，大家会深入热议改

进问题的思路和举措，从而使授课者与听课者都能得到

提升。为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学校逐渐完善了表彰

制度。

4.打造打造““公开课公开课””，，彰学校特色彰学校特色

乐山教育 2020·10 ·特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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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外校教师学习多、听课多、上课多、磨炼多。

作为夹江县的窗口学校，夹江外校教师要参与很多教研

活动，还会承担各级各类课堂教学。这些课既是责任和

压力，也是锻炼的良机。英语组大多数老师都上过“送

教下乡”课，片区、县、市等各级各类公开课、竞赛课，

以及与乐山、峨眉、成都等联谊学校开展“交流课”。

每位老师上课前，英语组就成了“磨课组”。磨课

中，以同一年级的英语老师为主要发言人，其他老师进

行补充。发言重点是找出不足，指明改进措施。每一节

公开课既有授课者的个性特色，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代表教研组的教学理念和整体实力。

5.师徒结对师徒结对，，一人一策一人一策

教师是学校最大的财富，教师的培养与发展是学校

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所以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在新进

教师（教龄5年以内，校龄3年以内）培养上一直以“尽

快适应工作，做好若干个亮相”为切入点，在思想上转

化新教师，在工作中锻炼新教师。在“传、帮、带”下

成长起来的英语青年教师有很多，王越（乐山市赛课一

等奖）、周莹、赵娇（参与县英语名师工作室送教下乡活

动）；龙佳（带的第一届毕业班成绩在全市第一）；王雁

（乐山市英语赛课一等奖）……夹外的“师徒结对”是一

个“互惠”的过程，因为年轻老师也有很多值得年长教

师学习的地方。

二、持续做好课堂、课题和课程研究，助力学校发

展

“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这一直是我们坚守的阵地，

而且夹外用“乐山市中考十年冠”证明着自己的决心。

英语教师们在“三课”（课堂、课题和课程）中更显自主

和活力。

1.自主参与课题研究自主参与课题研究

在历时 11年的课题（《基于初中生学科核心素的导

学课堂模式研究》）研究中，英语组每个老师都参与并

做了贡献。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学习和整理到“一

驱四环”导学稿的编写和实践；从英语课堂模式的初探

到确认并细化；从课题成果的提炼到课堂中应用和推广

……英语教师们都有“自觉笃行而不倦”的精神和风采。

英语教研组目前单独承担了一个市级课题《英语教学中

随课微写》，在研中。专家组这样肯定“如果达到了预期

的成果，那么我们所做的工作将是功德无量……”

2.自觉撰写教学论文自觉撰写教学论文

英语组的教师们最擅长写“教育叙事”类的论文，

因为那些“故事”都是真实发生，那些“道理”都是有

感而发。英语组老师的论文每年在县、市教育教学论文

评比中都会斩获一、二、三等奖。比如：教研组长张立

琴教师的《浅谈初中英语课外活动》发表在《基础教育

论坛》 2018年第一期上；杨景萍教师的《论英语课堂教

学小组合作学习探讨》在《基础教育论坛》总参第 75期

上发表；黄平教师的《小组合作学习在初中英语教学中

的运用》发表在《魅力中国》；毛宏教师的《我的初一音

标教学观》荣获乐山市一等奖……

三、创新开展学生活动，促进英语教学质量的全面

提高

英语学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

展，激励和引导孩子们人人开口说英语，用英语，将英

语素养植根于孩子们的内心。

1.特色的英语节特色的英语节

每年 12月是我们学校的英语节，这是英语教育教学

的大事，也是孩子们高调的秀场！为此，英语组每年都

要为不同年级的孩子们打造他们的英语节系列活动，到

目前为止我校英语节已经进行了十一届。比如：热闹非

凡的跳蚤市场（Flea Market）；还有盛装出演的英语舞台

剧；还有“声临其境”的英语趣配音大赛；还有风采各

异的手抄报大赛……借力“英语节”，有时年级里还会有

特色活动：七年级的活动有——英语书写比赛、打音标

牌、英语趣味对话、你比我猜；八年级的活动有——角

色扮演、英语单词听写大赛、谁是卧底；九年级的活动

有——英语朗诵、英语演讲、作文比赛、自创小游戏

……

2.高规格的英语比赛高规格的英语比赛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参加一次高规格的比赛，且

成绩喜人。比如：第十届UCA希望之星国际英语电视大

赛环球青少年文化交流大使国际选拔赛，我们七、八、

九年级都有在四川省决赛中闪亮登场，有的闯入了国家

级比赛。在 2018年的首届中华文化双语大赛上，王奕、

袁迪等同学更是惊艳全场，喜获四川省决赛C组特等奖！

2019年我们夹外成为乐山市第二十届“希望之星”星路

风采大会的主场，各个年龄段的名次几乎被夹外包揽

……在组织学生参与各类各级比赛上，只要有平台，我

们都满怀热情，信心满满。

3.生动的外教课堂生动的外教课堂

夹外从幼儿园到初中，我们都有英语的口语课堂和

英语的社团课，并专门配备了口语教材和专门的外籍教

师。这些外教的资质都是通过了国家相关部门严格检查

的。同学们在课堂内外与外国友人的交流是正常的、友

好的、自然的，也是充满了国际主义温情的。为了保证

外教课的纪律，规范外教的课堂教学，学校建议“英语

·特色学校· 乐山教育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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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进外教课堂”；并要求外教根据年级、年龄、教材等

因素课程备课；期末要求外教对学生进行口语测试，口

试成绩不是“优”的同学在期末不能获评“全优生”。我

们致力于打造具有实效的外教课堂，让每一节外教课让

每个孩子都学有所获。

四、主动作为学科优势区域辐射

1.助力夹江县英语名师工作室助力夹江县英语名师工作室

夹江县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的领衔人是学校英语组

的毛宏老师。教研组长和年级备课组长张立琴，杨景萍

是名师工作室中心成员，承担各种公开课和活动安排、

策划。比如在 2015－2018年，我们工作室承担了“英语

国培”任务，其中有两位教师担任夹江县初中英语2班的

坊主，带领夹江县三十多个英语教师顺利完成国培任务。

工作室还带领组内的 10个承担了“送教下乡”或专题讲

座的任务，或与偏远地区的老师同课异构，将我们先进

的理念和实际经验带给他们，带给山里的孩子。一个个

精彩亮相，为夹江初中英语教学带去了清流。

2.担任乐山师院校外指导老师担任乐山师院校外指导老师

学校是乐山师院“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而英语组尤

其受在校大学生的青睐。每年乐山师院都会送十余个英

语实习生到我校学习。目前，学校英语组有 3名老师从

2015年9月起，都被聘任为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卓越

师范生培养校外指导老师。

3.亮相各种场合亮相各种场合

夹外的优异成绩和高品质办学，许多场合需要教师

亮相。比如：多位教师都在乐山市初中英语教学研究活

动中做过专题发言；而且凡是有初三教研活动，就一定

有夹外老师的身影！多名老师都和犍为外校、乐山艺术

实验学校、峨眉七中、成都金牛实验学校的老师在“同

课异构”活动中献课。

因为有了这些真实而又温情的教与学的过程，夹外

英语组的每一位老师才有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和改革

创新的意识，才成为业务精湛而又深受学生喜爱的英语

教师。

（作者单位：夹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乐山教育 2020·10 ·教育督导·

巧督善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导巧督善 导巧督善导巧督善 导 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 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 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 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 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 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 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 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 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砥 砺 前行
——学习《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的意见》有感

□ 晏 丽

202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为《意见》），让心系“万家喜乐”的督学们手握“尚方

宝剑”，更加明晰“督”什么、“导”什么；怎么“督”、

怎么“导”，有效增强了教育督导工作的科学性、前瞻

性、权威性，为深化教育改革保驾护航。

一、强化职能，提升高度

《意见》从国家层面，对优化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

制、强化结果运用等方面，对教育督导职能和质量都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全面覆盖、运转高效、成果权威、问

责有力”的方针则有力地督促各级政府重视和加强教育

督导工作，理顺和完善教育督导机制，督导的地位进一

步提升，督导的工作进一步加强，督导的作用进一步凸

显，督导的成效也会进一步显现，让督学们 “督”起来

心中有“理”，行动有“力”，成果有“利”。

二、体制创新，拓展广度

此次《意见》立足督导管理体制改革，将教育督导

与公安部、财政部、组织部等行政执法部门整合，实施

部门内的联合执法，以此扩大督导的影响力。同时，全

面落实教育督导功能，加快督导对各级政府、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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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进程，形成“督政、督学、评估监测”的三位

一体现代化教育督导体系，推进各级政府全面落实教育

工作职责，促进各类学校、师生的全面发展。

三、关键环节，加大力度

当前，我们已进入数字信息时代，人民群众对教育

信息的获得更多的来自网络。《意见》提出“充分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开展督导评估监测工作”，督导

工作信息化也已成为督导工作专业化的迫切要求和技术

支撑。因此，我们要注重借助开放、互动的网络督导平

台，充分听取社会、人民群众、师生和各类专家对政府、

学校、学生发展的建议和意见，对社会关注的重点领域、

热点问题开展实地督导、动态监测。不仅要牢固树立

“哪里有教育问题，哪里就有教育督导”的意识，更要具

备“问题必整改，整改必到位”的魄力， 重新明确督导

职责，规范督导程序，压实问责制度，加大工作力度，

促进督导工作常态化、法治化，让督导工作的针对性、

实效性和执行力得到有效增强。

四、专业成长，探求深度

督导“督”什么，“导”什么；怎么“督”，怎么

“导”……这些都对督学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督学的专业素养是保障督导工作有效开展、内涵发展的

关键所在，督学的专业成长自然也成为了督导工作的重

点。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督学，要将实的作风，严的

纪律，高的素养融入督导工作的全过程。

首先，要坚持“贴着地面走”，以“真”“细”“透”

“准”“帮”的原则，走近教师、走近孩子，关注师生发

展问题；走入课堂、走入教学，关注学校内涵问题；走

向社会、走向家长，关注教育辐射问题；走进情境、走

进现场，关注安全健康问题……从而成为落实政策的

“铁面人”，教育发展的“明白人”，排忧解难的“贴心

人”，树立和维护督学的良好社会形象。

其次，应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督学的专业化培训，切

实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岗位水平。积极参加各类社会

公益活动，拓宽发展空间，丰富学习资源。依托论文评

选、课题研究等活动，用科学研究的精神改进督导工作，

从而成长为更加专业、更加有影响力的督学。

五、保障机制，丰富维度

此次《意见》的颁布，从完善督导法律法规到推出

地方配套法规，让督导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将

督导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到各级政府为督导工作提供

必要条件，让督导工作有条不紊，有效开展；从构建督

导信息化平台到与高校、科研机构进行教育督导研究，

让督导工作持续深入，督导成果深度运用。多维度的保

障机制，促督导工作不断从外延督导、经验督导到有效

督导、内涵督导。

教育督导使命光荣，任务艰巨。作为督导人，我们

要不忘教育初心，牢记督导使命，团结、务实、进取、

求真，为不断促进教育公平，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巧督

善导，砥砺前行，为建设教育强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乐山市市中区教育督导室）

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落实《《《《《《《《《《《《《《《《《《《《《《《《《《《《《《《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督导意见》》》》》》》》》》》》》》》》》》》》》》》》》》》》》》》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加强对学校的督导
□ 邓忠泽

2020年 2月 19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以下简称《督导意见》），

这是教育督导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国务院对教育督导工作的高度

重视。作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举措，

《督导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它有利于各级党委政府依据《督导

意见》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

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教育督导

作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督导意见》 指出，在督学方

面，建立国家统筹制定标准、地方

为主组织实施，对学校进行督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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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制，指导学校不断提高教育

质量。四川省教育厅总督学傅明要

求全省各地要“深入贯彻《督导意

见》，督促各方切实履责”“要坚持

督学为本。督学是规范发展教育的

重要抓手，是教育督导的‘最后一

公里’，是促进学校规范办学，提高

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针对学校的督导，《督导意见》

明确了六项具体的内容和要求。作

为一名基层的责任督学，我想谈谈

区级层面教育督导部门如何围绕这

六个方面，督促学校尽职履责。

一、坚持督导标准和方式

《教育督导条例》《四川省教育

督导条例》以及开展教育督导工作

的各类制度和评估办法，明确了督

导部门和督学实施教育督导的内容

事项、实施方式、结果运用、评估

标准等，作为区（县）级基层督导

部门及责任督学要坚持对学校督导

的国家政策和标准，创新督学工作

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国家教育

督导信息化管理平台等现代化的信

息评估手段，对学校开展经常性督

导、专项督导、诊断式督导和应急

性督导等多种督导，引导学校办出

特色、办出水平。

二、把握学校督导重点内容

《督导意见》指出，要重点督导

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情况，主要包括

学校党建及党建带团建队建、教育

教学、科学研究、师德师风、资源

配置、教育收费、安全稳定等情况。

督导“学校党建及党建带团建队建”

这应该说是新增的学校督导内容，

是对教育督导条例内容的完善。由

此可以看出，这次颁发的《督导意

见》是根据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大举措。本次文件规定学校

督导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很广，

基层督导部门要根据本地督导工作

实际，要列出全年的督导工作计划，

组织督学学习，提前做好相关的安

排。具体组织实施督导时，事先确

定督导事项，成立督导组，以专项

督导和常规督导方式开展工作。

三、探索建立学校督导体系

就目前各地的督导机构设置情

况来看，学校的教育督导体系是基

层教育督导的一个短板，几乎可以

说是没有。从近年来的学校督导中

发现，中小学校在办学行为上，行

政化管理方式、形式主义比较严重，

办学自主性差，学校校长有时成为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传声筒”；学

校内部的管理机制也不健全，缺少

内控监督和指导，学校很多职能部

门往往履职不到位不落实，不能形

成一盘棋，缺少监管和联动机制。

诸如，针对学校面临的社会热点问

题反馈得不到及时解决，师生申诉

制度没有建立等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这次《督导意见》明确了要“指导

学校建立自我督导体系，优化学校

内部治理”。因此，基层的教育督导

部门必须进一步完善督导管理体制，

发挥责任督学核心作用，帮助学校

建立内部督导体系和工作制度，落

实教育督导常态化、规范化，有效

地实施学校内部督导和评估监测，

切实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四、完善督学责任区制度

2013年，国务院印发《中小学

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2019
年，教育部印发《幼儿园责任督学

挂牌督导办法》，两个办法均明确要

落实督学责任区制度，实现责任督

学挂牌督导全覆盖，对学校开展经

常性督导。作为基层教育督导部门，

应该贯彻《督导意见》精神，“坚持

综合督导与专项督导相结合、过程

性督导与结果性督导相结合、日常

督导与随机督导相结合、明察与暗

访相结合”，落实常态督导，督促学

校规范办学（园）行为。同时，要

建立督学考核制度，定期对督学进

行培训，加强教育督导研究，强化

督学的能力培训，提升督学依法督

导和履职尽责能力。

五、落实综合性督导

“学校校（园）长在一个任期结

束时，要接受一次综合督导”。 这

是《督导意见》对学校督导上提出

的新要求。陶行知先生说:“校长是

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

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校长的一

个任期一般为 3-5年，在三至五年

内，校长对一个学校的发展和影响

是相当大的。对校（园）长的一次

综合督导，实际上就是对学校在三

年或五年内的发展进行一次全方位、

全覆盖的综合评估，是对校 （园）

长任期内履行教育职责情况的一次

综合评价，这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学

校领导者和管理者在落实立德树人

教育根本任务和依法治校、规范办

学、学校治理等方面履职意识和质

量意识的提升。

六、强化全方位督导

《督导意见》非常明确，“各地

要加强对民办学校的全方位督导”，

这是因为目前各地的民办学校尤其

是民办学前教育，发展参差不齐，

办园条件落后，办园行为很不规范。

我区 2018年起，幼儿园责任督学挂

牌督导落实到位，并开展了3年一轮

覆盖所有幼儿园的办园行为督导评

估，都体现了对民办幼儿园的全面

督导。为贯彻落实 《督导意见》，

2020年 2月教育部制定《县域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要求

“县级人民政府要履行发展学前教育

职责，不断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水平，更好实现幼有所育”。督导评

估的主要内容包括普及普惠水平、

政府保障情况、幼儿园保教质量保

障情况三个方面；明确“三率”（学

乐山教育 2020·10 ·教育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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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85%；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即公办园和普惠性

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80%；公

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标准，

这为各地教育督导部门对民办学前

教育开展全方位督导提供确切的标

准和依据。对各类民办学校的教育

督导，还需要整合教育监管力量，

基层督导部门及责任督学要积极与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部门、执

法部门的联系，建立督导联动机制，

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强化督导问

责，提高督导实效。

学习和落实《督导意见》精神，

是当前我们每一个教育督导人的重

要任务，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作

为基层教育督导部门，将进一步强

化督学责任，坚持督学为本，完善

挂牌督导制度，充分发挥责任督学

对学校的“督”“导”作用，促进我

区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幼儿园规范

办学，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不断

提高教育质量。

（作者单位：五通桥区人民政府

教育督导室）

谈构建新时代教育督导体系的重要性

□ 李松青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督导意见》），明确提出教育督导工作的要求和方向，

必须在三年之内科学构建新时代完备的教育督导体系，

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下面结合实际谈一

点理解和体会。

一、教育督导工作提升到了战略性全局性的地位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指引下，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全

面实现小康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教育作为国家基础性、全局性

的工作，承担着立德树人，培养适应新时代国家建设所

需合格人才的重任，如何督促和指导教育系统全面贯彻

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法律法规，如何

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创新，确保新时代教育工作沿正确轨

道和方向前行，教育督导工作承担着这项光荣而艰巨的

任务。

二、理顺了教育督导管理体制机制及运行操作规程

党中央、国务院关键时刻印发《督导意见》体现了

三个前所未有：以国家两办文件安排部署教育督导工作

的力度前所未有；提出三年之内基本建成全面覆盖、运

转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督导体制机制的目标前所未有；全方位系统理顺、精准

施策、安排整个督导工作全过程的决策意见前所未有。

这三个前所未有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

视，又体现了新时代加快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是着眼于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

三、对《督导意见》学习讨论后的几点思考和展望

（一）如何确保教育督导的机构独立行使职能是关键

教育督导在教育工作中始终是扮演的“裁判员”角

色。《督导意见》在完善教育督导机构设置中明确提出要

确保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独立行使职能，我认为这是贯

彻落实意见的关键。我是这样理解的：“各级政府教育督

导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应该是隶属于政府机构序列，是在

各级政府领导下，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教育

督导工作，一定程度上是代表政府管理督导教育，而不

是现行很多地方管理序列把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设置成了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下的一个处室或科股室。这

·教育督导· 乐山教育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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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既混淆了‘裁判员’和‘运动员’角色，又不能确保

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放开手脚独立行使职能，权威性、

执行力都会受到较大影响”。

（二）贯彻《督导意见》要明确专职督学编制身份问

题

既然教育督导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是各级政府管理指

导教育的一个独立职能部门，就应该设置有2-4名包括总

督学、副总督学在内的有编制专职人员，在此基础上再

按照《督导意见》中原则上，各地督学按与学校数 1∶5
的比例、部分学生数较多的学校按 1∶1的比例视情配备

一定数量专兼职督学。这样才能保证教育督导工作理直

气壮，名正言顺开展。

（三）经费独立核算和由督导部门统筹专项使用是前

提

《督导意见》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将教育督导工作经

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以保障教育督导机构开展工作和

运行。这一点与前面督导部门管理序列归宿权限紧密相

连。现行实际中，各级教育督导部门很多都不是独立法

人单位，多数均是挂靠教育行政部门归口管理，要做到

经费独立核算和由督导部门统筹专项使用根本不可能，

工作开展受到很多局限在所难免，主动性和积极性自然

就可想而知了。

（四）加大督办切实保障《督导意见》在基层落实落

地

党和国家专门出台教育《督导意见》是教育发展中

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从国家到省、市、县要层

层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建立有效问责机制，方能使各级

政府和教育及相关部门全面领会意见精神，结合本地实

际，从体制机制上破除以前弊端，打破一些不利于开展

工作的局限和管理体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折不扣

加以贯彻落实、才能确保《督导意见》在基层落实落地。

总之，构建新时代教育督导体系，提升教育水平和

治理能力作为国家战略决策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如

何抓住这次难得机遇，动真碰硬，改革基层管理体制机

制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确保《督导意见》在基层落实

落地，得到有力贯彻执行，对督导部门是一次严峻的考

验，这里仅谈了一点个人不成熟思考和体会，不足或错

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马边县教育督导室）

乐山教育 2020·10 ·教育科研·

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乐山市中学地理网络直播课堂
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教学质量分析报告

□ 王学涛

按照抗击新冠肺炎要求，全国上下自 2020年 2月 17
日开始“停课不停学”的空中课堂直播教学活动。我市

全体教育从业人员也紧急行动投入到这项全新的教育教

学活动中。乐山市约200位高中地理学科教师全体行动起

来，也和全市高中约17000名文科学生一起开展此项学习

活动。

为了进一步对全市高中地理直播课堂教学有更加清

晰的了解，做好下一步地理教学工作，切实提高网络直

播课堂教学效率，打造乐山市高品质地理学科网络直播

课堂，乐山市高中地理研究与指导委员会展开了对全市

高中地理教学的大调研。现在根据数据对地理学科网络

直播课堂教学进行质量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

一、调查对象

1.全市部分教师

97人参加，约占全市高中地理教师比例49.7%。

学校构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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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构成如下图

分析：所有 24所学校均有教师参加，约占全市教师

49.7%，其中高三 39人参加，占比 40.21%，占全市高三

60%（上期统计本届高三地理教师为65人）。本调查结果

基本能说明我市教师线上直播课情况，尤其是高三。

2.部分学生

参与调查人数4043人。

学校构成如下图

年级构成如下图

分析：参与调查学生人数为 4043人，所有学校均有

学生参加，占全市有关学生（高一所有学生、高二高三

为文科学生共约25000人）约16.1%，三个年级人数差异

不大。所反映情况基本能说明我市目前学生线上学习的

真实状况。

二、教师线上教学情况

1.基本情况

每个教师均有参与线上教学，目前已进行8节以上教

学的比例达到 86.6%，主要为 2个班 120人以内的教学任

务，占比达 74.23%，4 个班 240 人以内教学任务占比

18.56%，8个班 480人以内教学任务占比 3.09%，说明大

部分学校仍然按照原来教学班级进行排课，也有部分学

校根据新的情况进行了新的尝试。

2.课前准备情况

数据显示，68.04%的教师课前与同组教师有过讨论，

基本以自己教案来进行；只有 18.56%的教案是共同商议

的集体教案；有13.4%的教师备课完全自己独立完成。有

40.21%教师课前对学生有充分了解，做到有的放矢，有

57.73%的教师课前对学生有一定了解，还有 2.06%的教

师没有了解学生的需求便上课。

3.课型分析

到目前为止，60% 以上老师都分别进行了复习课、

新授课、讲评课4节以上。

复习课内容来看，按教材顺序复习和有重点的复习

基本各占一半。从教学的有效性来分析，我们更倾向于

有重点的复习。就讲评课而言，71.30%的教师有选择性

的进行讲评，还是有 28.70%的老师讲评无重点。这需要

改进。就新课而言，高一所有教师都在进行“人口”单

元的教学，高二基本都在进行区域地理教学，也许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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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设计的问题，区域分析方法的教学没有进行说明。

4.教法分析

数据显示，充分运用讨论、启发等有效教学方法的

比例只有 14.43%，完全没有讨论的比例达到 5.15%。由

于客观条件限制，导致有效教学方法难以大比例实施，

但仍然有部分教师存在态度问题。

5.作业及考试分析

有 5.5%的老师没有给学生留作业。留了作业的老师

都要求学生交，但交作业和未交作业的学生各为一半。

超过 92%的教师认为自己给学生布置的作业量和难度都

适中。57.73%的老师进行了一次考试，16.49%老师进行

了两次考试。总体来看，考试密度是恰当的。从批改情

况看全批全改的教师达到 70%以上。但是由于问卷设计

问题，作业及考试检测效果无法呈现。

6.教学效果分析

教学目标完成情况，如下图：

89.69%的教师认为自己的教学目标基本达成。

教学效果情况如下表：

67%的教师认为教学效果一般，还有 12.37%的教师

认为很差。仅有3.09%教师认为很好。出现这总情况：教

师没有对学生进行全面调查，不清楚学生学习情况，是

自己感觉；客观上存在互动不充分、问题设计不合理、

网络不畅等原因导致课堂没有吸引力；课后作业反馈效

果难以保障，特别是中后段自觉性较差的学生问题较为

突出；受直播设备限制，教师课堂现场板书板画缺乏保

障，教学灵活性不够。

7.教师有效的教学方法、手段分析

（1）分析教师的反馈信息来看，“互动”“连麦”出

现频次最高。说明虽然是隔空的网络授课，其实也是要

遵循教育规律的，只有通过更多的连麦互动和互动面板

交流，教师才能更多的了解学生思维状态、问题，才能

找到更多的解决学科专业问题的途径，实现更好的教学

效果。但教师在选择连麦时，应充分考虑好网速因素，

选择恰当的互动对象，连麦次数不宜多。应更多地选择

互动面板，让学生以文字形式参与课堂，不管怎样都要

有所表达，提高课堂的参与度和互动效率。

（2） 特别需要给足学生思考、表达、书写 （绘制）

等活动的时间，让学生能充分的在互动面板上表达自己

的思考过程。教学设计要合理，教学内容适中，要有足

够的课堂活动设计。

（3）一些提高教学效果的具体小技巧：用腾讯会议

让学生开麦集体互动，用钉钉的表单了解学生各题的完

成情况；除了学习，从中穿插兴趣爱好的聊天和拓展课

外知识，相互分享身边的事情；作业检查可以使用软件

系统改选择题，可以节约老师的时间提高教学效率；用

灵活生动的语言讲多点趣味性知识提高学生专注度；让

学生直接看到如何执笔阅读，如何分析文字图表材料；

支持摄像头的直播软件让学生打开摄像头对着自己，方

便观察学生学习状态。

（4）从构建学为中心的研创课堂来看，在为学生知

识重构上，需要教学中更多的运用思维导图等工具实现

学生思维可视化，从而让学生碎片化的知识得以结构化。

（5） 从拓展学生知识储备，增加见识的目的出发，

网课期间，应充分利用好网络平台，多让学生上网查阅

乐山教育 2020·10 ·教育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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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观看相关自然、人文类记录影像，增强对地理环

境的直观印象。课后作业形式也可以多样化，适当减少

传统作业形式，增加开放型作业。教师应提前做好相关

资料的选推，布置的问题应具有明确的导向。

三、学生线上学习情况

1.基本情况

76.77%一周三节以上地理课，57.8%学生认为一节

课为 40分钟，32.2%学生认为是一个小时左右。说明学

校在安排地理学科课程表是基本按照原来在校上课课程

来进行的。不少学校和教师也在探索一节课时长等问题。

2.学生对网课的基本认识

数据显示，学生多数对新的授课方式持喜欢态度，

达到 74.17%。这与教师认识不尽相同。在学生所参与的

各学科直播学习中，超过 70%的学生是认同地理课的，

这说明我们的地理教师还是不错的。

3.学生对地理课中教师具体评价分析

下图所示为学生认为老师讲解的时间占整个直播课

时间的百分比的数据情况：

讲解时间占授课时间少于50%的情况只有8.88%，讲

解时间占授课时间大于 90%的情况占到 31.07%，基本呈

现为教师自己讲解为主，但从对问题分析的清晰度看，

91.05%的学生是认可的，只有个别教师还需要强化专业

表达能力。86.55%的学生认为教师授课内容符合学生实

际。

4.学生学习方式分析

从学生连麦愿望调查看，超过 67%的学生连麦愿望

不强烈，甚至 32.15%的学生是反映教师授课没有连麦，

62.82%的学生（含前面）反映一节课连麦次数不超过 3
次。

90.06%的学生认为地理教师运用互动面板还是比较

频繁的。互动面板的功能发挥情况如下表：

也许是因为需要太多时间书写思维过程而影响上课

进度，于是对于我们希望充分通过书写来暴露思维过程

的学习方式比例偏低，互动面板功能更多的表现为写简

单答案或考勤监督作用。但 92.83%的学生认为思考时间

是比较充分的。所以教学中，从思考到书面表达，无论

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还需要加强。

5.课后作业或考试情况分析

90.68%的学生认可作业量，98.52%认可作业与网课

内容匹配，84.27%学生认为作业难度适中，12.09%学生

认为较难。以此数据看出，教师的布置的作业还是比较

符合学生的实际的，是有效的。

考试情况分析如下：三个年级均出现两个极端，约

40%学生有一次考试，超过 30%的学生有 4次以上考试。

可以看出有些学校或教师力求通过更多的检测来巩固所

学知识。

83.4%的学生认为教师要求交作业和试卷而且本人也

全部交了。近一半的学生认为老师是全批全改。

6.学生多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分析

·教育科研· 乐山教育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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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达 86.36%的学生认可直播课效果的。这和教师

认为直播课效果形成鲜明对比。出现这种差异原因主要

为：教师有更高要求，教师并没有做充分的调查。

7.学生认为教师做的比较好的做法罗列

分享屏幕让我们没有书的同学能看着内容学习；讲

解重要内容，详细分析，最好将重点内容投影出来；尽

量让同学和老师互动起来，不要让老师一个人在那里唱

独角戏，这样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评讲练习题时通过

画图帮助理解，列出重要知识点……

8.学生认为影响学习效果的主要问题

教师表达的趣味性；教师互动过少；教师授课内容

太多，重点不突出；学生自觉性不强。

9.学生的建议

积极互动；给比较积极的同学进行奖励；临近下课

时给学生放一点音乐；让更多同学参与，多抽平时没抽

过的人；语言幽默，让同学们很有兴趣；图文结合；知

识与习题结合，构建知识框架……

四、提高地理学科直播课堂教学质量的建议

1.提高站位，高度重视直播课堂教学

直播教学是国家层面下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

教育举措，不存在做与不做的选择，是必须做的事情；

对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为了让自己所教的学生有更

好的学习质量和效果，也是职业道德所需；对每个地理

教师来说都是新的教学路径，谁更加重视谁就会脱颖而

出，站在互联网+教育的前沿。

2.让直播课堂教学符合教育规律

教育的本质是师生之间的价值商谈。其实现在的直

播课本质上与过去的线下授课是一致的，都是属于教育

教学范畴。要让更多的学生愿意到线上进行学习，教师

就必须让学生认同所讲的内容对他们有价值。要做到这

一点，教师就要使自己的网络直播课，无论是复习课还

是新授课还是讲评课都必须备学生、备课标、备教材，

要有选择的有重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教学中，遵循

学生身心特征，充分利用连麦、互动面板等网络工具进

行充分而有效的互动。互动中，不仅仅是让学生想一想，

还要说一说，还要写一写。让更多的学生通过连麦进行

口头表达，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在互动面板中进行思维

过程的书面表达。在现有技术装备条件下，与学生一同

深入探索课堂互动的方式方法，提高课堂互动的效率。

充分利用好现代教育技术，如教师在利用电脑开直播课

程时，可利用平板电脑，通过101教育PPT、希沃教学助

手等软件，提高课堂板书、板画的效果。除互动面板外，

学生可以利用手机摄像头，及时拍照上传自己的课堂反

馈成果与老师进行现场互动。

3.凸显教师个人优秀素养特色，提升课堂教学吸引力

隔空教学，不能看到学生的肢体眼神。因此，要提

升直播课教学的有效性，就特别需要教师表达的趣味性、

专业性、科学性。教师需要用余音绕梁般幽默的语言表

达增强同学们对学习的兴趣。

4.抓住地理学科教学独有特征，提升地理学科教学品

质

地理学科直播中，要突出地理学科特色，特别注意

一下几个方面：强化对学生区域认知、综合思维等核心

素养的培养；将地理图像教学作为推进直播课教学的抓

手，教师要充分运用图像进行教学，和学生一道对地理

图像进行观察、分析、总结、表达，培养学生图文转换

能力；教师在教学中特别要学会用思维导图、比较表格

等思维可视化工具强化学生地理学科重点知识板块（含

章、节、专题）的结构化处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

5.及时反馈作业或检测情况，提升评讲效率

教师精心准备的作业或检测题，学生提交后，教师

要及时批阅、反馈，最好有等级、分数或评语，多方面

鼓励引导学生。在讲评试题时，可精心挑选部分典型答

题案例，共享给学生，让同学们一起来围观、讨论、评

阅、打分，能更有效调动大家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评

讲效果也会更好，评讲效率会更高。

6.制作小微专题，及时推送学生

地理教学中的一些重、难点知识，学生课堂中不易

消化、吸收的小板块，教师可以利用PPT、微课等形式，

精心制作，课后推送给同学们，可以有效辅助教与学。

例如人口专题中的“人口金字塔图判读”、“平面三角图

判读”等，如果老师能做成一个几分钟的微课推送学生，

同学们一定会喜欢的，因为可以反复观看、回看，也可

以保存作为笔记。这其间也通过师生不断交流，增进师

生感情的培养。

（作者单位：乐山市教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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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行为引导策略
阶段研究报告

□ 吴杨平

一、研究背景

问题的提出

1.课程标准视角下高中生英语课堂的应然行为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的总目标是培养培养具有中

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具体目标是培养和发展学生在接受高中英语

教育后应具备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

力等学科核心素养。根据语言输出理论（Swain，1985），

语言学习者需要在实际交流的过程中，表达、检验、巩

固和内化语言能力，从而提高流利程度。英语课堂作为

高中生学习英语的主要场所，必然应当承担起学生学科

核素养成的沃土，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对话，在对话

中养成沟通能力和思维品质，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

识的意义建构。

2.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行为及其消极影响

在日常英语教学课堂上，教师时常会发现一群沉默

的 “低头党”，在教师提问或者需要学生参与课堂互动，

表达自身观点时，他们无论教师如何启发、等待，总是

低着头，躲避与教师眼神发生交集，下意识地拒绝参与

课堂交流，将自我隔绝在课堂之外。

高中英语课堂的消极沉默阻碍了学生语言能力即在

社会情境中借助语言以听、说、读、看、写等方式理解

和表达意义能力的形成；使得高中生难以在课堂交流中

品味文化魅力，体味文化差异，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自

信、自尊、自强的品格，更难建构一定的跨文化沟通和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能力；使得在课堂上发展学生的理

解力、分析力、综合力、比较力等思维能力成为空谈；

处于课堂沉默的学生，大多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很难

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互动中，长期下来，必然影响其主

动学习、积极调适、自我提升的意识、品质和潜能等养

成，也难以形成持久的学习兴趣、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明

确的学习目标，更不用谈课堂消极沉默的学生学会运用

恰当的学习方法开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有效监控和管理学习过程，多渠道获取学习资源。

3.引导高中生英语课堂消极沉默行为是提高教学效率

的现实要求

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让这部分沉默群体——课堂

自我边缘化学生，参与到课堂知识建构中来，课题组决

定聚焦学生的课堂沉默行为，探究引导这种消极沉默行

为的有效策略。基于对当前高中英语教学问题的现实思

考和新课改的现实需求，对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现象的

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完成英语

课堂教学目标和英语课程目标，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英

语学科核心素养，实现国家“立德树人”的教育战略目

标。

二、阶段研究目标和内容

（一）阶段研究目标

课题组的阶段研究目标分为两个方面：

1.成果方面：

归纳概括出高中英语课堂沉默认知定义，厘清高中

生英语课堂的常见沉默行为，找出具体行为原因，归纳

高中英语学生课堂沉默行为类型，制定有效课堂沉默行

为引导策略，丰富、生动化课堂沉默的相关研究，进而

形成《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现状研究报告》《高中生英语

课堂沉默行为引导具体策略》《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行为

引导具体案例》等论文。

2.效果方面：

第一，通过研究学生课堂沉默行为，引导学生打破

课堂消极沉默，积极参与课堂知识的生成，经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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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过程，建构具有迁移意义的知识图谱，发展具有

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品质和学习品质，从而推动学生

高阶思维和深度学习的养成，进而培养生成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

第二，引导教师主动反思课堂教学行为，焦距沉默

学生，通过调整课堂教学行为，引导学生参与课堂活动，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通过课题，引导教师逐渐养成教研

习惯，提高教学研究能力，主动变革课堂，适应新课改

的要求，增强自身“立德树人”的意识和能力。

（二）阶段研究内容

1.调查研究我校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现状及典型特

征，探究课堂消极沉默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纳高中生英

语课堂沉默行为的常见类型。

2.研究高中英语教师课堂教学行为，从常见的课堂沉

默干预中探究有效打破学生英语课堂消极沉默的有效策

略。

三、阶段研究进程及活动

（一）积淀理论基础，明晰研究框架，制定研究路线

课题组查阅了近10年国内外英语课堂沉默相关研究，

在已有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制定课题组研究框架和研究

路线（图1 研究路线图）。课题组聚焦高中生英语课堂沉

默行为，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高中生课堂沉默现状

进行调查研究，在明晰沉默原因的基础上，进行策略探

究和课堂行为变革。

图1 研究路线

（二）聚焦沉默行为，溯源沉默原因，归纳沉默类型

课题组编制了《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现状调查问卷》

和《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现状访谈提纲》的教师版和学

生版，聚焦英语课堂，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通过分

层抽样问卷调查、访谈和课堂观察，对课堂沉默进行了

深度解析，调查我校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典型行为特征

和沉默的主要原因，形成《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现状调

查报告》。

（三）实施引导策略，改变课堂行为，提高课堂效率

课题组在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现状调查的基础上，

结合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原因和沉默行为类型，教师通

过调整课堂教学行为，从显性和隐形两方面入手，实施

引导策略，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图 2 高中生英语课堂

沉默行为引导路线）

四、阶段研究成果

（一）认知成果

1.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的内涵及其分类

根据学生课堂的交际行为和思维过程，将课堂沉默

划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交际与思维双重停滞的沉默，

即对外学生不能运用语言与他人实现有效交际，对内学

生游离于课堂教学以外，没有发生有意义的思维过程，

以下简称双重消极沉默。第二，失语性消极沉默，即学

生能实现有效思维，但由于表达能力或压力等没能将思

维成果通过英语进行表达，与他人互动交流，这是一种

思维的内滞。第三，有声性消极沉默，即学生在未经逻

辑思维过程后的无意义表达，这种表面的互动交际，既

没有实现语言的思维功能，也没有未真正发挥语言的交

际功能。这是一种课堂上的假热闹，真沉默。

综上所述，本课题将研究目光聚焦在高中生英语课

堂消极沉默，指的是在高中英语课堂上，当需要高中生

通过英语参与课堂活动交流或表达自身观点时，学生由

于语言能力不足或思维的停滞、混乱、游离等，而表现

出的静默或无意义的附和行为。

高中英语课堂常见的沉默类型有（表1）：
表1 沉默类型

图2 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行为引导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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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绝对沉默（思维和语言的双重沉默），首先是

思维的停摆，其成因有二，其一是学生的生理性疲惫导

致学生课堂思维的停滞和言语的缺失；其二是英语听力

能力的不足导致学生输入信息的缺失，无法有效听懂、

思考课堂参与指令。

第二，失语性沉默，这一类学生能听懂课堂参与指

令，大脑中能有效产生思维轨迹，但却 “有口难言”。口

语能力不足和课堂发言的习惯性紧张是导致这一类沉默

的主要原因。

第三，有声沉默，这类沉默是在课堂观察中发现的，

部分课堂呈现出“假热闹”现象，这一类沉默往往是由

于教师提问方式（过多展示型问题或者选择题）不当造

成的，学生的回答往往不需要其高阶思维的参与，没有

思维的分析、综合和再造。

第四，选择性沉默，与绝对沉默和失语沉默最大的

区别在于，学生的选择性沉默行为背后，有思维的参与，

也具备了表达能力，但由于闭锁性特征或性格特点或文

化观念，不愿意参与课堂发言。

2.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行为原因

第一、学生英语的听说能力、生理性疲惫、课堂发

言心理紧张是该校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的学生方面三大

主要原因。其次高中生闭锁性心理特征和学生性格特征

与该校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也存在显著性相关。（见表2）
第三、传统文化观念促成了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

第四、课堂气氛和从众心理影响着高中生英语课堂

沉默。

第五、高考中英语口语能力测试的缺失，加剧了高

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现象。

第六、课堂座次影响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

第七、教师因素对该校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影响较

小。（具体见图 3）

表2 课堂沉默学生因素相关系数

5.基于课堂疲惫是高中生课堂沉默的主因之一，课题

组自主编订了具有良好信效度的《高中生课堂犯困调查

问卷》， 以397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对修编的问卷进行

了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

和效度分析，并对高中生课堂犯困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

分析。（见图4 和表 5）

图4 四因子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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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可靠性统计量

结果表明：问卷包括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效

能感和生物钟影响四个因子，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我校高中生课堂犯困程度属于中等水平，且存在年级差

异，高一上课最困，高二课堂表现相对精神，高三课堂

犯困情况居中；其中受生物钟规律影响造成的课堂犯困

最为普遍，其中课堂气氛沉闷、睡眠不足、非高考科目

课堂、犯困情感认同和学习预期目标无法达成而造成课

堂犯困现象也较为普遍。高中生课堂犯困受学生课堂学

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效能感和生物钟规律影响，而

其中学习兴趣影响最大，其次是学习效能感、学习动机，

最后是生物钟影响。（见图5和表6）

图 5 影响学生课堂犯困的四大因素

表 6 课堂犯困各维度得分

（二）操作性成果

基于对高中生课堂沉默行为和犯困的原因的调查结

果，课题组探索出了四维动态立体课堂：以主题语篇

（subject + genre）为线索，以超语言技能（translanguag⁃
ing）为工具，以思维轨迹（logic thinking）为导向，以学

生感知（feeling）为助力，以核心素养为归途的“四维立

体”英语课堂模式。（见图 7）共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
唤醒阶段；2.生成阶段。

图7 四维立体英语课堂模式

1.唤醒机制（inspire）（见图 8）：以生涯规划教育为

主体，协同课前唤醒模式和课后评价机制，评价机制，

让学生充分准备进入课堂。

图 8 唤醒机制（Inspiring Model）

（1）生涯规划教育：Dornyei （2005）提出并完善了

以自我动机为中心的动机理论体系，及其在二语习得中

的重要意义。模型强调语言学习者的应然自我（Ought-
to self）和未来自我（Ideal L2 Self）会影响其当前的学习

行为和学习强度。学生对自身职业未来规划和未来自我

的预期，会作用于其当下的学习行为和强度。课题组，

提出以生涯规划教育为主体，通过依托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开展生涯规划课程，激发学生生涯规划意识。

一学习兴趣均分

二学习动机均分

三学习效能均分

四生物钟规律均分

总均分

有效的 N（列表状态）

N
392
397
393
396
387
387

均值

2.6082
2.0982
2.6219
3.5758
2.7023

标准差

.81855

.80076

.78910

.80028

.59832

方差

.670

.641

.623

.640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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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前唤醒策略：教师根据学生课前状态，灵活

运用课堂策略，刺激学生视觉、听觉、味觉、嗅觉或者

嗅觉的方式，让学生从生理到心理，为融入课堂做好准

备。

图9 课前唤醒

（3）课后评价机制：建立体系化的教师-同伴-家长

反馈评价机制，对学生每节课的课堂参与情况，给予真

实、有效和鼓励性的反馈，为学生继续主动参与课堂互

动，提供动力。

图10 课后评价机制

2.生成阶段：

在课堂生产阶段，课题组提出，在情感 （positive
emotion） 为铺垫的前提下，关注学生课堂思维水平

（thinking）。基于思维型课堂理论，借助跨语言支撑 trans⁃
languaging，发掘学生自身“经验库”，促进学生核心素养

的生成，即以情感体验为伴奏，以思维发展为主线的

translanguaging-thinking-feeling协同一体的教学模式。

首先，translanguaging和 thinking的结合，能有效促进

学生课堂思维水平，提高思维能力，避免课堂的被动沉

默。translanguaging指超语言技能或者跨语言技能，本质

上是多语使用者运用其语言经验库中的全部资源表达意

义的动态语言实践能力。Canagarajah (2011b)认为：对于

多语言使用者（multilinguals），每种语言都不是独立的或

者封闭的系统，而是其整体“经验库”的一个组成部分，

多语能力不是分别每种语言能力构成的集合，而是一个

整体，体现为不同语言表征的符号及其功能在语言使用

者经验库中的共生协作。因而，translanguaging 能缓解学

生因当前二语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课堂焦虑和被动沉默，

促进学生思考，发展思维性课堂。

其次，体验（Feeling）强调引导学生课堂参与的积

极情绪体验。研究表明，课堂负面情绪体验（e.g. Anxi⁃
ety）的长期积累，能导致学生逐渐将课堂和紧张形成惯

性链接（MacIntyre & Gardner ,1989），阻碍语言习得中纠

错（Gregersen, 2003），导致师生关系的不和谐（Gregers⁃
en, MacIntyre, & Maze, 2014），因而阻碍二语习得（Hor⁃
witz, 2017, and MacIntyre, 2017）。基于此，许多研究者提

出了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引导在二语习得的关键

作用。在积极情绪中，享受情绪（enjoyment），受到很多

研究者的关注。如Dewaele & MacIntyre（2014）证明了学

生课堂的享受愉快情绪，能有效促进学习者的语言学习

进度。他们提出充满创造性、挑战性和未知性的课堂活

动，能促进营造积极、有好的课堂氛围，而这种课堂活

动往往具有以下特点，如有清晰的活动目的；在学生任

务完成过程中，教师能通过表扬、鼓励、或幽默地反馈，

有效地提供支持。此外，积极的情绪体验与学生的自我

动机也有紧密关联。Teimouri（2016）研究表明，有更多

动机关注的二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更容易产

生积极的情绪体验。由此可见， 在唤醒阶段的生涯规划

教育，不仅能为课前学生学习动机和成就动机的产生提

供动力，也能有效地促进和引导学生课堂积极情绪的产

生。

五、阶段研究效果

（一）学生：生涯意识觉醒，学习动机增强，语言思

维激活

通过四维立体英语课堂的开展，学生的生涯意识被

逐步唤醒，专业和职业方向逐渐明晰，高中阶段学习动

机增强，学生课堂参与主动性增加。课后的有效反馈机

制，让学生的有效课堂参与形成习惯行为，固化成日常

学习习惯，进而使得活跃的英语课堂成为常态，高中生

课堂沉默行为被有效引导

（二）教师：教研意识觉醒，课堂效率提高，教学专

业化提升

教师在推进四维动态英语课堂过程中，教师自身的

专业化水平也逐步提升。在课堂唤醒阶段，教师会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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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习惯，思考 inspiring 的有效策略和多样化；在课堂

的 translanguaging- feeling- thinking 的模态中，教师会在

共情和共思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从而

真正在合作、平等、交流过程中，与学生一起建构生成

有意义的课堂内容。同时课后反馈机制中，教师也能有

效反思教学行为，进一步提高未来教学设计。

（三）课题获奖情况

1.《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现状调查报告》在乐山市在

研课题阶段成果评审中荣获一等奖。

2.《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生英语阅读课沉默行为

引导策略研究》在 2018年乐山市在研课题阶段成果评审

中荣获二等奖。

3.《高中生课堂犯困现象问卷调查报告——以某高中

为例》在 2018年四川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评

选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4.《高中英语课堂沉默现象的分析和对策》在 2018
年乐山市课题阶段成果评审中荣获三等奖。

5.《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英语口语课堂沉默行为引导

教学案例》在 2018年乐山市课题阶段成果评审中荣获三

等奖。

6.《关于英语课堂沉默感想》在 2018年乐山市课题

阶段成果评审中荣获三等奖。

7.《论多媒体设备在高中生英语课堂沉默行为中的作

用》在2019年乐山市课题阶段成果评审中荣获三等奖。

六、研究反思与不足

本课题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争取在以后的研究过程

中改进：第一，与现状分析和理论研究相比，课题的行

动研究和课堂教学改革活动开展，显得相对不足；第二，

课题效果的评价，缺乏可视化的、量化考核机制，缺乏

对比研究。随着课题的推进，学生英语课堂沉默行为的

改变确实有所改变，课堂效率和教学成绩有明显改善，

但还缺乏实验对比研究。

七、下一阶段研究设想

根据沉默的四种常见类型（绝对沉默、选择性沉默、

失语性沉默和有声沉默），基于英语核心素养的基本要

求，进一步开展行动研究，推进学生参与课堂的有效性。

学生的沉默行为，其主要原因来自思维的停滞和语言能

力的缺失，因而后期课题组将针对如何促进学生高阶思

维、提高学生语言能力（尤其口语表达能力）展开。尝

试从以下方向展开：首先，将四维动态课堂进一步推广，

形成案例报告；第二，开展对比实验，通过量化实验数

据，验证策略的有效性；第三，提高课题开展的整体协

调性，使课堂活动的开展和课题研究方向更加具有逻辑

结构性。

（作者单位：乐山一中）

农村高中地理学生“地理实践力”

培养策略调查报告

□ 何富强

一、调查目的与意义

1. 了解教师对开展地理实验教

学的认识。

2. 了解教师课堂教学中开展地

理实验教学的程度。

3. 了解学生开展地理实验教学

对课程改革的意义。

4. 了解学生对开展地理实验教

学的接受程度。

5. 了解开展地理实验教学对学

生学习发展的影响。

6. 了解在农村高中地理教学中

开展地理实验教学的可行性方式。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和交流访

谈方式为主。教师调查对象以我校

教师为主，同时对初中学校地理教

师个别访谈了解。我校教师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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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制作问卷 20份，初中地理教师访

谈5人。对学生的调查，我们以高一

全体学生为调查对象，共500人。通

过调查，我们了解了当前学校教师

开展地理课堂实验教学的现状和教

师面对的困难，了解了学生对开展

地理实验教学的认知和期待，并对

我校开展地理实验教学方式做了进

一步的思考。

三、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教师方面

课题组分别对我校教师进行问

卷调查和个别交流访谈。我们将教

师调查问卷数据统计情况汇总情况

如下：

通过问卷统计数据分析，我们

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问题。

1．“你知道我校有没有相关的

地理实验器材和地理实验场地”，回

答“不清楚”占70%。“你认为地理

实验教学对学生地理学习有什么作

用？”，回答“地理实验活动和物理、

化学与生物实验相似，与学好地理

知识学习关系不大”占50%。“你认

为学校地理实验教学存在哪些问

题？”回答“地理实验费用高，影响

学校教学经费的正常使用”占65%。

“您认为限制我校地理实验教学全面

开展的原因是什么?”回答“学校经

费紧张，没有资金购买实验器材”

占 55 %。通过分数据和跟教师的访

谈，课题组认为，现阶段学校地理

实验教学中还存在学校地理实验教

学设备不全、不清，没有专门的场

地或实验教室，无法在学校大力全

面开展地理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

2．“你认为学校地理实验教学

存在哪些问题？”回答“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学生安全压力大”占

75%。“你认为我校哪一类实践或者

探究活动较适合学生做”，回答“学

校没有能力开展这样的活动，没必

要开展”占70%。“您认为限制我校

地理实验教学全面开展的原因是什

么”，回答“学校教学过程更注意安

全，有些地理实验可能会造成学生

意外伤害”占 55%。通过以上数据

和教师访谈意

见 与 建 议 分

析，我校课题

组认为，现在

学校从教学在

环境上还仍然

强调学生安全

至上，教学中

存在安全隐患

就宁愿放弃教

学过程本身。

这些情况也限制了学校教师开展地

理实验教学的有效性。

3．在对教师问卷和访谈了解

中，教师对很多问题回答都反应出

了当前教师对地理教学的真实看法。

“你认为开展高中地理教学有助于提

高我校教学成绩吗”，回答“不能”

占65%。“你认为地理实验教学对学

生地理学习有什么作用”，回答“可

以激发地理学习兴趣，提高学习地

理的思维能力和地理实践力”占

20%；回答“地理实验活动和物理、

化学与生物实验相似，与学好地理

知识学习关系不大”占 50%；回答

“地理实验教学没有意义，浪费学生

学习其他学科的时间，影响学习成

绩的提高”占30%。“你认为学校地

理实验教学存在哪些问题”回答

“学生学习任务重，影响学生其他学

科的学习”占 80%；回答“我校学

生来自农村，学生没有地理实验的

能力”占80%。“你认为地理教学中

开展地理实验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

思维能力吗”，回答“不能”“不了

解”分别占 40%，30%。“你认为我

校的实际情况下，可以怎样开展地

理实验教学”，回答“在课堂上用教

学挂图教学”“在课堂上用电教多媒

体（CAI）演示””学生动手做实验

验证地理课上教师的演示实验”“组

织学生开展探究性实验活动”“无所

谓，都可以”分别占 60%、65%、

15%、10%、25%。“你认为我校哪

一类实践或者探究活动较适合学生

做”，回答“地理观测 （如天文观

察）”“地理考察（如地质实践）”

“地理实验（室内小实验）”“地理

调查（如主题问题调查）”“学校没

有能力开展这样的活动，没必要开

展”分别占 30%、5%、30%、10%、

70%。在教师对高中地理实验教学

的现状的建议中，多数教师认为应

该增加学校对地理实验设备建设的

投入，对学生地理实验的教学中多

通过演示和观看教学视频等方式提

高学生考试成绩。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校课题

组认为：当前，从学校层面和学校

非地理教师来说，对高中课堂地理

实验教学方式的认识没有达到课程

改革要求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认同

地理实验对学生地理终身学习的作

用。多数教师还对当前地理教学的

认识上，还强调对重地理知识的学

习，轻对学校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

认为：①地理学科性质是让学生地

理学习中“记、阅、读、听”，地理

能力的培养在学生终身发展过程中

可以由其他学科知识来培养。②学

生上课时间紧，课堂时间少，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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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课堂实验教学会占用学生更多

的学习时间，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

影响学生高考成绩总体发挥，不适

合在学校开展。③在学生中开展地

理实验教学，学校地理实验教学活

动器材场地无法真正保证有效开展，

学校投入大量资金在地理实验教学

活动中会大量挤占学校有限的资源。

④地理本学科教师对地理实验教学

在提高学生地理实践力的作用认识

不高，地理教师在开展地理实验中

的技能有待提高。⑤在现行的教学

环境下，在我校这样的农村高中中，

开展地理实验教学活动还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不利于学校的安全管

理。

（二）学生方面

课题组通过对学生交流访谈和

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统计后，我们对

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如下表：

从分析中可以看到：

1．在对“你知道学校有开展地

理实验活动的工具和场所吗？”中认

为“不知道”“有一些”“完全没有”

分别占36.9%、45.6%、13%；“你在

初中学习地理的过程中，地理课上

老师组织开展过下面哪些地理实验

教学活动（可多选）”中认为“不

知道，什么也没有做过”占 52.2%；

“你参加过下列哪些地理实验和实践

活动呢？”中选择“不知道，没有参

加过任何地理实验或实践活动”占

52.2%。在第8到20的很多具体地理

实验活动设置问题选项中，选择中

认为“部分能”或者“不能”“不可

能”的占绝大多数。如：“你能利用

“日影法”测出当地的经度吗”中，

学生选择回答“完全可以”仅占

4.3%，基本可以的占 10.8%，而部

分可以占28.2%，完全不可以完成的

占到了56.5%。通过数据分析，课题

组认为，我校高中学生来自我县及

周边，在地理学习中对地理实验教

学的内容与形式不清楚，教师在教

学中没有开展地理实验活动，引导

学生对参加到地理实验活动中来的

具体过程认识和开展地理实验活动

的开展明显不足。

2．在“你喜欢参加学校组织开

展的一些地理实验活动吗”中，认

为 “喜欢”的占 69.5%。在“你认

为你参加地理实验活动对你的学习

有怎样的影响？”中认为“有利于提

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占 86.9%。在

“你认为限制你参加地理实验活动学

习开展的外在因素主要有哪些”中，

认为“地理实验活动存在安全隐患、

教学设施不利于展开地理实验活动

等考虑”“其他课程学习花费时间

多，没时间做地理实验活动”“家长

认为影响学习，反对参加地理实验

活 动 ”“ 其 它 ” 分 别 占 23.9%、

17.4%、2.2%、34.8%。在“如果你

的地理老师要组织地理实验活动，

你愿意参加吗？”中回答“很想参加

地理实验活动”“没兴趣，不想”

“父母反对，不参加”分别占58.7%、

8.7%、32.7%。分析数据和通过对学

生交流访谈，课题组认为，当前我

校农村学生在发往的地理学习中，

学生长期对地理的学习是呈现接受

知识态度，地理实验活动较少甚至

没有开展，学生地理核心素养能力

不甚如意，但是学生很愿意尝试用

实验的方式获取地理知识，很愿意

通过地理实验活动提升自我。

3．在“通过初中地理学习，你

认为地理学科具有什么特点？”中选

择“地理知识跟我们的生活联系紧

密，很有学习的必要且有意义”占

71.7%；“你认为你参加地理实验活

动对你的学习有怎样的影响？”中选

择“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占86.9%。结合数据分析和学生访谈

交流，课题认为，我校农村高中学

生对地理学习认为是有用的，可以

为学生终身生活受益，学习地理是

有意义的，地理实验活动有助于提

高学生学习能力。

4. 在第 8－22 共 13 个问题选项

中，问题设置主要是多种涉及地理

实验的具体活动。课题组设置选项

选择中，我们把A－D四个选择项概

括为“完全能 （可以） ”“基本能

（可以）”“部分能（可以）”“不可

能（不可以）”。虽然我校高中学生

来自不同的初中学校，不同初中地

理教师对地理实验教学的认识不尽

相同，开展地理实验教学的程度也

不尽如人意，但学生在选择回答的

选项中，以 C、D 即“部分能 （可

乐山教育 2020·10 ·教育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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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可能（不可以）”的选择

为主，其中学生认为各地理实验活

动“不能（不可以）”基本上都选

择占到了 50%以上。学生对我校开

展地理实验教学还存在的不足和建

议中，普遍认为地理实验活动时间

和类型非常少，甚至完全没有开展

过地理实验活动。部分开展过实验

教学的学校，地理教师也只是简单

的使用了地球仪、挂图等一些基本

的教具演示，而组织学生亲自开展

地理实验活动几乎没有。对学校地

理实验教学活动开展的建议，也有

非常多的学生希望能开展地理实验

活动，愿意参加地理实验教学活动，

并从活动中掌握地理核心素养。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和课题组对

个别学生交流访谈分析认为：当前，

高中学生学习地理知识主要从地理

课本和老师的讲授中获得，而学生

地理基本技能，地理核心素养之地

理实践力还不能完全达到一个现代

公民所应有的素养水平上，与地理

课程改革发展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①当前的高中

学生已经认识到地理实验活动是对

其将来终身发展有意义的，是有助

于提升他们在将来的行动意识和行

动能力和活动，能更好地在真实情

境中观察和感悟地理环境及人类活

动的关系。②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

展，高中学生有兴趣也愿意在老师

的指导下开展有意义的地理实验活

动，在活动中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

并增强责任感。绝大多数高中生都

愿意在行动上接受在教师的指导下

开展地理实验活动，提升地理实践

力。③高中学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和判断能力，在生活中也有或多或

少的地理实验能力。对生活场景中

的地理现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分

析，通过指导更能准确的理解和进

一点提高自己对地理生活的理解。

④现代生活告诉我们，当前高中生

能从多种渠道获取地理相关信息，

更能给学生创造地理实验活动的真

实场景，更能让学生能过地理实验

活动培养提高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四、解决农村高中学生地理实

验教学中学生地理实践力培养的策

略与建议

结合调查情况以及课题组通过

对各学科教师和对部分中学地理一

线教师的了解，课题组认为，要切

实解决好当前农村高中学生地理实

验教学中学生地理实践力培养的问

题，应主要抓以下几点：

1. 从学校层面给地理教师的教

学活动更多的理解支持，为地理教

学特别是地理实验教学活动配置更

完备的实验教学设施，给地理教师

开展的地理实验活动更宽松的教学

限制。

从多年的学校建设看，学校也

为地理教学活动增加了一些实验教

学的设施与设备。但是学校为地理

教师开展地理实验教学活动多数情

况下只是配置了简单的地球仪或少

地理教学挂图，对天体运动、大气

运动、水体运动等自然地理演化实

验教学直观教学和人文活动相互关

系等的实验实践相关地理实验教学

活动设施基本没有。从我们对学校

现有实验活动的调查来看，现有的

实验的器材不仅数量少，且少数现

有的器材也使用多年，基本呈现出

老化破旧的特点，已经不能完全胜

任现有的教学活动。经查，我校地

理教研组原有二个地球仪，但由于

长期使用以及保管不合理现已基本

不能正常使用；原有一盘地质矿产

标本，现也是标本缺失大半，标本

盘也破损无法正常演示。解决地理

实验教学活动设施器材需要学校给

予财政支持，学校应结合学校经费

预算情况为地理教学活动配置更多

更完备的地理实验教学活动设施和

地理实验教学器材。

地理实验教学是地理实践性的

活动，教学活动的场景不仅仅只有

教室各实验室，也有很多室外场所

和校外场所。教学中需要有更多的

学生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的整个过

程中，而学生是好动的，但也存在

着一些不可控的安全隐患。一段时

间来，社会对学校安全工作强调得

特别严格，以至于学校因此而不敢

有任何学生社会实践性活动。教师

也不敢带有学生进行自然界实习。

解决这种学生参加的地理实验活动

的教学过程，学校要给教师一定的

理解，教师也必须做好安全防范，

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

2. 组织地理教师开展校内和校

际地理实验活动的教研学习，让教

师充分认识到地理实验教学活动对

学生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作用，

在教学中提升地理实验教学的技能。

地理课程标准中，地理课程性

质要求教师要“创新培育地理学校

核心素养的学习方式”，要“引导学

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

式，在自然、社会等真实情境中开

展丰富多样的地理实践活动；充分

利用地理信息技术，营造直观、实

时、生动的地理教学环境”。新时代

的地理教学不能再是简单的“教师

讲，学生记”，要让学生走进真实的

地理环境中去学习地理知识，提升

地理核心素养。这也要求教师要打

破原有的只是在课堂上的讲练，不

为学生创设一个真实而丰富的地理

场景的学习。教师要把这样的地理

实验教学做好，自己也必须提高认

识，提升自己的地理实验技能。要

做好这样的工作，我们认为，地理

教师自身首先要加强地理系统知识

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地理素养，创

设地理实验和实践教学的方案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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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 名 言

要使山谷肥沃，就得时常栽

树。我们应该注意培养人才。

——（法）约里奥·居里

教学中付以实施。还要通过听课，

外出参观考察等教研活动，使地理

实验教学活动更丰富精彩，更有效。

地理课题组在学校教科的指导

下，定期开展地理教师地理实验教

学研讨，在研讨过程中，提出地理

实验活动方案，并形成活动教案。

通过研讨，提前做好有针对性的地

理实验活动准备并安全有序地完成

地理实验过程。定期对开展地理实

验活动内容进行整理，从活动中提

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形成经验论文，

为今后的教学活动提供更加有用的

指导。

3. 强化地理教研建设，构建地

理实验教学活动的教师课堂教学和

学生兴趣社团体系。

高中地理课程是一门基础学科

课程，体现地理学的基本思想和方

法。地理学科教学基本理念指出：

地理学科教学要“准确把握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的水平划分，以学业质

量标准为依据，形成过程性评价与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学习评价体系，

科学测评学生的认知水平，以及价

值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

等水平，全面反映学生地理学科核

心素养的发展状况。”为了培养学生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教师要鼓励学

生发现并提出问题，以学生的基础

和需求为出发点，设计教学过程，

丰富教学活动内容。在教学中，积

极开展地理实验和实践教学，运用

直观的、生活化的场景进行地理情

境教学，强化学生的地理思维。在

地理实验和实践教学过程中评价学

生在地理学习中的认知、思考、行

动能力。

课题组对我校学生问卷调查发

现，高中学生对地理实验活动对提

高学生思维能力是认可的，也愿意

参加到学校开展的地理实验教学活

动中并积极开展活动。为此，我们

可以在学校学生中开展地理兴趣小

组或者地理社团活动，用小组、社

团的形成激烈学生形成地理学习的

热潮，通过地理实验提升学生地理

实践能力，提升学生地理核心素养、

突出地理教育育人价值。

五、在我校开展地理实验教学

中学生地理实践力培养的意义

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

过了 51.27%，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在

农村人口。而农村学生人数仍然高

达 2000多万，而且从学校数量上看

农村学校占比仍是我国各区域性学

校数量的主体（教育部《中国农村

教育发展报告2019》）。然而在农村

中小学教育的现状上并不理想，面

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 我们在此开

展农村高中地理实验教学中，《学生

“地理实践力”培养策略》的课题研

究，目的是要在现有我校的条件下

找到一点农村高中普通适用的实验

教学方法，提高农村高中地理教学

质量，为其他地区有同样情况的学

校和地理教师提供可以参考的经验，

促进农村教育教学特别是农村地理

教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作者单位：犍为县清溪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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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莎

《英语课程标准》指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任

务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使学生树立自信

心。那么，培养小学低段的学生对于英语学科的兴趣成

为了我们教学的重点。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采用有效的

教学策略，有序的引导学生，辅助以各种教学方法和手

段，逐步让学生喜欢上英语学科，具体做法如下。

一、运用直观教具，激发学生兴趣

我校学生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对于直观的教具都

充满好奇，如：外研社所配备的视频动画，结合课程的

趣味ppt，词语卡片，包括我们的肢体动作，夸张的面部

表情，动用起大家的五官都可以激发起学生学习英语的

热情。

当然，买一些具有创意的道具，带动学生制作有趣

的学习道具，在制作的过程中，能让学生感受到英语学

习的趣味性。如在讲解三年级上册Module 9 Unit 1This is
my mother.一课介绍家人时，我借助从网络买的趣味手指

家族，为学生一一呈现家庭成员，运用This is …的句型

逐一介绍，学生很感兴趣。再配上带有木偶戏感觉的表

演，学生学得十分投入，然后请学生单独上台用道具展

示，大家都积极踊跃，运用语言表达的效果也提升了。

课后，再请学生制作手指家族，在小组中介绍自己制作

的手指家族，学生们乐此不疲。英语课中教具的恰当使

用，让课堂变得更加生动而有趣，让学生能更好地沉浸

在英语学习的环境中。

二、善于创设情景，调动学习热情

低段教学，学生单词储备较少，能有效运用在课堂

上的语言屈指可数，所以语言的输入绝大部分是靠老师

在引导。教师需要创设情景，将文本内容与生活实际紧

密相联，用热情的肢体语言与学生产生互动，才能让学

生在语用中体会语言的魅力，让学生喜欢英语课堂，喜

欢那种真实的呈现，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从

而在不断的知识与生活的碰撞中发挥主体的作用。

在讲解三年级下册 Module 7 Unit 1 We fly kites in
spring.时，我先借助 ppt出示四幅季节的图片，再引导学

生说出季节的感受。我手拿卡片hot，为了学生理解单词

的含义，我用手一直对着脸扇风，表现出很热的样子，

带动他们跟着我一起感受。遇到冬天很冷，又展示出发

抖的姿势，学生也不由自主的跟着我一起发声，一起表

演，他们在身体的感应中感受着这种语言环境对他们的

冲击，有了真实的体验，有同学竟然兴趣盎然地提出可

以改编四季的韵文，于是我们边表演边拓展，大家都仿

佛进入了角色里。诸如此类的教学实践，仍在继续，不

断有新的尝试，不断有新的教学热情的延展，才会有教

学生命的延续。

三、变化教学形式，符合学生特点

大班教学，学生层次参差不齐，加之缺乏语言环境

的浸染，那么，采取单一的教学形式是行不通的，只会

逐渐让学生丧失兴趣。所以借助直观的教具和课本资料，

就得在活动形式上下功夫，有的学生喜动，喜欢表演和

互动交际，有的学生喜静，喜欢静默思考和聆听。针对

学生的不同需求需要有不同的课堂设置，而不是一味的

追求动态课堂，那过分的亢奋只能不断消耗掉老师精力

的同时，也让学得的知识浮于表面，所以习得和学得理

应双管齐下。为此，教学中做到在整篇感知的前提下辅

以单个词汇的输入，或者提前解决单词的阻碍，再进行

整篇阅读，就能提高教学成效。我在讲三年级下册Mod⁃
ule 2 Unit 2 That man is short.时, 采用各具特色造型来表

演文本人物的身材体形，运用对比来操练词汇，然后用

动物不同头像进行表演和描述，最后在回归课本，厘清

还存在的语言障碍，力求达到认读和交际的目的。表演

人物和动物时课堂的热闹和回归课文阅读思考的沉静，

让课堂有了鲜活的生命般富有韵律，这种宜静宜动教学

模式在大班教学中发挥出更好的教学效果。

四、完善评价体系，促进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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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接触英语时，学生对于这种缺乏语言环境的

语言学习会容易产生挫败感，生怕发音不准引发笑点，

所以有的干脆闭口不说，这成为英语学习的巨大障碍。

为了激发学生勇于表达的学习热情，我们采用了多样的

评价形式。英语新课程标准提出“评价要有利于学生不

断体验英语学习过程中的进步和成功，有利于学生认识

自我，建立和保持英语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所以，对学

生的评价是激励学生学习的强力支撑。我们学校有英语

学科专属的Good job表扬签，上课举手发言的学生就能获

得一个表扬签，五个表扬签可以兑换一个精美的粘贴。

最终英语期末的奖励和奖状，将取决于学生所累计获得

的粘贴数量。一经实施这一评价机制，学生们参与的踊

跃度提高了，长此以往，这样的课堂氛围就不断激励着

孩子们积极投入到英语学习中。但有时过于热闹的课堂

并不有助于教学的开展，所以同时增设了一项辅助的评

价机制，以小组来评价，小组的纪律保持，小组成员之

间互相的监督提醒，每节课获胜的小组就会赢得额外的

一个表扬签，让每个表现优秀的孩子都能在公平的评价

体系中享受学习的快乐。

五、灵活运用板书，激起求知欲望

现今多媒体和白板的运用已经普及，但是黑板同样

具有提炼和延展重点的作用。老师借助板书，能促进学

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让学生愿意并主动的去学习，进行

更多有创意的教学。在讲解三年级上册Module 2 Unit 1
What’s your name？一课中询问对方姓名时。我在黑板

上画了一朵花，并在花下面左边的一片叶子上写了What’
s your name？右边的叶子上引导学生知晓回答的句式 I’
m 。花心的部分重点强调 am，而花瓣上填

入询问同学的英文名字。板书成了培养锻炼学生思维的

地方，学生看到这朵花的喜悦溢于言表。于是我索性让

学生自己也画了一朵花，并要求学生各自走到自己好朋

友那儿运用句型询问对方的名字，并写在花瓣上。运用

这种板书形式，学生迸发出了语言交流的愿望，他们心

中也从此种下了那朵对英语求知的花，并即将盛放开来。

综上所述，要让小学低段学生喜欢英语学科，就需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善于创设情景，变化教学模式，完

善评价体系。这样，才能让学生对英语学习保持深厚的

兴趣和热情。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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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艳丽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读写整合作为培养学生综合语

言运用能力及核心素养的手段，为越来越多的教师所接

受和实践。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总觉得效果不尽人意，

笔者通过参观学习一次市级赛课及对自己在实践过程中

的反思，提出了读写整合设计中存在的四个误区，希望

能通过对误区的分析，来提高读写整合的水平，让读写

整合能更好的服务于学生综合语言能力及核心素养的提

升。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对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培

养受到越来越多一线教师的重视，而修订版课标更是提

出了英语学科的四大核心素养，明确了语言能力、文化

品格、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是普通高中英语课程的具体

发展目标。语言运用能力是整合性的能力，而且就其性

质而言，语言运用能力必须是整合性能力。为了将综合

语言运用能力和核心素养的培养融合到听说读写译等语

言技能中，将代表语言输入及语言输出的读与写进行整

合就成为了许多教师的关注点。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

对于课标及文本材料认识不够深刻，导致读写整合流于

表面形式，不能实现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及核心素养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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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对一次市级公开课的探究

与反思，讨论在教学实践中读写整合的误区。

本次公开课的课题为外研版必修 2 Module4 《Fine
Arts – Western, Chinese and Pop Arts》，课型为阅读课。

笔者参观学习了7位教师的献课，其中有6位教师都将落

脚点放到了写作上，可见读写整合已深入人心。当然，

每位教师的献课都非常精彩，笔者只是想从旁观者的角

度，探讨读写整合在实践课堂中存在的一些误区，若有

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同仁、前辈、专家批评指正。

二、读写整合在实际操作中的误区

误区一：只注重语言方面（词汇、句式等）的输入

而忽视了文本信息（主题、结构、文体等）方面。教师A
在引入话题后，引导学生通过寻找主题句了解文段大意，

随后仔细阅读寻找文本中涵盖的信息 （即：who, their
achievements and their styles）。随后通过句式仿写，给出

以下写作任务：

随后引导学生采用替换信息的方式仿写主题句、文

章中对流派的介绍及表达对艺术作品的评价。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或许能够学会写“This is a
painting by the Dutch artist，Van Gogh，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influential arti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post-im⁃
pression artists painted objects and people，with bright col⁃
or.”但会疑惑“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想要表达什么样

的思想？到底什么是立体主义，什么是后印象？我接下

来要写什么？”学生会产生这些疑惑，原因在于：一、阅

读不充分；二、写作引导中缺乏篇章意识；三、阅读和

写作中只注重词汇、句式的输入输出，忽略对文本主题

思想、文化情感、文化特点的发掘与分析以及写作技能

的渗透。

正如吴一安老师在谈修订版课标中的语言能力中所

指出的那样，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语篇，而不是字、

词或句子，当然在特定情况下，一个句子或者短语也可

以是一个完整的语篇。连续性语篇可长可短，可以是口

头或书面的，但成熟的连续性语篇一定具备连贯性特点，

也就是内容连贯、思维连贯、语言连贯，这首先是语篇

主题意义构建的需要，也是语言交流的需要。

误区二：以写作为中心设计阅读课，把阅读重心放

在语言模仿上，把输入与输出放到一个维度同时进行，

将文章分化，整合形式化。王蔷老师提出，在课程改革

当中，教学目标已经从纯知识的教学转向了综合语言运

用能力的培养，在这个过程中，阅读策略备受关注；但

教师不能为策略而策略，为教学而教学，而应挖掘文章

背后的意义，理解语篇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并以理解为

目标来培养学生的阅读策略，培养出真正具有熟练阅读

的技巧。

教师B在热身后，通过“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this
painting, what will you talk about?”简单引入后进入快速

阅读匹配信息；接着在仔细阅读部分分段阅读，通过不

同方式讲解句子结构，仿写。随后提出：How to intro⁃
duce my favorite painting？引出写作任务，并呈现之前仿

写句子的中文，要求学生翻译。最后以头脑风暴的形式

总结：When you talk about paintings, what will you talk
about？并呈现一些实用的句子结构及短语。

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能在课后通过仿写介绍一幅

绘画作品，能较好的完成教学目标。然而要完成写作任

务，仅仅依靠掌握语言和结构，是不够的。而且读写同

时进行，导致学生思维混乱，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读还

是应该写，课上仿写基本上是完成了，但课后类似的文

章依然不知道写什么、怎么写。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只是单纯接受具体的知识点，缺乏思考，最终写出来的

也不是他们所想要表达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教师在解读

文本时需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体验文本所蕴含的主题思想，

文化情感，及文本传递的思想品质，打开学生的思维，

将知识与情感内化。只有如此，学生在写作时才能融入

自己的真实思维、情感及正确态度。

误区三：读写生硬嫁接，缺乏过渡。读是理解性意

义建构的方式，写是表达性意义建构的方式。因此只有

在理解的基础上、经过学生自己的思索而输出的内容才

是有意义的表达；而词汇、句型和谋篇布局都是为此而

服务的。

上述教师A及教师B或是在简单的阅读后进入仿写，

或是将写作教学整合到阅读过程中，其实都没有很好的

过渡，忽视了学生本身的思考与观点陈述，生硬的将观

点传递给学生，未能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不能实现

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和核心素养的目标。事实上，

在读写整合中，很多教师都忽略了听说亦可作为读写的

过渡与媒介放到语言能力和核心素养的培养中。而且通

过学生的讨论和表达能够更好的实现语言知识的内化，

体现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误区四：读写主题分离。教师C、教师D在尝试读写

Who

梵·高（Van Gogh，
1853-1890）荷 兰

（Dutch）。

Achievement
他的作品深深地影响了

二十世纪艺术，《向日

葵》(Sunflower)是全球最

具名、广为人知与昂贵

的艺术作品之一。

Style

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
强调作品要抒发艺术家的自

我感受（feelings）和主观感情

（emotion），作品色彩鲜艳。

·英语专栏· 乐山教育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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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过程中，将写作的立足点放在了对作品喜恶的描

述上。导致读写主题分离，读的目的是让学生赏析不同

风格的绘画作品，而写的落脚点放在了运用文中的语言

形式表达自己对某一作品的喜恶上；花了过半节课时间

铺垫的内容，最后体现在写作中的却只有几分钟的内容，

导致针对性不强。

三、结论

读写整合的过程是以优秀的语言为铺垫、合理结构

做支撑、表达学生思维观点的过程，不仅仅是对语言的

解读与模仿，还应包括对文本的解读与模仿；除此之外，

教师还可充分利用文本特点有针对性的设计改写、缩写、

创写等形式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反哺阅读教学。

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信息，因此在阅读中应明确

读写整合模式课型的任务设计要为写作服务，因此应依

托文本，除挖掘阅读文本中的词汇、句型外，还应分析

篇章结构，进行写作技巧点拨，使学生注意到写作的要

点应如何布局，还要注意相关词汇、句型的适当输入，

为有效输出打好基础。

除上述误区外，要在 40分钟之内同时完成读写评的

过程，本就是一个挑战；因此，我们的读需有重点、有

选择，而且我们不可能让学生在一节课感知所有的读写

策略、技能，并熟练运用，读写的能力提高应该贯穿于

我们短期或长期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读写结合课里。

（作者单位：乐山外国语学校）

信息差在小学英语
交互式语言活动中的应用
□ 范 巍

信息差作为交际教学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越来越受

到中小学英语教师的重视。近几年，信息差在我国交互

式语言活动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本文在对信息差的概

念进行说明的基础上，阐明信息差在小学英语交互式语

言活动中应用的原则，并给出相应的教学方法和建议。

一、 信息差概述

在语言教学中，信息可被看作是具有特定用途或被

加工过的知识（桂诗春，1992）。语言是一种重要的交流

工具，人们用语言交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传播的过

程。不会有人在谈话中大量说明大家都已掌握的信息，

他们从谈话中获得的信息越多就说明这段对话的信息量

越大，反之亦然。谈话中所获得的信息，就是谈话前双

方所存在着的“信息差”。

与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分散、无目的的信息差相比，

在外语教学活动中创设信息差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针

对性的。正因如此，在外语教学过程中，为了能更有效

地完成教学目标，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

所有的交际教学活动都应该确保在有信息差存在的前提

下进行规划和管理。Johnson（1979）曾说：“正是因为许

多语言教学中缺少了疑惑（即信息差）这个基本元素使

得整个教学变得无交流可言。”

因此，信息差是保证外语教学活动有效开展的前提。

在信息差基础上进行的交互式语言教学活动最能体现语

言学习的精神。

二、在交互式语言活动中创设信息差的原则

有的教师在交互式语言活动中创设信息差时会遇到

没有可直接使用的教学素材这一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对

教材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处理。总的说来，教师在创设信

息差任务的时候可以参照以下四个原则：

（一）信息差的创设可建立在一定任务型活动基础

上。教师创设信息差活动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些障碍，让

这些活动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激发学生通过头脑风暴、

合作和交流等方法来解决问题。设计的活动应该让学生

专注于信息的交流，而减少对语言形式的关注。同时，

教师在活动过程中还应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增强他们

的学习信心。

乐山教育 2020·10 ·英语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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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是师生之间互动的过程。教师在创设信息

差活动的时候要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教师在活动的不同

阶段应该分别担任好设计者、领导者、参与者和评价者

的角色。在活动进行中，教师对学生所犯的错误应抱以

宽容的态度，并对他们的进步提出表扬，以增强学生参

与交互式语言活动的信心。

（三）利用真实语言材料创设信息差。真实的语言材

料是语言的碎片，这些材料是当地人在非教学环境下自

然交流产生的。而教科书上的文本材料则是为了专门的

语言教学而编写的。由于教科书上的内容比较简单，初

学者一般都是通过学习教科书来习得英语的。但在教科

书的编写过程中，很多现实生活中使用的低频词汇都被

高频词汇所代替，配套的录音材料语速也比正常说话速

度慢，这就导致了学习者在真实语言环境下变得手足无

措，不知道怎么表达。因此，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要

更多地接触真实的对话场景。而真实的对话往往是伴随

着信息差产生的。这就要求教师在交互式语言活动中创

设信息差的时候更多地运用真实的语言素材，尽可能为

学生制造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帮助学生形成外语思维

习惯。

（四）以学生为中心创设信息差。在交互式语言活动

中创设信息差能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

因此，在信息差创设时应考虑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机会给

每个学生练习目标语言。语言活动应该从学生的兴趣和

习惯出发，同时与小学生的心理和认知情况相适应。活

动的主题要贴近生活，这样才能更好的唤起学生的兴趣

和参与课堂活动的热情。

三、教学方法

（一）利用文化背景知识创设信息差

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对英语国家的传统习

俗、生活方式、风土人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都还

比较陌生。根据这一情况，教师可在授课时有意识地介

绍一些英语国家的相关背景知识，并与中国文化做对比。

这就形成了一个在文化背景知识上的信息差。

如在学习M10U2 Merry Christmas! （新标准小学英语

三起四上）一课时，教师扩展介绍英美国家圣诞节相关

背景知识，圣诞节问候用语和人民的过节习俗等。同时

可请同学比较圣诞节与中国春节之间的异同。

（二）在各个教学环节渗透信息差

1.在导入环节运用信息差，调动学生积极性。导入环

节一般是英语教学的第一个环节，在这一环节中，教师

要准确把握教学目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根据学生的

兴趣设计信息差活动，从而活跃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的

注意力从课下转移到课上，并积极主动投入交互式语言

活动中。例如在学习“M5U1 Will you take your kite?”
（新标准小学英语三起四下）一课时，教师在导入环节向

学生展示自己下周的计划表，其中有一天的计划留白，

提示学生通过该天前后一天的计划以及提问教师可能会

带的物品来猜一猜，学生在好奇答案的同时，调动自己

用学过的英语表达来进行猜测，信息差在师生的问答间

逐渐缩小。虽然在这个环节学生不能很快说出正确答案，

在新接触的语句表达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差错，但是学生

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为之后教学环节的进行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在新知识呈现时运用信息差，培养学生用英语交流

的习惯。新知识的呈现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

老师在此环节要带领学生感知和理解新的语言知识点。

传统的英语教学课堂一般是由老师带领学生听说读写该

课新知识点，这样就很容易让英语课堂变得枯燥无味。

如何让新知识的呈现环节变成学生自主探索知识的过程

呢？教师可尝试在此环节中为学生提供一个交流环境，

创设合理的信息差，调动学生的多重感官来感知新知识，

有效突破教学重难点，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在学习

“M2U1 Go straight on.”（新标准小学英语三起四上）一课

时，老师通过 “Where am I ?”的游戏，让学生根据教师

的描述，猜测教师在地图中的哪个地方。在活动中自然

呈现新的语言知识：Turn left. Turn right. Go straight on.
It’s next to …It’s beside …等。几轮示范过后，教师请

一位同学来描述，其余同学找出最后的方位。鼓励学生

多用新学的语言知识进行交流，并从中感知和理解新的

知识点，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语言输入。

3.在拓展环节创设信息差，鼓励学生积极尝试。在知

识拓展环节创设信息差活动在激发学生好奇心的同时，

还能让学生在课堂上想说、敢说，有效提高学生的口语

交际能力。在这个环节教师可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创设

信息差，引导学生练习并内化目标语句，逐步达成课堂

教学目标。例如在“M1U1 It’s more than twenty thou⁃
sand kilometers long.”（新标准小学英语三起六上）的知

识拓展环节，教师可利用课本Activity 4 的活动让A学生

描述他在图片中选中的物体，B学生通过运用 “Tell me
more about it.”或者 “Is it …?” 来猜测A生所选定的物

体。从课文中的对话还可以衍生出学生互相猜测对方喜

欢的动物、食物等。由于学生之间存在着信息差，他们

想了解搭档选中的是什么东西，就要运用目标语句提问，

与其他同学交流信息填补信息差，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交

互式语言活动中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更多的同学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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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进来，愿意多说多问。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学生

的口语交际能力，有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

四、教学建议

在交互式语言活动中创设信息差时，教师需要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教师应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围绕

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创设信息差。如果学生不能用已掌握

的语言知识填补信息空白或者对话题不感兴趣，即使在

谈话双方存在信息差，学生也难以用目的语言进行有效

地沟通。二是教师在利用信息差开展交互式语言活动时，

要考虑到学生在填补信息差时会使用到的多种交流方式：

如师生、生生、小组之间的交流，学生与多媒体教学设

备的互动以及与生活经验之间的互动等。交流形式的多

样有助于学生更全面牢固地掌握目的语在不同情景中的

使用。三是调整自已的角色，教师在活动过程中要及时

调整自己的角色，不仅要做好一名组织者、调控者，也

要做好参与者的工作。在将信息差应用于交互式语言活

动中，教师一方面要控制好课堂活动的节奏，保证教学

目标能够顺利达成，以学生为主体创设合理的信息差，

防止学生做无效的交流而忽略了对目的语言的学习和应

用；另一方面也要参与到交互式语言活动中去，保证交

流活动的高效开展，促进学生的目的语习得。教师参与

填补信息差活动也是根据学生在活动中的反馈实时创设

良好学习交流氛围的必要途径。

（作者单位：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 唐 静

“要培养小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

学生感到学有所得，而且这种所得是学生通过动脑，用

思维挖掘出来的东西”（张正东，2008）。张正东老师的

这句话我一直警醒在心。如何在小学英语课堂上激活学

生思维，使他们学有所得，这是我一直在课堂实践中孜

孜以求的目标。

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有源自内心深处的精神需要。

智力活动和智力需求都属于满足精神需要的方式。我再

仔细回顾自己读书思考的过程，阅读的愉悦，学习的愉

悦其实都源自我们本身，和他人无关。但是小孩子，要

领略到这一点，需要时间和经历。如果有外力的介入，

也许会早一点领略到这一点。那么教师，就是外力之一

了。能让教师这个外力作用发挥到极致的路径，我认为

最好的是带着学生们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效设问，

激活学生语言思维。

然而现状是大多数孩子不喜欢阅读，他们不愿意通

过阅读来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究其原因是因为不具备

一些我们认为自然而然就存在的阅读技巧。他们的思维

没有在阅读中被激活，这样他们就很难领受到阅读的乐

趣。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阅读能力必定是基于阅读兴趣

才能壮大的。而阅读兴趣的生发必定需要一些支撑。这

些支撑就是阅读策略。

我一直在琢磨是什么造成了阅读者早期的障碍，从

而导致他们完全不能真正进入阅读。

在 《Exploring Second Language Reading——issues
and strategies》一书中提到“Lack of adequate vocabulary
…as one of the obstacles to text comprehension”（词汇贫乏

无疑是阅读理解障碍之一）。的确如此，但也不仅仅如

此。缺乏根据语境推敲猜测词义的能力也是障碍之一。

而且由于中英文语序和结构的不同也会严重阻碍学生的

阅读流畅度和准确度。而且小学中低段的学生尚未形成

自己完善的母语阅读技巧，也很难在外语阅读中获得一

种正迁移。

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并实实在

在帮助他们学习一些阅读技巧从而最终形成自己的阅读

策略，这是我一直致力于思考和实践的一个话题。以往

我只是凭借本能和经验，在英语课文教学中遵循阅读者

最自然的反应来设计教学活动。我并不打算将学习者的

注意力引到语法结构上去，学习者首先是阅读者，作为

阅读者，看到课文时获取的最直接的信息肯定不是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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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而是意义，借助文字和图片获知的信息和意义。我

依据这一认知规律，设置语境，拓展语境帮助阅读者理

解语言。

创设阅读策略形成的自然条件，其中重要而有效的

一条原则是拓展，此外还包括预想推测联想等阅读技巧。

其实强烈的阅读动机下的阅读过程很容易自然而然生发

出一些阅读技巧，但不是所有的阅读者都有这种幸运。

普通人对于自己不上手的活动都会拒而远之，小孩子也

不例外，毕竟不是所有的个体都具备挑战极限的特质。

所以如何帮助学生减少阅读障碍，激发阅读兴趣并能一

直保持阅读兴趣，阅读技巧的指导和习得是很必要的。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通过有效设问，推动学生自己阅

读，发现，思考，从而获得他们自己的阅读技巧。

一、设置有效的问题激活学生思维。

学新标准英语四年级第五模块第一单元的新对话时，

我针对每一幅图加上了这样的句子：do you like running?
Can you run fast? Can you run fast like Sam? Can you run
fast like Yaoming？我这样说他们就大笑，以为我说错了，

然后我又补一句，Can you run fast like Liuxiang？然后他

们又要吵一吵，姚明其实也跑得挺快的。这样真实的对

话很容易激起学生表达和思考的兴趣。同时也向他们展

示了之前学过的语言点怎么用。新标准英语五年级上第4
模块第二单元活动一是两幅图，句型很简单。但是通过

引导学生仔细读图观察我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使原本

只有四句的对话变得丰满了，最后再抛出一个开放性的

问题：Why did the monkey take Ben’s cap? 这个问题一

下子打开了学生的话匣子，学生们的想象力被大大激活：

Because the monkey lost his cap. Because Ben’ s cap is
new.

Because Ben’s cap is beautiful. The monkey thinks it’
s food. The monkey is Ben’ s friend, and he knows it’ s
Ben’ s cap. Because the cap looks like bananas. Because
the monkey likes the cap. The monkey wants to wear the
cap. Because the cap is purple and the monkey likes purple.
孩子们的想象喷涌而出，那堂课最后的时间全部用来让

孩子们畅所欲言了。

二、抓住课堂真实的场景有助于学生对语言的理解

和掌握

学习四年级第七模块 there be 句型时，书上的韵文

是：Look at the photo. There is a horse. And there is a girl.
She is riding the horse. 记得当时我正在说：“there is a
girl. What is she doing? 学生们自然知道：“She is riding
the horse.”正说着呢，有个女生举手告状，旁边的男生

一直在唱“XXX（这个女生的名字）是个笨蛋”。我就说

“There is a boy. What is he doing? He is singing a silly
song. There is a boy singing a silly song. Who is he ？”全班

大笑，然后我板书这个句子在黑板上，再请大家仿句。

结果孩子们说了很多漂亮的句子 :There is a boy playing
with his pen. There is a girl listening to Ms Tang. There is a
boy talking to his friend. 于是当天的作业就是请他们写下

他们在课堂说的句子，再把这些句子拆分成两个句子。

愿意多写的可大力支持。这个活动之后，我们在学习第

二单元那首歌时，学生们对于那句歌词 There are three
green parrots standing in the tree. 就非常明白了，而且让

他们自己重新编写歌词也进行得非常好。这种应景的句

子，学生们掌握起来非常容易。

三、充分发挥教室这个话语场的作用，让学生获得

学习的乐趣

并非每节课都有上述那样的真实话语场景，但教室

里本身就存在对话的双方，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

间都存在真实的话语场景。在学习第五模块第一单元时，

我提了这样的问题：Can you run fast like Liuxiang? Can
you play basketball like Yaoming? Can you sing the song
with xxx? Can you run as fast as Liuxiang? Can you swim as
fast as fish？学生们很喜欢这样的问题，人人踊跃回答。

接下来以一幅一个孩子跑步的图为例，要求学生自

己说句子，结果学生们说出了很多很棒的句子：Can you
run in the park? Can you run in the school? Can you run
fast in the classroom? Can you run in the sky? Can you run
on the lake? Can you run with me? Can you run like XXX?

Can you run as fast as a dog? Can you swim as fast as
fish？学生们掌握了 as...as这个结构后，很喜欢在真实对

话中运用，一旦有机会就会有学生用上这一结构。我们

每节课课前五分钟会用于学生自由问答对话，这一结构

本来不属于小学阶段的四会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学生能否掌握某一语言知识，不全是由知识难易程度决

定的，实际的语言运用环境也非常重要。在学中用，用

中学是非常实在的有效学习过程。学习 there be 句型时，

有一张单词图片呈现的内容是一个男孩子在爬悬崖。学

习 climb这个新单词。我手里拿着这张图片和另一张大明

和 Sam骑自行车上山的图片对学生说：“Look at this boy.
He can climb up the hill. And Daming can ride up the hill.
How about you? S1: I can run up the hill. S2: I can walk up
the hill. S3: I can fly up the hill. S4: I can jump up the hill.
S5: I can hop up the hill.

此时有学生说道：“I can swim up the hill.”，我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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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回应他：‘Maybe you can.”然后把话题回转，对那个说

可以 hop up the hill 的孩子说：“You can hop up the hill.
Can you hop up the tree? S5: No, I’m afraid I can’t. 我又

追问：“Can you climb up the tree? Can you climb up the
wall? 学生们迫不及待争相恐后地说着。由此就解决了新

单词 climb 而且拓展了用法，让学生们好好地体会了一把

语言的灵活性。孩子们都学得很开心。其实没有孩子会

反对学习的。人本身就有高层次的智力需要，关键在于

我们是否激活了他们的这种智力需要并助其得到满足。

我的问题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语言本身和语言所包含

的意义上来，不需要太多的花招，学生完全被吸引到语

言智力活动中，我们自会从中获取乐趣。这就是学习本

身的乐趣。只有学习者从学习本身获得乐趣时，学习才

会成为持久性的终身性的活动。

四、运用绘本阅读，提升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小学生对绘本阅读的喜爱超出我的预期。当我把绘

本抱进教室，学生们发现又要上阅读课时，眼睛顿然亮

起来，笑容在脸上绽开，有些孩子还手舞足蹈表达自己

的喜悦之情。孩子的天真让我忍俊不住，也让我沉思。

其实没有孩子是不喜欢阅读的，美好的事物自有其吸引

力。起初我尝试用课堂阅读教学的方式教绘本，采用学

生阅读，我提问，学生回答或者学生阅读，学生提问，

学生回答。感觉他们都处理得挺好以后，我开始让他们

先听故事，然后阅读绘本，并在我不做任何讲解的情况

下画思维导图。结果我意外地发现学生们非常喜欢画思

维导图，而且画得各有千秋，精彩纷呈。从他们画的思

维导图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阅读理解思路。这也帮助我反

推出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学生们完成一本绘本的思维导图后，再引导他们利

用自己的思维导图重述故事，这个活动对于学习能力属

于中下水平的学生稍稍有难度，这时候恰当的问题设置

对于学生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就大有裨益了。能力强的

学生除了重述故事，也可以试着续写故事或者用自己的

话重写故事。看着学生们自己表演读过的绘本故事，我

再次确认，从听到说，从说到写的距离并没有那么遥远。

小孩子是很喜欢表达的，能够用英语表达自己真实

的意思他们也是很开心的。但囿于自身语言能力不够，

很多孩子就有点窘于言。所以在教学实践中，站在学习

者的角度，多体谅学习者的困难，并想出有效的方法来

激活学习者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单位：乐山市实验小学）

思维导图在初中英语
分级群文阅读教学中的可行性探究

□ 刘利华

日常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多以单篇的精度教学为

主，旨在通过对文章的深度剖析，让学生掌握基础语言

知识并获取各种阅读技能。但单篇的阅读教学只能让学

生习得相关的语言和阅读范式，无法让学生做到知识的

自然迁移。学生的阅读量不够大，阅读面也不够宽。义

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教育部）对 9年级结束

时应达到的阅读技能的描述中提到学生能读懂常见体裁

的阅读材料，其课外阅读量累计达到 15万词以上。但实

际上仅凭初中的几本阅读教材和平时的过程性和终结性

评价所涉及的一些阅读练习是远远不够的。另外，《普通

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教育部）提出了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程晓堂、赵思琪将其归纳为语言能力、文化意

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程晓堂，赵思琪，2016）。

因此鉴于目前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新课标

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阅读的要求，如何落

实好对中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尤其是文化品格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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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语文群文阅读如火如荼的研

究下英语分级群文阅读应运而生，其研究意义和价值是

教育界有目共睹的。但如何在固定有限的上课时间内用

适当的阅读策略高质量的完成英语多篇文章的阅读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根据英语分级群文阅读的阅读量大、文

本相关性强、写作和叙事风格有异的自身特点，结合英

语分级群文阅读旨在培养学生文化品格和学生思维品质

及各种学习能力的目标，思维导图以其自身形象性、关

联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可以作为阅读教学中的教学工具

和认知工具。

一、英语分级群文阅读教学文本设计

英语分级群文阅读教学，就是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

教师在单位时间内，针对一个议题，自主选择多篇相关

联的文章进行教学，开展指向核心素养发展的英语学习

活动（李兴勇，2019）。文本是进行群文阅读教学的载

体，文本选择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群文阅读的教学效果，

因此合理的安排文本是在确定教学议题后的关键一步。

林才回（2015）总结了群文阅读教学三种文本组合方式，

本文所要阐述的群文阅读教学的文本组合方式便是其中

一种，即：基于课内的群文阅读教学文

本链接课外自选文本。教师按照一定的

“议题”，组合初中英语外研版新标准教

材内的文章与课外阅读文本中的文章进

行讲授。

群文阅读是在多文本的比较阅读中

实现对文本意义的认识和再建构，因此

“议题”需具有可议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李兴勇，2019），才能为师生阅读提供

自由的思维空间，从而真正实现读者和

文本的对话。以外研版八年级下册的教

材为例，在10个教学主题中只选定了几

个具有可议性和开放性的议题。如在讲

授 Module 6 Hobbies Unit 2 Hobbies can
make you grow as a person.时，遵循横向

比较，纵向推进的原则，选取了五篇文

章。其中三篇用于与中心议题的拓展阅

读，一篇用于读后的对比探究，还有一篇用于本模块的

写作素材。

二、基于思维导图的英语分级群文阅读教学策略实

施

英语分级群文阅读教学是应对目前初中英语阅读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和落实新课标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核

心素养尤其是文化素养和思维品质的培养的最佳途径。

但如何在固定有限的上课时间内用适当的阅读策略高质

量的完成英语多篇文章阅读的同时又可以培养学生的思

维品质和阅读能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思维导图在英语

阅读教学中的使用已趋于成熟，将其运用于多篇英语文

本的阅读也同样有效。它可以让教师观察到学生对文章

阅读过程的同时指导学生的阅读，学生也可以借助思维

导图从宏观上清晰地把握语篇的主旨和脉络结构、对比

文本的异同、整合议题观点和思想，同时学生通过思维

导图对多篇文章进行分析、推理、判断、评价和决策的

过程中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

1.拓展阅读，以文释文

本环节通过让学生对三个自选文本和教材文本的阅

读，分析与整理，达到以多篇释一篇，提升学生语言能

力和建构学生自己的认知体系的目的。

（1）梳理框架，理解内容

先给学生独自阅读并初步绘制思维导图，梳理教材

文本和其他三个课外自选文本的写作框架的时间，让其

初步了解各篇文章的主旨内容，便于接下来的定位分析。

（2） 以一带多，以多释一

在对教材文本阅读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抛出问题，

让学生在不同文本中有序地跳跃，达到以一篇带动多篇

的阅读。学生通过不断的整理完善思维导图，达到以多

篇理解分析一篇的目的。如：要求学生先细读教材文本

的第一段，之后教师给出几组关键词，让学生边读边重

新归纳整理自己的思维导图。

Q1. Key words: Hobby and Hobbyist 简单明了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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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a hobby？和 What does hobbyist do？ 两个问题。

学生通过上一步绘制的思维导图，快速定位Passage A. 找
出A hobby can be almost anything a person is interested in
doing in his free time. 通过阅读 Passage A. Part 1 归纳总

结 A hobbyist is a person who has a hobby.
Q2. Key words: Active or relaxing？Outdoor or indoor

activities？提出问题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active hob⁃
bies, paper cutting, collecting foreign coins, and painting, cy⁃
cling or growing vegetables？ 通过问题学生可以推断这里

是在问 hobbies的分类，根据绘制的思维导图可快速定位

到Passage C. 通过阅读 part 2 找出Many people prefer out⁃
door activities to indoor activities because they are more ac⁃
tive. 可知前面提到的 indoor activities, 接下来指出的是out⁃
door activities，并且推断出 outdoor activities 比 indoor ac⁃
tivities要 active。再结合教材文本，学生可以自然地生成

类似于这样的思维导图，如下所示：

Q3. Key words: Advantages or benefits. 提出问题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having a hobby？ Or why do people
have a hobby？ 学生通过关键词结合所绘思维导图，发现

在 Passage A 和 Passage B 两篇拓展阅读中都有提到。这

时，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分析，整理和归纳教材文本和拓

展文本最终形成自己独有的思维导图。

Q4. Key word: lucky. 提出两个问题 Why does the
writer say David is lucky？和 Who does the writer think is
lucky in passage C？A. A boy who enjoys reading becomes
a worker. B. A girl who likes dancing becomes a doctor. C.
A girl who loves playing the piano becomes a pianist. D. A

boy who is interested in computer games becomes a writer.
（3） 细节推理，提升阅读技巧

Passage A:
1）Doctors have found that hobbies are helpful for pa⁃

tients to recover from physical or mental illness. What does
recover mean？

A. get back
B. become healthy again
C. become calm D. supply with a new cover
2）What’s the writer’s idea about hobbies？
A. Hobbies are only popular among the retired people

and students.
B. Anyone should have hobbies in their free time.
C.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have the same hob⁃

by.
Passage B:

What does the writer think of a hobby？
A. a waste of time
B. helpful
C. boring
Passage C:
What is the first thing you should do

when you choose your hobby？
A. try
B. get interested

C. practice
2. 比较阅读，提升思维品质

拓展阅读环节是引导学生利用思维导图对多篇文章

进行广泛阅读，以扩大阅读量，并提高搜集整理信息的

能力。此环节旨在通过Passage D 从不同的视角与先前的

经过思维导图整合过的阅读材料进行比较阅读，激发学

生的认知冲突，引发思维碰撞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首先回归 hobby的定义：A hobby can be almost any⁃
thing a person is interested in doing in his free time及hobby
的优点， 通过对 Are hobbies all good ones？ Are there
any bad hobbies and what bad hobbies do you know？ Why
do you think it is a bad hobby？ 系列问题的讨论，激起学

生对Passage D的阅读兴趣。D篇介绍了热门话题——广

场舞。其中提到有些人对广场舞大妈有不满之处，觉得

她们占据了公共场地，音乐过于吵闹。鉴于大家的反对

意见，广场舞大妈选择了合适的场地，调低了音量，控

制了时间，不再是大家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学生读完结

合所绘制的思维导图中 hobby的优点部分重点讨论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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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of hobbies are bad hobbies？并整理出思维导图：

根据优劣分析，通过集体建构，最后达成共识：兴

趣爱好本身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我们的选择与控制。

It’s wise for us to look at some important factors of a hob⁃
by and study how they relate to ourselves before we take up
a certain hobby.

3. 提取信息，以读促写

通过以上两个环节对 hobbies话题大量的正向和反向

输入，学生借助思维导图对输入信息进行归纳，整理与

再创作，最终走向信息的提取与输出。

以 My hobby为题，写一篇80－120字的短文。

写作提示：1. What is your hobby？2. What’s your
hobby like？3. How do you develop your hobby？4. Why do
you choose it (advantages)？5. What have you learn from it？

学生选定所要写作的主题，根据阅读所有给定材料

所绘制的思维导图和整理的与主题有关的词汇（如下所

示），提取所需信息，完成创作。学生创作完之后，给出

作为写作范文的阅读材料，学生做最后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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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反思

英语分级群文阅读教学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笔者

通过运用思维导图在对英语群文阅读教学进行探究的过

程中有以下几点感触。

首先，授课时间长度。群文阅读的特点便是群，是

多。用一个课时 45分钟去完成，时间太紧，学生需要充

分的时间去阅读，去思考，去绘制，去整理，因此要有

充分的时间保障，最好以90分钟为一个课时。

其次，材料的搜集整理与创作。若想实施英语分级

群文阅读教学，需要具备丰富的阅读材料资源库。鉴于

英语分级群文阅读教学探究还尚处于基础阶段，市面上

没有太多的按主题分类整理的教材和资源库。因此，教

师平时应按主题和阅读等级搜集整理阅读材料，并注重

趣味性和逻辑性，必要时需要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创作。

最后，在实施英语分级群文阅读时，不应是为了追

随潮流而开展群文阅读教学，而应是师生在读的基础上

共同思考，辨析，真切地探究与建构；群文阅读的课堂

不应该是为了表演而展开，而应是在学生拥有充分的阅

读和思考空间的前提下，重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思维

品质、文化品格及学习能力的前提下展开课堂教学。

（作者单位：乐山市实验中学）

依托教材，采用有效方法

促进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升

□ 李 丽

说起英语写作，总能听到老师、学生感叹“书到用

时方恨少！”“‘提笔忘字’怎得了！”还有老师笑谈“写

作难，难于上青天”。写作难，难在哪儿？笔者认为，初

中生英语写作难在三个方面。一是时态、人称的使用混

乱，写作要点的缺失现象很明显，在写作时苦于“凑”

字数。二是不能正确使用词汇和句型，出现大量语法、

句型错误，导致“句”不达意。三是学生有想法写不出

来，一个句型用到底，简单粗暴的表达方式毁掉了作文

中的情感和美感。能否在日常教学中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笔者认为教材的语法呈现和句型的学习层层递进，话题

丰富多彩，这就是最好的作文模版，我们可以依托教材，

在日常教学中就着手作文教学，并且进行创新写作能力

的培养。我在近两年的教学中进行了一些尝试，并有了

一点浅显的认识，请大家指正。

一、以教材文本为蓝本，注重模块句型的模仿和运

用

以外语研究出版社New Standard初中英语教程为例，

其课程以模块方式呈现话题。教材在每个模块都安排有

至少两次写作训练，分别在 Unit2 和 Unit3 中加以呈现。

在教学时仔细研读教材，以教材为蓝本，找准切入点，

充分发挥教材的示范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注重指导学生

模仿课文中句型和观点的呈现方式，并运用文中的一些

句型，依葫芦画瓢，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写作中少走弯路。

同时针对不同的课文和话题，可以采用复述、缩写、改

写，或是对其中某一段落进行扩写等方式进行指导，积

累更多的写作素材，通过“模仿”来解决“凑字数”这

一问题，走稳写作的第一步。

针对不同的单元，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写作训练。

针对Unit1中的对话文本，可以采用“阅读——表演或分

角色朗读——转述”几个步骤来进行。首先要求学生整

理出重点句子，再对人称和对话内容进行转换，最后根

据需要做出适当调整，完善文章。紧扣教材，引导学生

按照课文表达方式来进行描述，让学生减少学生对英语

写作的畏惧，树立自信，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夯实学生

写作基础。以 8 年级上册 Module1How to learn English
Unit1对话教学为例。第一步：熟读对话，了解对话内容，

引导学生思考回答问题：“What advice do they give? ”并

根据回答板书重点短语。第二步：整理板书，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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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 （listen to theradio ）、说 （speak English as well as
possible）、读（spell and pronounce new words loudly; read
stories ）、 写 （write down our mistakes; write to pen
friends）四个方面来分析。使用（模仿课文中）提建议的

句子，结合板书提示进行对话表演，以达到灵活运用语

言的目的。第三步：明确写作要求：“根据平时英语学习

情况，提出自己存在的问题，并选择两到三条适合自己

的建议进行描述。”要求学生充分利用对话内容，结合实

际情况，复述文章。

针对 Unit2 课文教学，则采用“阅读理解文章大意

——列出提纲——改写文章——调整完善”几个步骤来

进行，并在过程中给与学生适当的引导和指导。根据学

生的写作能力，要求学生尽量将文章控制在 60－90个单

词之间。以 7年级下册Module4 Life in the future Unit2课

文教学为例。第一步：阅读分析各段大意，并进行总结

（总叙Life will change: 分段说明 1. Clothes. 2. Weather. 3.
Travel. 4. Jobs.）。第二步：列出提纲并尝试分段复述课

文。第三步：鼓励学生依据提纲进行适当的增补、删减，

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顺序。在写作过程中，有的同学将

要点1和要点2进行调换，理由是天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

衣着的变化。也有些同学将要点3和要点4进行调整，理

由是因为有更多的假期，人们可以进行更多的旅行。还

有一部分同学则省略了要点1和要点2，理由是“我更期

待轻松的工作和愉快的假期。”第四步：进一步完善文章

的开头、结尾，补充自己的看法、期望等。

二、把握模块话题，提炼要点，学会“举一反三”

有了模块课文的模仿和复述为基础，就可以从话题

入手，进行拓展、延伸，放飞学生的思维，做到“举一

反三”。通过训练，力求达到“正确把握要点，文章结构

合理”这一要求，提高学生分析、梳理知识的能力，和

学生语言驾驭水平。

每一个模块的话题都有很贴近学生生活的一面，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学生的共鸣。让学生大胆说出自己

的心声，并尝试写出来就是对学生写作能力最好的锻炼，

也是学生表达情感的一种有效途径。在操作中，充分发

掘每个模块中与学生相关的生活情节，对应模块话题进

行练笔。按照“提出话题——分析梳理要点——确定重

点词汇并成句——补充成文”几个步骤来进行。以七年

级下册 Module5 Shopping Unit2 Online shopping 这一话题

教学为例。第一步：由课文学习“网络购物既有优点也

有缺点”引出话题“每一枚硬币都有两个面，我们有很

多学生都使用手机，使用手机也同样有着优缺点。”第二

步：通过小组讨论形式，引导学生分析、列举写作要点：

（如：优点： 1、父母外出打工，可以和家人随时进行联

系。 2、可以帮助学习，例如听英语、搜索信息等。3、
可以网上购物、听音乐、放松自己。缺点：1、过度使用

手机会影响学习。2、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伤害。3、会

影响和家人的相处。）第三步：根据学生已有的语言积累

情况，确定重点短语并成句。鼓励学生在遇到一些不易

表达的部分时，可以查字典或询问同学老师，实在不行

则将其替换为已经学习过的或者更简单的表达。第四步：

完善开头、结尾，用上简单的连接词，如 and, but, be⁃
cause, not only….but also 等，形成完整文章，工整誊写。

针对一些逻辑性不强或科普性的话题，因为学生知

识储备有限，在这一环节可以适当降低难度，选择一个

段落来进行训练。以八年级下册Module4 Seeing a doctor
Unit2 We have played football for a year now. 这一单元的

教学为例。第一步：由课文学习引出话题“我们对待锻

炼的态度和方式各不相同，你呢？哪一幅图片上的主角

更像你呢？”第二步：选择图片，并根据图片选择情况，

将全班同学分为5个小组。通过小组讨论形式，引导学生

分析、（从起因、过程、影响，认识等方面）列举写作提

纲。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完成第三步和第四步的写作。

三、采用多种方式训练，促进优生思维发展，开启

创作之门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需要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训

练，尽量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锻炼。如何让优生完成由

模仿写作到创作的蜕变，为进一步的学习打下基础呢？

针对这部分同学，可以采用缩写、扩写、续写、创编等

更为丰富的方式来训练，让学生写出有思想的文章。在

这些形式中，我最为常用的是“Make up”。即在一个模

块的学习结束后，选取模块中的一些重点词汇，由学生

充分发挥想象力，将这些词汇连成语篇，虽然在写作的

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但是瑕不掩瑜。教师在

这个环节中要放的是“手”，学生要放的是“心”，这样

有利于拓展学生思维能力，释放学生的个性。以七年级

下册Module1 Lost and found 话题为例，选择词汇“look
for, wallet, in a hurry, call, from now on, leave”让学生尽可

能多的运用这些词汇编写出小文章。结果，有的同学写

的是自己身上发生过的故事；有的同学则化身为拾金不

昧的乖宝宝；有的同学写的是招领启示；还有一个同学

别出心裁以警察的口吻写了一则告示。学生在写作的过

程中充分挥自己的想象力，写出风格各异的文章。通过

对文章的展示和品读，学生在大呼过瘾的同时相互借鉴、

学习，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作文创新能力。

四、多样化的批改方式，引导学生完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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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厌百回改，反复推敲佳句来”。从王安石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到托尔斯泰七改《战争与和平》都

要向我们展示着修改的重要性。英语作文的“改”也要

讲究策略。

1、“批”“改”作文要有针对性，因人而异

在注重写作指导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使用多种方式

进行批、改，也可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根

据班级实际情况，我的做法是：将学生分为A、B、C三

组，针对不同组别的学生，在批改作文的时候采取不同

的方式。针对C组（写作难度较大）学生以“改”为主，

在批改中着力解决“正确使用简单句进行表达”这一问

题，将主要精力放在能否正确运用课文中的句子来模仿

作文上。针对B组学生，在批改过程中主要从学生的写作

思路是否清晰，要点是否有缺失，句子主谓结构是否完

整等方面入手进行批改。针对A组学生，则以“批”为

主，从谋篇布局入手，更多的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

题再加以改正。

2、多种形式“批”“改”，因“文”而异

针对不同类型的文章，我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批改。

对于基础的模块同步作文，我通常选择C组同学的作文，

采用当面批改的方式来进行。在当面批改的过程中强调C

组学生基础的语言使用能力，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即

使只是简单的模仿，只要能够成句、成篇就值得表扬。

针对能力培养性的模块拓展作文，我选择部分B组作文，

采用小组批改的方式进行。这样既能使A组学生能力得

到提高，又能使B、C两组同学有模仿和学习的机会，然

后再对批改后的文章进行总结。针对创新型作文则采用

集体批改的方式，选择两到三篇A组学生文章，运用教

室内的展示台，从谋篇布局、创意等方面加以批阅，充

分发挥文章的示范作用。在批改和指导学生作文的过程

中，向学生讲解评分标准，让学生明确考试作文中的得、

失分依据。这样也有利于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把握要点，

尽量获取较高得分。

明确“评分标准”，做到心中有数；从“模仿”开

始，以教材为蓝本，善于总结，熟记词汇和正确运用句

型和语法，做到提笔能写；倡导“求新”，加上大量的阅

读，让课文话题得到延伸和拓展，做到举一反三。依托

教材，并作大胆“改变”，放飞思维，探寻花样作文；走

稳每一步，方能将平时积累源源不断地流于笔尖，写出

好作文。

（作者单位：沙湾区碧山乡学校）

极课大数据在英语
学业诊断评价中的运用及教学优化策略

□ 李竹君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以

大数据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大数据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的

各个领域，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与此同时，

“极课大数据”也应运而生，它以大数据开发、云计算、

机器学习、数据分析等特质被广泛地运用于教育领域。

本文结合自己在教学中实际操作，谈谈极课大数据在英

语学科学业诊断、评价中的应用及教学优化策略。

一、背景

每到高三，各种试卷、习题纷至沓来，学生课桌的

抽屉里永远压着讲解不完的习题和订正不完的错题；讲

台上的老师永远在辛苦地“划正字”，用来计算同学们哪

些题目错误率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极课大数据应运而生。运用极

课大数据对学生学业成绩进行有效诊断和合理评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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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整备课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策略，从而提高课堂教

学的有效性。

二、学业评价和诊断的内涵

学习评价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适时的

评价，教师可以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调控教学。

科学的评价有利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级性，激发学生的

思维。

学业诊断是指老师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法，或者

通过某种智能分析工具,来了解学生在学习成绩、学习习

惯、学习情绪、学习方法以及学习个性上出现的各种不

良因素，并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做出判断与规划,及时的帮

助学生矫正、改善这些不良因素，从而确保学生的学习

一直在良好的轨道程序上持续前进，减少精力浪费，提

升学习效率。

学业评价与诊断是传统教学中的两个重要研究内容，

人们对此给予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对学习评价的

意义、分类、功能等都进行了比较充

分的研究，多数一线的教师也基本能

正确地运用。但存在评价依据不足，

评价结论模糊的缺点。引入大数据教

育后，许多教师都纷纷加入了相应的

研究，但往往是站在本学科的立场，

从某一维度进行研究，因而呈现出比

较零散的特点，缺乏系统性。对于学

习诊断的研究，多数教师往往是对某

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诊断。我校主研的

省级研究课题“普高生学习病诊疗实

验研究”，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

究。但也存在收集数据工作量大，数

据统计不够准确，因而导致诊断依据

不充分、诊断结论比较模糊的缺点。

而极课教育创新研究的创新之处就是

借助信息技术，通过对学生学习情况

的持续收集和统计，清晰地反映每个

学生和各类学生群体的学习情况，这

就给学习评价和诊断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使学习评价与

学习诊断由模糊走向精确。

三、极课大数据在英语学科学业诊断中的运用

（一）通过智能阅卷系统，快速形成针对性的诊断报

告

就高中英语而言，尤其是高三，试卷多，特别是阅

读理解和完型填空题很多。教师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进

行错题统计，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且只能大体进行一个

模糊的统计，从而导致反馈不及时、数据不精准等问题

的出现，影响后期教学的效果。笔者通过实际对比发现，

传统的出题方式，从选材开始，如准确考虑其中所涉及

的知识点的覆盖率，试卷难度系数等，出一套优质的试

卷至少要两天的时间。而利用极课大数据系统后，教师

可根据知识点、章节等直接进行选题组卷，选中了足够

的题量后通过试题篮，随意调整排版组卷，然后打印出

适合自己满意的试卷，系统会为每份试卷自动生成答题

卡，这所有的程序需要的时间不到一小时，大大的缩短

了出卷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使得出题更具有针

对性和实用性。学生完成试题后，教师将答题卡通过扫

描仪，只需几分钟，即刻生成学生成绩报表。成绩报表

里面除了有全班或全年级考试的成绩统计和每一位学生

每一道题的答题情况以外，还可以看到每一位学生的原

始试卷，以及每一位学生近几次的成绩整体报告和该生

的试题解答解析情况。

（二）帮助学生建立个性化的英语错题集

为了巩固知识点，教师常常会布置学生做错题集。

虽然错题重做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好办法，但是每一学科

都有自身的特点，抄写错题，尤其是英语阅读理解和完

型填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学生对于建立自己的错

题本总是难以长期坚持，即使做错题累积，也仅限于短

文改错，语法填空等题型。但是极课大数据可以轻松解

决这个问题，极课系统有学生每次作业各类题目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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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只要在该学生的学业详情中点击生成错题本，就

可以有一份完全针对该生薄弱点的英语错题汇总。基于

英语阅读理解的重要性，极课系统生成的英语错题集非

常实用，每经过一段时间，学生就可以把所有错过的题

目重新归类整理，再根据教师所附的知识点讲解，对自

己的解题策略进行反思巩固，十分有意义。

（三）个体诊断，实现大班教学“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在当前大班

教学的环境下难以实现。极课智学系统一对一的个体诊

断，尤其是作文智批改系统，能提供包括单词拼写、语

法错误、时态错误等 20多种常见错误的逐句批改诊断，

学生可根据系统提示在线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从而提

升作文写作水平，真正实现大班教学“因材施教”。

四、极课大数据在英语学科学业评价中的运用

（一）通过激励性评价，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

古人云：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愤。学习评价要树

立正确的评价观，应多给予鼓励，以增强不同类型学生

的学习信心，诱发内在的智力潜能，切实让学生在学习

中体验成功的快乐，激励他们努力学习。特别是对学习

比较滞后，作业效果不佳的学生，更要以激励为主，改

变评价方式，让学生对作业充满信心，让评价成为师生

间情感交流的载体。极课大数据不改变教师批改习惯，

能保留批改痕迹，可打叉、打勾、划线、写批语等。批

语是师生交流和情感激励的平台。作业批改中写好批语，

可以弥补“对”、“错”判断方法的不足，从解题思路、

能力、习惯、情感、品质多方面综合评价学生，有利于

师生情感沟通，从原来简单的判断走向师生对话和情感

激励，使作业批改成为师生交流相互促进的有效机制。

（二）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关注形成性评价

对学习的评价，如果只是以学生考试成绩的优劣作

为评价标准，这样必然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造成学

校、教师和学生重分数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等弊端，

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形成性评价理念要求淡化

分数概念，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关注

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极课大数据

的学习动态走势图把每次的作业数据都存储，自动生成

报表。有利于教师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学习过程的

变化和改进来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可实时了解自

己的学习情况，使其对自己的学习有一定的成就感或是

认识到自己的学习潜在能力或问题。

（三）针对性的评价使学生对自己每一道题的解答情

况了然于胸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学生的个性是

不相同的。教师在评价时不能千篇一律，而应体现学生

的个性特点。以人为本是教育的核心理念，这就要求我

们要关注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关注学生的成长。在教

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确定个体化的可实现的发展

目标，并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对其提出具体可行的改

进建设，以促进学生的发展。极课智学系统中，在查看

整体成绩报告时，查看“我的错题情况”，系统将提供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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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同学每一道试题的个性化评价。在传统的教学中，

教师教学任务重，根本不可能做到针对每一道题进行数

据及语言的评价，同时，评价以数据为依据，不隐恶，

不溢美，做到了客观公正。

五、极课大数据优化英语学科教学策略

（一）从备课环节入手，实施问题驱动型教学

传统的集体备课模式通常是“教师个人备课——教

研组集体备课——教师个人备课”。在极课大数据背景

下，教师在尝试新的备课模式，即“学生备课（自主学

习、合作探究） ——教研组集体备课——教师个人备

课”。教研组集体备课前，学生先自主备课，增强了学生

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的能力，同时学生带着问题进入课

堂，清楚自己应该关注的重点，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教

研组集体备课前，主备教师将汇总各班作业答题情况，

了解学生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从而提供后续教学的重点、

难点，实施问题驱动型教学。

极课大数据在试卷分析过程中可自动生成试卷讲评

PPT，准确掌握每道试题的难度、区分度、知识点、平均

得分率及答错学生名单等。

（二）课堂上有的放矢，实现精准教学

教师是改革的动力。极课智学系统大大减少了教师

作业批改的工作量，让教师一定程度上解放出来去做更

有创造性的工作。全部来自校内场景下日常周练和考试

数据的完整采集，其数据具有常态化、完整性强、可信

度高等特点。系统强大的分析功能，统计学生的错误类

型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为教师制定精准化的教学方案

提供了有力保障。在系统中查阅成绩报表时，点击“试

卷评讲”——“导出”——“学生成绩明细”，可以查看

每一道题学生答题情况，在试题评讲时便可根据错误率

的高低，调整点评顺序，在学生精力最集中的时间讲评

最重要、错误率最高的题目，避免传统教学中作业评讲

一讲到底的情况，节约点评的时间，提高作业讲评的有

效性。在笔者的实际教学中对比发现，原来一套试题的

评讲一般要两至三节课，使用极课系统之后，同样一套

试卷的点评时间只需一节课左右。集中用 30分钟左右点

评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剩余10分钟学生相互交流讨论，

教师可根据答错学生名单，一对一点评纠错，点评效果

也更好。

（三）尊重学生差异，实施个性化的课后辅导

极课智学系统能高效分类整理错题本，关联复习错

误知识点，从而实现个性化的推送作业练习，教师根据

练习的情况，可实施个性化的课后辅导，提高辅导的针

对性。例如，在试卷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的完

型填空是一个薄弱点，通过极课智学系统组卷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根据试题的难易度和知识点，有针对性的选取

题材，以进一步巩固学生对该知识点的掌握。

（作者单位：峨眉第二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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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教师与优秀教师

在高中英语ZPD理论应用中的对比研究

□ 游亚玲 李 超

教师教学能力高低对教师教学的有效性有直接影响，

同时也关系着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及技能掌握能力。了解

新手教师与优秀教师在高中英语ZPD理论应用上的区别，

有助于促进新手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本文主要从 ZPD
理论的支架式教学，分层教学，合作学习三个方面来进

行新手教师和优秀教师高中英语ZPD理论应用的对比研

究，找到二者差异，并且进行经验学习，促进新手教师

向优秀教师的转化。

一、ZPD理论

1. ZPD理论的内涵

ZPD 理论是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英文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全称的缩写，认为学生的

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现有水平，指学生通过独

立活动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

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学生通过教学活动所获得的潜力。

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部分就是最近发展区。（引用自百度

百科）维果斯基说：“如果儿童在最近发展区接受新的学

习，其发展会更有成果。在这个区内，如能得到成人帮

助，儿童比较容易吸收单靠自己无法吸收的东西。”（引

用自百度百科）教学应注重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学

生提供带有相对应难度的内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超越其最近发展区，进而进入到下一发展区的

水平。

2. ZPD理论的在我国的实践意义

我国当前教学改革提倡的是现代化发展式教学观

——使学生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教学的目的是激发学生

学习积极性，引导和帮助他们全面发展。维果斯基的最

近发展区理论所提及的教学观与此素质教育观点一致。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促进和帮助学生能力发展的主导

力量，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教师进行有目的有针对性的

教学，学生们便能更好更快速提升能力。（引用自百度百

科）

二、新手教师与优秀教师

我国教育学者连榕将教师成长过程分为“新手教师

——合格教师——骨干教师——专家教师”四个阶段。

王锡有将教师分成“新手——关注生存，熟手——关注

情景，专家——关注学生”在本研究中，笔者将教龄3年
以下的教师称为新手教师；将教龄 10年以上的教师称为

优秀教师。优秀教师基本包含骨干教师，甚至是专家教

师。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乐山一所普通高中英语教师做研究，参

与研究的英语教师一共10人，其中5人是新手教师，5人

是优秀教师。通过对 10人教案进行详细分析；深入课堂

观察；进行课堂实录；课后访谈的方法，对新手教师与

优秀教师高中英语ZPD理论应用进行对比研究，找出二

者对ZPD理论实践应用的差异。

四、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 10名高中英语教师教案，真实课堂以

及课后访谈的观察分析，旨在找到二者在最近发展区理

论应用方面的差异，从而为新手教师在成长为优秀教师

的路上提供科学有效的教学经验，促使新手教师能迅速

转化为优秀教师，为提升学生学习能力上尽自己的一份

力。

五、ZPD理论对高中英语教学的启示

近年来，国内的英语教学改革侧重于对国外具有成

效的 ZPD理论进行研究，对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促进高中学生对英语更好的掌握，以及在促进英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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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传统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有效性方面，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笔者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研究ZPD理

论对高中英语教学的启示，同样也是接下来进行新手教

师和优秀教师ZPD理论应用对比研究的三个比较点。

（一）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法是以学生为教学中心，逐步地为学生

的学习活动提供适合的线索以及提示，相当于我们日常

所见的支架，让学生通过这些支架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升，

一点点发现和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掌握所要学

习的知识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学生爬上一个台阶以后，教师及时抽离掉支

架，学生最终提升独立学习能力，进而成为有更高独立

思考能力的人。教师按“最近发展区”理论的要求建立

支架，引入一定的问题，给予学生线索提示，让学生独

自探索，必要时可以进行小组讨论。在对这些问题一点

点解决之后，达到对所学概念比较全面、正确的理解，

最终达到对所学知识的掌握。

（二）分层教学

分层教学就是教师要进行调查和观察，充分把握每

个学生知识能力、学习基础等方面的内容，教师根据学

生不同能力特点把学生分成若干个水平相近的群体并予

以不同的标准去对待，在这些分了层的小组里边，学生

们能提升自己现有学习能力。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之间、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帮助作用，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得

到包括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提升。同样，在教学任务的布

置上，教师要根据不同群组对知识掌握的现有水平进行

分层布置，每个层次的学生完成与他们能力相匹配的任

务，这样才能确保人人都能在规定时间完成学习任务，

达到学习能力完美的提升。

（三）合作教学

合作教学是指教师鼓励学生在完成共同任务的过程

中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指导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学习

任务，进行互助性的学习同时又有明确的责任以及分工。

合作教学让学生在集体或者是教师的帮助下，能够顺利

解决学习难题，达到自我能力的提升。在合作教学中 ，

学生既能充分发挥自己在学习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也能

体会到自己在合作小组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而进一

步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者相互促进，相

互提升。

六、新手教师与优秀教师高中英语ZPD理论应用的

对比结果

笔者从支架式教学，分层教学，合作教学三个方面

对乐山某普通高中5名新手教师与5名优秀教师高中英语

ZPD理论应用进行对比研究，对比研究结果如下：

1.新手教师对于支架式教学应用比例偏少。

新手教师对于英语知识的传授多采取传统的讲述为

主，在旧知识与新知识之间缺乏脚手架。例如，在高中

英语必修三第五模块语法讲解：定语从句的教学中，优

秀教师是这样开始语法教学的：

Step I Revision
Ask the students to retell the text again.
Step II Preparation
T: An adjective clause is used to describe a noun: A

relative clause is a clause that modifies a noun or pronoun.
Relative clauses begin with a relative pronoun (which, that,
who, whom, whose). Relative clauses can either be restrictive
or nonrestrictive. A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 is essential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e main clause.

Examples:
Where is the boy who is going?
That's the one that I love best.
That boy, who is going to the concert, has a green dress.
The orange car, which is my favorite, has seating for

five.
T : Now please read the text to find all the relative

clauses in the text and then tell us if they give essential or
extra information.

S1: Ancient China was a place where states were often
at war with each other. It’s a restrictive relative…

再看看，新手教师是这样开始语法教学的：

Ancient China was a place where states were often at
war with each other.这句话是带有从句的句子，注意黑体

的引导词，这是我们要学的定语从句，where是关系副词

…

很明显，通过观察与分析两位教师的教学设计，我

们可以清楚看见，优秀教师在进行定语从句教学之前给

学生搭建了好几个支架。先让同学们复述一遍课文，然

后简单补充和复习一下定语从句包含限制性和非限制性

两类，并且分别例举了三个例子，随后要求同学们在复

述过的课文里寻找相对应的定语从句，而后进行语法讲

解。每一个教学步骤环环相扣，一步一步为学生学习定

语从句搭建支架，让学生顺着支架往上攀爬。通过课堂

实录，笔者看到，学生们是积极的在完成教师提出的问

题，一步步深入到了定语从句的学习，课堂教学效果非

常好。相反，新手教师直接抛出一个定语从句，然后进

行传统讲述。学生们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跟上教师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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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实录也反映出学生们学习兴趣极低，在完全脱节的

知识讲解中，无法进入最近发展区。

2.新手教师和优秀教师都关注到了分层教学，但是新

手教师对分层教学的应用全面性还需提高。

例如，在讲到 the Violence of Nature一文时，从两者

的课堂实录中可以看到，在课堂对各种disasters的讨论环

节，双方都有分组讨论，也可以看见学生们抬着凳子在

教室组队的情景，通过课后的面对面的访谈，笔者从二

者口中得知，他们根据学生们的成绩，性格，上课表现

等给学生们分了英语学习小组，如果要完成讨论问题，

学生们可以快速进入英语学习小组。笔者看到，整个课

堂充满着积极活跃的学习氛围。然而，新手教师欠缺之

处是，在课后作业布置层次上把握不够。例如，the Vio⁃
lence of Nature一课，优秀教师布置作业如下：1.Copy the
new words twice.2.Prepare the new text and finish the relat⁃
ed exercises.3.Write a paragraph to describe one disaster re⁃
ferring to the new text。作业的层次梯度分明，英语能力差

些的学生完成 1、2项，英语能力强的学生继续完成第 3
项。而新手教师作业并无分层，也许只有其中某一项，

抄写单词，预习课文或者模仿写段落，这种布置的作业

并不适合全班不同层次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提升。

3.合作学习方面，新手教师与优秀教师都予以了高度

关注

通过分析课堂实录，笔者可以看到，二者课堂中，

很多环节的问题抛出之后，都有“Please discuss with
your partners”的环节。教师们都高度重视学生们的合作

学习。很多简单的问题都在同学们激烈的讨论中得以解

决。学生们发挥了学习的主动性，教师们起到了教学主

导作用。例如讲到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时，教师给出课堂

作业：

1. She’s a doctor, is clear from her manner.
A. that B. what C. as D. who
2. “Who Moved My Cheese?”, is a best-

selling book, is written by Spencer Johnson.
A. which B. that C. it D. what
3. The wrong is terrible, for you should make an

apology to him, I think.
A. this B. which C. what D. that

教师请同学们先自己作答，然后在小组内合作完成，

给出最终答案。结果，1、2两题学生们都没有任何疑问，

只有第三个小题，有点难度。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着重

讲解第三题，既节约了有限的时间，又提高了课堂效率，

教学效果非常不错。

七、对比研究启示

笔者通过新手教师与优秀教师高中英语 ZPD理论应

用的对比研究，找到了新手教师在应用ZPD理论上，应

该向优秀教师学习之处。第一，新手教师要应用最近发

展区理论的支架式教学。学新知识之前，新手教师仔细

观察和研究学生们已有知识，在新旧知识之间搭建“支

架”，一步一步帮助学生们攀升，直至顺利掌握新知识。

新手教师要认真仔细备课，备学生，补充知识点，将

“支架”搭建的牢固，让学生们循序渐进，最终掌握新知

识。第二，新教师要注重观察分析不同层次的学生，为

学生量身定制属于他们的学习任务。新教师要多深入优

秀教师课堂听课，学习他们的教学经验，下来多与优秀

教师讨论交流，对自己班级学生多进行观察分析，争取

制定出适合每个层次学生的学习任务。第三，继续重视

合作学习。不仅要重视课堂合作学习，课前，课后，同

样要让学生们进行合作学习。教师要给出经学生们合作

学习能完成的任务，不要太简单，也不要太难，要让学

生们能通过合作学习“跳一跳，吃果果”， 超越其最近发

展区而达到下一发展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另外一

个发展区的发展,最终实现能力的一步步提升。

可见，新手教师要多观察，多学习，通过对 ZPD理

论应用上与优秀教师差距的弥补，有助于其迅速向优秀

教师转变，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使学生们自主学

习和思考的能力大大提高。

（作者单位：峨眉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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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基于核心素养的
小学生自主学小学生自主学习英语课堂特征习英语课堂特征

□ 陈冬梅 许 娟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是指通过英语课程的实施, 培养学

生养成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中所必备的知识、能力、道

德水准和形象气质。在我国小学英语教育阶段非常重视

学生自身的素养提升以及综合素质发展，并且现在的社

会非常重视对于学生的核心素养教育。根据核心的素养

教育需要改善我国传统教育形式中的一些教育方式，重

视整体的发展性以及时代的进步性。学生应具备能够适

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英

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

和学习能力四个维度。思维品质是思考辨析能力，包括

分析、推理、判断、理性表达、用英语进行多元思维等

活动。学校提出培养不被智能所取代的孩子，注重孩子

的素质教育。所以培养孩子基于核心素养的学生自主深

度学习的是小学英语课堂教学努力的方向，在自主深度

学习中让学生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一、自主学习

（一）自主学习的小学英语课堂特征

所谓自主学习，是指学生自己主宰自己的学习，是

指学生能通过教师的引导，利用现有的知识储备自己学

习和习得，呈现的状态应该是我要学，主动学。新课程

标准指出：“英语课程的学习，既是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和

实践活动，逐步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提高语言实际运

用能力的过程，又是他们磨砺意志、陶冶情操、拓展视

野、丰富生活经历、开发思维能力、发展个性和提高人

文素养的过程。”因此在小学英语课堂中，教师要注重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课堂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要做

好引导的作用，激发孩子们能主动学习，体验语言学习

的乐趣，感受语言的魅力。

（二）小学英语课堂上学生如何让学生自主学习

1.情景教学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在小学英语课堂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老师带着教

具，通过实物呈现的方式来教授新词，而且小学英语中

的很多单词就是表示具体实物的，如： book cup pen
pencil eraser dictionary 等。学生通过老师的实物可以联

系到所学单词，并帮助学生理解单词。可以通过实物或

者是实物图片来直观的呈现单词，更加便于小学生理解，

并且快速的记忆这些单词，学生能自主理解这些所学单

词。

在英语课堂教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创设一个和课

文内容相关的生活情景。在外研社三起第五册Module1
Unit1 中，出现了买东西的场景，所以在教学这个模块的

过程中，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售货员和顾客交易的活动，

首先让老师充当售货员，学生来买东西，使用 How
much is it? It’s . It’s cheap. It’s expensive. 然

后设计好一些事物，让孩子们抽签选定角色后然后和同

桌一起来练习如何买东西。因此，学生们的积极性很高，

在活动中不仅巩固了这些句型和单词而且知道如何把这

些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创设这些真实的情景可以让

学生能主动联系身边的事物和场景，并在真实的语言环

境中主动运用所学语言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己的

语言能力并能丰富自己的生活经历。

2.自然拼读法让学生自主学习单词

Phonics在中国被译为自然拼读法，这是因为它的拼

读本身和汉语拼音有一些相似。只不过，汉语拼音仅仅

是汉字的辅助，而不是可以独立阅读的文字。我们之所

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仅仅为了形象地说明Phonics的
拼读方式。

小学阶段的英语教学中，利用自然拼读法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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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拼读单词和有效记忆单词，并且形成自然规范的语

音语调能为有效的口语和交际打下良好的基础。如在学

习 at时，可给学生进行单词组合，并指读以下单词：at,
sat, mat, rat, bat, cat, pat, fat, cat.这些词读熟悉后，让孩子

做练习，自己指读三组单词，即把单词打乱顺序，让孩

子拼读。打乱次序的目的是避免孩子们靠记忆来读：

sat pat rat cat at bat hat fat
mat fat pat sat cat rat at hat
bat pat at cat hat fat rat mat
在五年级上期学习数字的时候，课文中出现了很多

十几的数字，当老师教授了 thirteen, fourteen之后可以让

学生自主尝试拼读出： fourteen， fifteen, sixteen, seven⁃
teen, eighteen, nineteen, 学生通过观察后缀 -teen, 并结合

之前所学的1－10的数字，就能自己拼读并学习。

所以在小学英语课堂上，老师有意识的利用自然拼

读法进行单词教学，帮助学生能有章法可循的记忆单词

和学习单词，让学生在掌握了自然拼读法后能自主学习

单词，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逐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

趣，从而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引导学生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孩子们应在小学阶段学会学习。

因此在小学英语学习的课堂上教师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思想和能力，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

如在教学 13－19序数词时，我先让学生们自己观察

词形和感受发音，然后让他们自己编出一些顺口溜或是

chant来记住这些词，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小组都能编出不

一样的chant。另外进行课堂活动group-talk的环节时，让

孩子们以小组为单位，集中参与讨论，然后最后展示小

组的成果。例如每个单元的第四部分 practise这个环节，

让学生分组编对话表演，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

造力，并综合以前所学过的句型，编出了很多精彩的对

话。这样学生不仅充分发挥了学习中的主体作用，而且

让他们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中进行了自主学习。

4.教师的有效提问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

小学英语课堂上，通过课堂提问的方式可以引起孩

子们的关注，并能激发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让孩子们通

过自己的思考并回答老师问题。这个过程不仅锻炼了孩

子们的表达能力，还能很好的培养孩子们的语言思维，

让孩子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达到自主学习，积极主动学

习。在一次听课中，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教师教授的是

外研社三起五年级下册第十模块，本模块的主题是为旅

行做准备，教师在一开始就以我们的好朋友Daming的旅

行为主题，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 About Daming’s trip,

what questions can you ask? 这是个发散性的问题，学生通

过自己的尝试和经验，提出了以下问题： Where is Dam⁃
ing going? When is Daming going? Who is Daming going
to go with? How is Daming going?——通过学生的一系列

思考引出了几个关键的特殊疑问词，也是本课学习的关

键词。所以，有效提问有助于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二、深度学习

（一）深度学习的小学英语课堂特征

深度学习的小学英语课堂，教师的讲授和学生的学

习不会紧紧停留在对当堂课所学单词、句型的反复操练

层面。教师会基于当堂课的教学内容，从拓展相关教学

内容、培养学生英语思维、培养学生生活技能、培养学

生情智能力四方面引导学生深度学习。

（二）小学英语课堂中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深度学习

1.基于教学内容，拓展相关知识

在小学英语课堂上，如果教师的教学目标总是设定

在掌握基础单词和句型，那么对于班上中等偏上的孩子，

特别是城市学校或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学生，他们会觉得

“吃不饱”。词汇量缺乏、语言知识储备不够会严重抑制

英语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不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实

际情况，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设定适合自己学生学习水

平的教学目标。在合适的时间，适当地拓展相关知识，

让优生更优。

新标准一起教材第二册学生将学习与职业相关的单

词：teacher, doctor, nurse, policeman等，并用所学语言介

绍别人的职业。如：He’s a policeman. She’s a teacher.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学生对职业的单词特别感兴趣。

当学生边模仿职业的动作，边说出相应单词的时候，学

生兴致很浓厚。因此，在第二课时，教师设计了让学生

说一说自己家人的职业的活动。但是，孩子们很多都不

会说自己家人的职业。家人的职业有很多种，如：商人、

司机、公务员、消防员、交警、工程师、军人等等，甚

至有些没有职业。因此，教师在开展这个活动之前，就

应该考虑全面一些，先给学生拓展一些相关的单词，活

动才能开展得更深入。

2.利用所学内容，培养英语思维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所有学习的目标之一。英

语学科也不例外，对语言的学习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利用

这种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培养思维能力。因此，我

们应该尽早教会孩子说 :I think… （我认为……） Why?
（为什么？） Because… （因为……） And… （并且……）

But…（但是……） I’m afraid…（我担心……）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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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句子能帮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培养学生的思

维以及思辨能力。在小学英语课堂上，我们时常会看到

老师设计很多机械操练，不断地读单词，一遍一遍地读

重点句子，没有意义的问答。学生在这种长期“鹦鹉学

舌”的课堂模式中，慢慢耗尽对英语的兴趣。具有挑战

性的，需要动一下脑筋的活动，更能让学生体验到成就

感，从而保持对所学内容的长期兴趣。

新标准一起教材第二册Moudle4Unit 1This is my head.
这个模块的话题是谈论五官。教师在设计本课教学活动

时，设计了《找规律》这个活动。要求学生通过观察发

现规律，思考括号里应该是什么？然后用英语表达出来。

设计此活动的意图除了操练本课新学的描述五官的单词，

还能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由于采用抢答形

式，因此学生们都积极地思考，力争第一个发现规律，

找出答案，同时还要思考如何用英语说出答案。课堂上，

该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比机械地操练语言，这样

的活动更能调动学生的思维。

3.学习语言知识，养成良好品格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要求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

应该站在教育的高度看教学。英语老师也不例外。在平

时的教学活动中，英语老师应深入挖掘教材，搞清教材

上每一个活动，甚至一些细枝末微之处的设计意图。提

炼出比语言学习更深入的内容，把握好每一个教育契机，

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新维度英语第三册一单元Walk like a tiger.可以让学

生体验五禽戏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养成定期锻炼身体的

好习惯。二单元Let’s play a ball game.可以让学生体会

运动的快乐，培养遇到挫折时坚持不懈的精神。三单元

Throw a paper plane.可以让学生体会动手进行折纸创作的

快乐，了解“折叠”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激发创造的

潜能。四单元Cover your nose.可以培养学生文明卫生的

习惯，懂得习惯养成即为品格。五单元 I can help you out.
可以让学生体会父母做家务的辛苦，主动帮助家人承担

一些家务。六单元Get ready for bed.可以让学生养成睡前

刷牙、洗脸等卫生习惯，养成睡前收拾好自己的书包等

习惯。

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教研大背景下，如果我们的

课堂还停留在浅显的语言学习层面，不能深入挖掘教材；

教师设计教学活动时没有构建信息差的意识，总是提一

些“假问题”；采用满堂灌教学模式，只有教师不断地输

入，没有学生的输出，学生不会自主深度学习，将不能

真正实现“立德树人”。因此，新时代的英语老师，除了

教学，更重要的是要承担育人的重任。教会学生自主学

习，引导学生深度学习。让我们的英语课堂展现出不一

样风采！

（作者单位：夹江县外国语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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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 名 言

治学问，做研究工作，必须

持之以恒，不怕失败。摔倒了爬

起来，想一想，再前进

—— 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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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彩芳

外语教学作为一种科学性、规

范性的行为，无论它的自主性有多

强，都离不开教师的驾驭。教师驾

驭的职能是为了保证教学目标的完

成。现代英语教学目标已经成功地

实现了由单一的语言知识占有量向

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培养的转变，这

种转变决定了外语教学驾驭必须由

单纯的行为约束和思维牵制向感受

学习的主动性、经历性、探索性转

变。中学感受式英语的教学理念正

好适应了这种转变，因而，科学、

有效、合理的教师管理是组织中学

英语感受式教学，并使其优势得以

充分体现的核心。

一、中学感受式英语教学中教

师驾驭的特点

教师驾驭，就是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依据教学目标，为了提升受

驾驭对象的功能或者发展，需要获

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

优选出来的作用于受驾驭者的行为。

它具有如下特点：

（一）目标性特点

教师任何调控指令的发出或者

调控行为的发生都是以一定的教学

目标为前提的。没有教学目标的驾

驭行为是一种盲目的调控行为，造

成的后果是调控内容的重点模糊，

知识缺乏逻辑性、连贯性和系统性，

增加受调控对象的学习困难进而使

他们丧失学习的动力和兴趣。

（二）主体性特点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必

须通过自己的行为技能，以教学目

标为依据，以学生为中心，结合学

科特点，使自己的教学情感达到一

个度。这个度首先表现为学生学习

的主体性，即教学中学生的自主学

习、自动学习、创造性学习等行为，

这不仅是学习行为的特点所决定的，

还是学习目标的规定所决定的。例

如，“外语教育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

使学生能说几句外国话、能做翻译，

而是为了使今后的公民能在多元化

的地球村中生存和发展做准备，为

了使他们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进行

知识创新做准备。”要实现这一英语

教学新目标，学习者只有在自主、

自动、创造性的学习行为中，才能

内化和积淀相应的素质，奠定将来

发展的基础。如果我们把握不住这

个主体性，教师调控的方向就会出

现错误（如本该学生自己做的事情，

教师代而为之），进而影响教学效

果。

（三）差异性特点

教师控制的对象不是想象的、

抽象的，而是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

学生，这就出现了受控制对象在认

知结构、学习风格、交际能力等方

面的差异。例如，以学习风格为例，

有的学生对于英语单词的记忆习惯

于“场依存性”（依靠一定的背景材

料记忆英语单词），而有的学生则习

惯于“场独立性”（没有背景材料独

立记忆英语单词）。但是，我们的教

学对象毕竟是一个群体而不是单一

的个体，教师不可能在有限的空间

和时间条件下调动所有的要素来满

足不同的个性需求，便出现了差异

由理论上的“绝对”向实践中的

“相对”性的转变。这种差异性的转

变代表的是教师驾驭行为的一种趋

向，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尺度或者方

法。

（四）三维性特点

控制论（cybernetics）中的三维

世界指的是外部的真实世界、内部

的心理世界及行为世界三大要素所

构成的结构系统。相对于教育而言，

外部的真实世界指的是教学资源如

教材、设备等；内部的心理世界指

的是师生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

活动过程；行为世界指的是教师的

讲述、提问及学生的聆听、问答等

外显活动。显而易见，教学作为一

种行为，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

离不开师生双方的协作，离不开必

要的行为表现，三者统一于一个大

的教学控制系统之中，不可或缺。

（五）体验性特点

教学不仅是一种行为，同时也

是一种奇特的心理反应，它与学生

的需要、动机、兴趣、价值等个性

倾向密切联系。现代教育是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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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教育，学生作为有生命的个体

而不是单纯的知识占有量的机器，

教师驾驭必须考虑引导学生通过对

学习内容的亲身感受，去体验攻克

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或者问题后获

得的幸福和成功感。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的需要、动机、兴趣、价值等

个性倾向通过自身的感受，会朝好

的方向发展。

二、中学感受式英语教学中教

师驾驭应做到科学性、有效性、合

理性

中学感受式英语的实质是强调

学习者通过课堂、网络、多媒体、

信息化社会等综合渠道，用自主、

自动、创造性的学习行为方式，在

一定的情景中去感受和学习如何使

用英语。这里的“感受”是一种情

景和行为感受，是以一定的目标为

依托，以一定的情景为平台，通过

学习者自主活动的方式来完成学习

任务的一种教与学的理念。但我们

强调的学习者的“自主活动”并不

是漫无目标的、放任自流的、随心

所欲的，它离不开教师的调控。因

为，如果教师对学生的活动不加以

调控，学生的感受活动会漫无目标；

如果驾驭过死，又不能体现以学生

为主的“体验”思想；如果调控过

松，又可能导致目标的偏移。“感

受”与“驾驭”便成为一对我们不

得不面对的矛盾。教师驾驭的科学

性、有效性、合理性是解决这一矛

盾的关键。这种科学性、有效性、

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目标调控的针对性要明确

我国学校英语教育的总体目标

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但总体目标要通过具体的目标来逐

步实现。我国中学英语教学的目标

层次是“分级”目标，但它们要通

过具体的单元目标和课堂目标来实

现。每一个单元都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话题，而与这一话题有关的语言

知识、背景知识等的掌握与运用，

要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才能得以实

现。如果教师把握不准教学目标的

层次，便会在导向上出现偏差。

（二）目标调控要与三维世界协

调统一

情景感受作为感受式教学的主

要特点，使得体验活动中三维世界

的协调与统一在教师控制中显得非

常重要。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教师驾驭下的目标要与作为教学必

须的外部条件相一致。不同的外部

条件所采取的活动方式有所不同，

因而，驾驭方式也有所不同，否则，

感受活动难以开展，目标难以实现；

教师驾驭下的目标要与学生的内在

世界相一致，学生的学习活动过程

伴随着极其复杂的心理反应，如需

要、动机、兴趣等，这种反应实际

上是信息反馈，它是教师调控的依

据，如果教师的调控忽略了学生内

心世界的心理反应，内因不起作用，

难以达到预期的活动效果;教师调控

下的目标要与行为世界相一致。任

何一项活动都有其主题和目的，而

主题和目的又决定活动的类型（如

模拟交际）以及活动的方式（戏剧、

辩论）。

（三）师生的角色定位要依势而

变

我们承认，任务型教学是一种

活动性极强的感受式教学，它与教

师驾驭是相矛盾的。但我们同时也

不得不承认，教师与学生在认知能

力上是有差异的。一方面，作为成

长过程中的学生，其认知力、意志

力等还处于发展之中，其行为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教师的调控，

我们把这种驾驭称为教师的外部驾

驭；另一方面，教师的驾驭常常具

有一定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又恰

恰会制约或者动摇学生在任务型教

学活动中的主动地位而有悖于外语

教育目标。如何解决上述矛盾？作

为活动双方，师生的角色会随活动

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教师的调控也

会发生变化（我们把这种变化称为

教师调控的权变性），驾驭者和受驾

驭者的角色自然便具备了可转变性，

表现为：任务及规则的确定上教师

是主体，学生是客体；活动过程中

学生是主体，表现为自主、自动、

创造性地融入情景之中，教师是客

体，表现为对活动的调控（而不是

把调控过程演绎为完全的控制过

程）、参与（是以配角而不是以主角

的身份参与）、评价建议（而不是评

价结果）等。

学校教学活动毕竟是一种有组

织的活动，离不开教师的驾驭，而

教师驾驭在中学英语教学活动中的

地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作者单位：乐山市海棠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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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初中英语

词汇教学现状分析及对策

□ 范 茂

词汇教学是初中英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词汇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初中生英语语言能力的发展。

Wilkins （1972）在《语言学与语言学教学》一书中就曾

明确表示：“没有语法不能很好的表达，但没有词汇则什

么也表达不了。”语言学家 singer在其研究中也指出：人

们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单独词汇量对了解文章中的词

汇含义占 47%的作用，对词汇含义的理解占阅读能力的

39%”。由此可见，要学好一门语言就必须拥有大量的词

汇。在初中阶段，英语学习的首要任务也是积累大量的

词汇。《义务教育中学英语课程标准》（2011版）对初中

英语词汇教学的具体要求是：学会使用1500~1600个单词

和200~300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不仅要达到辨认、识

记和理解，还要能运用和表达。所以，如何进行词汇教

学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既是重点又是难点。目前，农村初

中的英语词汇教学仍不容乐观，许多学生的词汇学习依

然是被动的、浅层的，教师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词汇教学上，可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笔者在总结

多年教研经验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当下农村初

中英语词汇教学现状，并提出相应的词汇教学策略。

一、农村初中英语词汇教学现状

（一）学生方面

农村初中生的英语词汇学习意识淡薄，使用词汇学

习策略的水平较低。对于农村初中生来说，他们认为英

语学习不贴近自己的生活，学习英语没有实用性，所以

对枯燥的英语词汇学习缺乏兴趣，不愿意花费较多的时

间在英语词汇的习得上。这样，致使他们的词汇学习仅

仅停留在词汇的浅层习得，即背诵词汇的读音、拼写和

中文词义。他们常常是在听写或考查前对词汇进行突击

背诵，没有词汇记忆的策略和技巧，机械性的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地背，不关注读音规则，也不关注构词规律，

最终不断重复“背了忘，忘了背”的恶性循环。即使到

了初中毕业年级，他们在表达中常常运用的还是初中起

始阶段所学的基本词汇，偶尔使用的高级词汇也存在使

用不当、中式思维表达、不符合英语语用习惯等问题。

随着初中英语课改理念的深入，词汇学习的要求不仅仅

是背诵、辨认，还在于理解、运用和表达，且新教材的

词汇量也逐年增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处于相对弱

势的农村初中生要适应新社会的发展，务必要运用有效

的词汇学习策略来帮助他们习得词汇，从而能够扎实基

础，参与社会竞争。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将

注意力放在了对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上，但是，对于结

合农村实际进行词汇学习策略还没有很多的探索。因此，

在农村英语学习氛围本来就不浓厚的情况下，很有必要

对初中生进行词汇学习策略的培养。

（二）教师方面

现阶段，农村初中英语词汇教学采用的模式较为单

一。大多数英语教师通常会按照词汇表上的模块或单元

顺序对生词进行教读，通过让学生多次反复跟读来记忆，

接着逐个讲解单词词义、词性和用法，然后要求学生课

后自行背诵，最后通过默写、听写的形式来检测学生的

词汇学习能力。这种词汇教学方式虽然可以保证教师在

规定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却完全抛开了文本和语

境，忽略了词汇的使用条件，甚至让学生认为学习英语

词汇就是背单词。同时他们也忽视了英语词汇的学习规

律和学法指导，将词汇本身和词汇习得割裂开来，学生

只知其义不知其用，程序化的完成教师规定的任务。这

种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词汇教学模式枯燥无趣，带有明显

的灌输性。长此以往，学生将对英语的学习失去兴趣，

更不要说英语运用能力的培养了。所以笔者认为只有提

高农村初中生的词汇学习能力才能消除传统词汇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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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较好的帮助学生解决脱离语境的死记硬背，最终

达到提高农村初中生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目的。

二、 农村初中英语词汇教学的改进策略

（一）策略为主，培养词汇学习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结合农村教学实际，

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形成有效的词汇学习策略才能提高他

们的学习效率。《义务教育中学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

版）也指出学习策略是灵活多样的，策略的使用因人、

因时、因地、因事而异。所以在英语词汇教学中，教师

要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并不断

调整。这不仅有利于他们把握学习的方向，采用科学的

途径，还有助于他们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为终身可持

续学习奠定基础。

1.语音先行原则

词汇呈现的三要素是音、形、义。可以看到放在首

位的是“音”，这是因为语言的交际功能是借助语音的传

递来实现的。语音是我们接触词汇的第一印象，也是我

们日常交流的必备条件，所以在词汇学习中，长期输入

正确的语音是词汇记忆的前提。同时，据统计，在英语

词汇中，一些字母或字母组合有其固定的发音，符合这

种拼读规则的词占到词汇总量的 90%以上。比如：很多

初中生在写 true这个单词的时候，往往会写成 ture，这就

是学生没有运用拼读规则来记忆单词，而是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背的结果。如果在日常的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

引入了 tr字母组合读音为 /tr/ 这个语音规则，相信学生们

就能快速、准确地记住这个单词，也不容易犯这种错误

了。因此，农村初中英语词汇教学必须要以正确的语音

为前提，有意识的教会学生掌握词汇的发音规律。

2.构词联想原则

在语言学习中，联想是指学习者通过图式将已有的

词汇与新词汇联系起来，是短时记忆的新词通过加工进

入长时记忆的方法（何亚男，2015）。构词联想则是通过

掌握词汇规律将新旧词汇联系在一起的记忆活动。在平

时的词汇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的指导学生注意构词规

则。除了课标要求的合成、派生、转化等构词法之外还

可以引入同义、反义、对比、归类等规律帮助学生产出

词汇。比如在讲解 disadvantage这个单词时，教师帮助学

生分解出前缀 dis-,表达否定的意思。然后再引入 unhap⁃
py，non-smoking，impossible，illegal 等词，这样学生便

可以根据构词规律猜测出他们的意思，并可触类旁通的

归类、总结出前缀、后缀、词根等。通过运用构词联想

来学习词汇，不仅有助于学生进行词汇记忆，还极大地

丰富他们的词汇量，对词汇的使用也更为准确，良好的

构词意识也会逐渐形成。

3.结合语篇原则

一个单词的意义取决于他和其他单词之间的关系，

孤立地学习单个词汇不仅枯燥乏味，而且费时低效

（Lewis, M.& Hill, J. 2009）。目前，初中英语词汇教学很

大程度上是以语篇为载体，通过阅读、写作等方式产出

词汇。没有一定量的词汇积累则无法进行语篇的学习，

而学习语篇的目的又是从中理解、掌握词汇。所以，在

具体语篇中习得词汇才能把学生从抽象、割裂的单词学

习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高质量、深加工的词汇习

得。为了能让农村初中生真正掌握语篇中所学词汇，笔

者通常会对所学语篇进行二次开发，会以填空的形式要

求学生完成篇章梗概的描述，或者会列出语篇中的观点

词汇，要求学生找到这些词汇的内在逻辑关系并表达出

自己的观点。这样结合语篇的词汇学习，能确保学生在

具体语境中准确、得体的使用词汇，真正的掌握词汇知

识，为语言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体验为主，提高词汇运用能力

虽然英语词汇的学习枯燥乏味，但是又必不可少。

新课标鼓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体验、实践、

参与、探究和合作等方式，发现语言规律，逐步掌握语

言知识和技能。”所以注重激发农村初中生的英语学习兴

趣，引导他们在体验式的教学中提高词汇学习能力，树

立信心就显得尤为重要。

1.竞赛比，调动词汇学习的积极性

竞争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人都有一种追求向

上的欲望，并会获得一种取胜后的满足。竞争的学习环

境能促使人们努力拼搏，不断奋进。所以，在农村英语

词汇教学中也可以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竞赛来激发农村

初中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更好的词汇学习效果。比

如，可以开展看图选词比赛、做动作猜词比赛、单词听

写比赛等活动。以听写比赛为例，通常笔者会将竞赛安

排成男女对垒的形式，按照上中下的英语水平分3组男生

组和3组女生组，各层次的男生组与女生组进行比赛。每

天同一层次的两组互相监督并听写相同的 10个单词，全

对的按组员数得分，没有全对的不记分。一周后由老师

对各层次的两组进行听写，听写的单词大约是30个左右，

都是上周记忆的所有单词中随机抽取的。全员通过的组

加5分，没有全对的每人每次扣1分，直到5分扣完为止。

最后，每学月对听写比赛进行评奖，给予排名前三的小

组组员一定的物质奖励。这样的比赛不仅让每位学生都

能参与竞争，还能让他们都有机会获得前三。在竞赛机

制的刺激下，调动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词汇的记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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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知足觉中牢固起来。

2.创新编，享受词汇学习的成就感

为了让农村初中生感受英语学习的用处，教师需要

利用多种手段，让他们在自己的融入过程中体会英语学

习的成就感。在以往的词汇教学中，教师只要讲解单词，

学生就开始机械性地记笔记，全程索然无味。为了改变

这种状况，笔者尝试不再逐一讲解词汇，而是采用编写

词汇学案的形式将词汇学习任务分拨到各学习小组。每

个小组都需要完成 10个左右相同词汇的学习，并评出最

佳学案。内容包括英英释意、词性、用法、固定搭配、

练习设计、编写含有这些目标词的对话或篇章。他们各

自分工，或查找资料，或分析用法，或设计习题，或编

排对话。期间，可以互相讨论，也可询问老师，还可借

助网络。最后各小组代表轮流介绍自己的学案，并回答

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教师再做适当的补充说明。每学

月再将各小组学案汇总成册，形成词汇复习的第一手资

料。通过这种编写词汇学案的形式，促进他们自愿的习

得词汇，增强了主动学习意识，体验词汇学习的成就感。

3.随兴玩，体会词汇学习的快乐感

对比母语的学习，可以看到，我们并非只在学校学

习中文，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玩耍中慢慢学会并掌握

的。所以英语词汇的学习也不应局限于英语课堂中，而

是需要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充满乐趣的

玩耍中，让学生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词汇学习结合起

来，将会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比如，爱好篮球的学生

可以以篮球词汇为主，为班级板报设计一块篮球小天地，

或者也可以将自己感兴趣的篮球明星通过英语介绍给大

家。爱好唱歌的同学可以在班级音乐会中教会其他同学

演唱一首英文歌曲，在不知不觉中将其中不认识的英语

单词内化，习得。爱好电影的同学可以选播一些原版的

英语短片供同学们观看，教师再根据观看内容布置相关

联的词汇学习任务。爱好阅读的同学可以将阅读的故事

自由发挥，续写或改写。实践证明，这种“随兴玩”的

方式把智慧地玩和快乐地学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农村学

生更加喜爱英语，更加乐意进行英语词汇的学习，时时

处处都能体会到用英语做事情带来的快乐。

可见，词汇的习得是一个终生的认知过程，没有人

能掌握英语或者汉语的全部词汇，但习得足够多的词汇

是语言问题的核心，因此，对于一个英语学习者来说，

扩大词汇量是永无止境的（戴曼纯，2000）。所以在明确

了农村初中英语词汇教学的现状后，我们农村英语教师

更应该转变教学观念，激发学生对英语词汇学习的兴趣，

帮助农村初中生养成适合自己的英语词汇学习习惯和方

法，同时积累更多的教学经验，形成自己的词汇教学风

格，实现词汇教学的高效性，最终探索出符合农村英语

词汇课程的成功模式，提高农村初中生的英语词汇学习

能力和效果。

（作者单位：五通桥区教育科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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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娟

音乐教学要提供给学生感受音乐、表现音乐、创造

音乐的机会，并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

和“歌唱、演奏、表演”等技能。把葫芦丝引入课堂教

学，让每个孩子掌握一门乐器，既能提高学生艺术修养，

又能培养审美情趣，更能发挥音乐课堂教学愉悦性与有

效性统一的功能。在此，我谈谈葫芦丝进课堂的一点初

期探索。

一、夯实入门基础，打好“底子”

（一） 培养好良好的习惯。中国有句古训：“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葫芦丝进课堂一般从二年级开始，需要

几十人一起配合演奏，但孩子好奇心强，喜欢摸一摸，

试一试，这时课堂常规尤为重要但是难度更大。需要严

格且简单的课堂常规来规范约束孩子，让其养成器乐课

的良好习惯，才能夯实课堂教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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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好手中的乐器。与葫芦丝的初次“见面”，

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认识好自己手中的乐器。一是自主

观察主动认识。先让学生观察葫芦丝自主提问，再根据

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分小组讨论，如：你的葫芦丝是什

么形状？有几个孔？分别有什么作用……最后，对学生

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教师统一解答，把认识的重难点落到

实处。二是信息化教学辅助认识。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

手段，直观形象地呈现葫芦丝的形状特点，带着问题观

看视频去加深认识。如：葫芦丝的材质分为哪些？材质

不同音质有什么不同？该如何爱护自己的乐器？教师用

规范简洁的语言总结出来，让学生在认识过程中学会概

括总结。

（三）掌握好演奏的技巧。器乐演奏讲究姿势，这不

仅是演奏形象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小学二年级学

生的生理特点，充分发挥技巧，更好地表现音乐内容。

在入门阶段，着重训练站姿、坐姿和持法，需要教师用

简洁的语言帮助记忆，避免理论性教学。

1.站姿。（1）理论：演奏时，身体自然直立，两脚稍

微分开（也可一脚前一脚后），重心放在两腿之间，目视

正前方，两肩松驰，保持平衡，胸部自然挺起。葫芦丝

应位于身体下中央，并与上身保持 45度角。上下嘴唇自

然合拢略往上收，呈微笑状态，口含吹嘴置于两唇中央

处，切忌鼓腮和用牙齿咬住吹嘴。双手的手臂、手肘、

手腕和手指都应自然放松，适度地向身体内侧收拢。（2）
教师概述语言为：身直、脚分、肩松、45度、不能青蛙

嘴。

2.坐姿。（1）理论：身体坐正，后背挺直，只坐椅子

的前三分之一处，切忌坐满整个椅子。两脚自然踏地，

可一脚前一脚后。（2）教师概述语言为：身正、背挺、

三分之一、脚自然。

3.持法。（1）理论：要求手指自然放松，成弧形持葫

芦丝，双臂和肘部肌肉要放松，指肚接触孔应有周边缘

感，吹奏时在气流的作用下，指肚共振，微有麻感，其

音色富有弹性，过于压紧则手酸，音窒，对演奏不利。

另外手指开孔时，不宜抬的过高，否则会使手指僵硬，

影响演奏速度。一般手指抬到距离音孔上方 2－3 厘米 。

（2）教师概述语言为：松、满、不高。

二、激发学生兴趣，当好“引子”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葫芦丝进课堂初期，教师只有

从单一机械的“说、教、灌”模式切换为“引、带、帮”

模式，扮演好“引路人”角色，才能激发小学低龄段学

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一）示范互动，解决“吐音”问题。葫芦丝属于闭

口吹奏乐器，用舌尖发音有以下几个优点：葫芦丝讲究

轻柔的美感，舌尖发出的吐音明亮、轻巧；在演奏乐曲

快板部分时，舌尖发出的吐音才能配合速度的变化。在

教学时，首先放慢速度让学生观察老师是怎么做的，用

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然后通过针对性提问，纠正吐音

方式。同时，让学生分组面对面相互练习，找出优缺点，

不断巩固提升。

（二） 循序渐进，解决“乐句”问题。先出示小乐

曲，让学生识谱学唱旋律，再用“吐”来唱旋律，接着

听钢琴吹奏葫芦丝，让学生听清乐曲的节奏和速度。听

一句吹奏一句，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在学习乐器初期，

习惯还在养成，这样一步一步渐进，及时纠正学生的错

误，并巩固正确的方法。

（三）加入伴奏，解决“速度”问题。怎样统一节奏

统一速度，让葫芦丝吹奏逐步产生整体效果，需要加入

钢琴伴奏。利用钢琴伴奏的慢速、中速、快速节奏变化，

反复训练学生吹奏乐曲的方法和技巧，从中感受乐曲吹

奏带来的美感，并不断提高熟练程度。

三、创造展示平台，搭好“台子”

（一）建立评价机制。葫芦丝进课堂是一个从陌生到

熟悉，从熟悉到熟练的过程，需要教师“苦心经营”。把

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细分为多个加分点，让学生清楚加

分环节和标准，并建立个人和小组相结合的评价机制，

培养学生团结合作意识。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发现学生闪

光点，对积极思考、积极解决问题、积极主动上台表演

的孩子进行及时鼓励表扬。

（二）构建展示平台。让每一个孩子树立自信，是发

挥葫芦丝进课堂育人功能的重要目标。一是搭建课堂小

舞台，让每个孩子轮流上台表演展示；二是选送吹奏技

能优秀的孩子到学校葫芦丝社团参与演出；三是开展个

人吹奏视频秀，在疫情期间，通过录制葫芦丝吹奏小视

频，来了解孩子自我训练情况并给予线上帮助指导。

葫芦丝进课堂，既弘扬了中华优秀民族音乐文化，

也提高了学生音乐素养，更陶冶了学生情操。在初期探

索实践中，对教法和学法的尝试摸索，将会指引葫芦丝

教学更好地发挥实效性和育人性，为全面推广打下扎实

的实战基础。

（作者单位：乐山市徐家扁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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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波

作业批改是教师掌握学生学习状态、学习结果的重

要手段，是教师了解学情的重要途径，教师批改作业的

方法是激发学生学习情趣、培养学生良好学习态度的关

键契机。但经验表明，多数教师批改数学作业，通常仅

仅以答案的正误为标准，或采用百分制量分，或采用

“优、良、中、差”量性，这种批改数学作业的方法对于

作业中所反映出来的学生的思维品质、思路方法、能力

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和闪光点不能呈现，即使是作业获得

满分和优等，也仅指“答案正确”而己，学生不能掌握

自己学习的完整信息，这会让学生认为作业是自己必须

完成的任务而已。

那么，如何对这种批改方法进行改革呢？如何让作

业既能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水平，又能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形成良好态度，尤其是增强学科学习自信的效用

呢？笔者尝试借用批阅作文常用的方法—眉批，将它引

入数学作业的批改中，对学生的独特见解予以肯定，爱

护其思维的火花，而对学生的不足之处加以指正，使其

能有的放矢改正错误。经验显示，这种方法大大地激发

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具有积极的

作用。

一、指出错误，适当点拨

对学生作业中出现的错误，不要一概划“×”了事，

而要指出作业中的具体错误，或批上“题目要抄写正确”

“看清运算符号”“运算顺序对吗？”“计算细心些”“验算

一下”，或写上一句“求这个问题有必要把所有的条件都

用上吗？”“画出线段图，看看数量关系是不是明朗多

了？”等等。学生看到评语后，感到方向明确，并能主动

按评语的指导和要求去做，立即找准错因，而不致于只

知其错而不知其为何错，从而茫然失措，让思维一直在

错误中徘徊。这样的眉批对成绩较差的学生尤其适用，

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例如，学习整除内容后，让学生判断：“因为1.5÷0.3

=5，所以1.5能被0.3整除”。部分学生错误的判断为“正

确”，显然，这是把“整除”与“除尽”的概念混淆了。

对此，我眉批上：“弄清概念，再来判断”，看到这样的

批语，学生自然知道为何错了。又如，根据商不变的性

质，学生能快速计算“9300÷300=93÷3=31”“5500÷1100
＝55÷11＝5”“1÷0.25＝100÷25＝4”等等，这样做，又对

又快。但是，当有余数出现时，这样做就往往容易出现

错误：“2700÷400＝27÷4＝6……3 对此，我的批语是：

“验算一下看看，商和余数是否都对？”或“余数3是从什

么数位上余下的？”大家纷纷动手动脑，结果，不仅找出

了错因，还归纳出了余数的变化规律，大大地调动了学

生探寻知识的积极性。

二、鼓励独立思考，要求精益求精

在完成作业时，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对某些习题，

往往不满足于只掌握一种解法。如有这么一道题：“一堆

煤，先运走
3
10，后又运来 28吨，结果相当于原来的

7
8，

这批煤原来有多少吨？”多数学生根椐题目画出了线段

图，并且正确地列式解答了出来。但有一个学生却从不

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观察分析线段图，列出了四种

解法：

、

解法 1 从左往右看，28吨的对应分率是
7
8 与（1－

3
10）的差，列式：28÷［

7
8－（1－ 3

10）］＝16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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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2 从右往左看，28吨的对应分率是
3
10 与（1－

7
8）的差，列式：28÷［

3
10－（1－7

8）］＝160（吨）

解法 3 从两端往中间看，28吨是夹在中间的一段，

它对应的分率是［1－（1－ 3
10）－（1－7

8）］，列式：

28÷［1－（1－ 3
10）－（1－7

8）］＝160（吨）

解法4 从整体上看，28吨是
7
8 与

3
10 的重合部分，列

式：

28÷［（
7
8＋

3
10）－1］＝160（吨）

我的批语是：“聪明好学，勤于动脑，善于思考，一

题多解，思路开阔。”并在全班表扬，肯定了这种探索精

神，也激起了其他优秀学生跃跃欲试的热情。

三、肯定学生的独特见解

对于学生作业中出现的巧解、妙解或灵活解法，我

则用“解法巧妙”“见解独特”“富于创造性”“思维灵

活”、真聪明”等词句给予嘉奖，肯定其成绩，鼓励其进

步，激发学习动机，维持学习欲望。如，解答应用题

“甲队修一段公路要用 6天才能完成，如果乙队来修，则

只需要5天，已知乙队每天修240米，求乙队每天比甲队

多修多少米？”一般解法是，先求出甲队每天修的米数

（240×5÷6），再求出乙队每天比甲队多修的米数：240－
240×5÷6＝40（米）。但有学生这样思考：由于乙队和甲

队修的公路米数相等，假设乙队也修6天。那么比甲队多

修 240米，平均每天多修 240÷6＝40 （米）。对此，我欣

然批上“思维敏捷，列式简洁”，学生受到鼓励，并兴致

勃勃地把这类题目的解题规律总结了出来，这样，学生

的学习品质得到更高层次发展。

四、引导学生养成良好书写习惯

有些学生作业时，片面追求“又对又快”，往往不注

重书写、格式等，作业潦草，不整洁。对此，我便有针

对性地批上“好”“认真”“书写工整”“卷面整洁”“答

案正确，若能把字写好，那该多好啊！”其实，这些带有

感情色彩的词、句，没有否定的字眼，没有批评、指责

的语气，没有居高临下的要求，暗含了教师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的价值取向，传递了教师期待的行为，学生

会在不知不觉中心情愉快地接受教师的要求，自动矫正

自己的作业书写行为，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实践证明，利用眉批启示作为激励学生的方法，实

际上是教师指导学生作业正确、合理、科学的一种辅助

手段，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精益求精的良好习惯；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控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发散思维能力。数学作业中的

眉批，从学生解题思路、习惯、能力、品质等方面来综

合评估学生的作业，将素质教育渗透其中，体现了教育

性，无疑是对传统的批改数学作业方式的重要补充。

（作者单位：井研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

初中物理力学教学浅析
□ 魏 兵

力学是初中物理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在中考中占比高，知识

难度大，规律、公式多。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普遍反应学习有困难，

下面我结合自己初中物理教学工作

经验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重视物理实验的设计

实验是物理学科的基础，学生

认识物理知识都是从现象引发他们

的思考，激发他们的兴趣开始，所

以一个现象明显的物理实验，对于

教学可以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人

教版八年级的物理教材中有非常多

的演示实验，分组实验，以及一些

课外兴趣实验。对于演示实验，我

们必须要好好研究、不断试做，以

达到操作简单、现象明显的要求。

由于现阶段配备的实验器材有些是

不能达到很好的实验效果的，我们

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改进一些实验

器材，或者利用一些身边常见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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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创新实验器材来达到我们所希望

的实验效果。我曾经在研究物理浮

沉条件这一节时就发现教材只是从

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而没有实验能

让学生直观的看到现象。所以我想

办法利用演示弹簧测力计，塑料小

瓶，注射器，塑料胶管，透明深水

桶等实验器材利用潜水艇浮沉的原

理创新设计了一个实验，通过这个

实验让同学们直观的看到了物体浮

沉时受力的情况，以及浮沉状态改

变时力的改变，在教学时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也对他们利用身边的物

体去研究物理知识起到了很好的引

导作用。

二、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

物理是一门非常特别的学科，

学科自身很有趣，当学生观察到实

验现象后，需要去合理的分析，寻

找出其中的规律，然后再将找出的

规律用文字表述出来。这对学生的

思维要求较高，观察到现象如何去

思考？怎样去分析？这都需要平时

不断的培养训练，我们在教学的时

候不要只是去关注学生最后的结果，

而更重要是重视过程，不然学生们

最后更多的是记住了知识而没有得

到能力的培养，这样的学习会让学

生们学习知识变得死板，也越来越

不想动脑。在学生分析问题时，我

们不能放任其天马行空的猜想，而

是要在备课的过程中多思考，我会

预设他们可能会想到的一些事物，

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多积累，多收

集同学们一些有用的想法，加以整

理做好记录，以便在以后的教学过

程中能够掌控节奏，合理的引导学

生们进行科学的分析。在讲摩擦力

时，提出猜想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

什么因素有关？同学们会有很多的

猜想，比较典型的就是质量或者重

力会影响到滑动摩擦力的大小。那

么我在处理的时候会肯定大家的猜

想都是有道理的，接下来引导同学

们分析，物体的质量决定了物体所

受到的重力大小，压力又是由重力

引起的一个力，最终将问题引到压

力上面。得到直接影响滑动摩擦力

大小的因素其实是压力而非质量重

力。

三、重视学科计算能力的提升

物理学科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

用到数学相关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

工具，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

们在学习物理时，计算能力成为制

约他们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初

二的力学里又有很多地方需要用到

数学计算，这就让很多同学从压强

浮力开始就觉得物理很难学习，尤

其负指数幂的相关计算，甚至让不

少的同学们有绝望的感觉。我在教

学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各种方法，想

尽办法降低计算难度，希望不要让

数学计算成为同学们学习物理的拦

路虎。以浮力的一道计算题为例，

有一个重7N的铁球，当它浸没在水

中时受到的浮力？g取10N/Kg。在解

题的过程中先由m=G/g求出铁球的

质量为 0.7kg。接下来就要以公式 v=
m/ρ 来计算铁球的体积。V=0.7Kg/
7.9×103kg/m3,在这里学生们就会觉得

计算很困难，我会让他们将 7.9×103

kg/m3
拆解成两个部分，7.9和×103

，

先用 0.7/7.9算出结果，然后告诉他

们×103
在分母上时，除出来的结果

就只需要在103
上将3变成-3,最后得

到0.089×10-3m3
。这样学生们会觉得

计算似乎也没有那么的困难。接下

来利用浮力公式F浮＝G排＝ρ水V排g
＝1.0×103kg/m3×0.089×10-3m3×10N/
Kg时同学们很容易发现103×10-3=1，
其他的计算就是常规的计算了。多

鼓励同学们去计算，不怕算错，算

错了就继续教他们，不断的重复，

在计算中寻找信心，慢慢的同学们

也会愿意去计算了，越来越多的同

学就会觉得计算不在是物理学习的

制约因素了。

四、重视物理公式的推导

物理公式很多是从物理规律中

总结归纳利用数学函数形式展示出

来的，是很多次的实验，数据分析

得出的重要成果。同学们在学习的

时候总是会觉得它就是几个字母，

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也没有花上

足够的时间去仔细研读。在讲重力

时，先从现象入手，引导同学们认

识到物体的重力大小是由物体的质

量决定的，然后设计实验，进行实

验，记录数据，描点作图得到物体

所受重力与质量的图线。其实在这

里数学上还未讲到正比例函数，所

以只能引用书上的结论物体所受的

重力跟它的质量成正比，引入g用来

表示重力与质量的比值得出公式G=
mg，后来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不少

同学对于公式理解不到位，会错用

成m=Gg，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留出

时间着重强调其中因果关系，质量

决定物体所受到的重力大小。然后

强调公式的记忆，相关变形，配合

例题，反复多次训练。滑轮组的相

关公式在初中力学里是很多的，我

会以模型的形式呈现，先由竖直最

简单的一动一定的滑轮组入手。先

加强对几个基本物理量的认识，F：
绳子自由端受到的拉力，G 物：物

体的重力，S：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

离，h：物体升高的距离。分析在忽

略绳重时相关的一些公式，如W有=
G物·h物；W总= F绳·S绳。由η
= W有/ W总得到第一个推导公式η
=G物·h物/ F绳·S绳，再将 S绳=
nh带入其中得到第二个推导公式η=
G物/n · F绳。后从受力分析的角度

得到 n · F绳=G物+G动，结合第二

个推导公式得出第三个公式 η=(G
物/ G物+G动)。这三个计算公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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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用的，针对不同的已知条件灵

活选用。我们不能在教学的时候直

接让学生们抄下来记住，他们是很

难理解的。我在教学的时候是会留

足时间，一步一步推导给他们看，

这样既可培养他们的逻辑推导能力，

又能加深他们对于公式的理解，为

以后灵活选用公式计算打下良好的

基础。

以上就是我物理教学过程中，

关于力学部分教学的几点浅显的感

受，当然每位奋斗在一线的物理同

行们都有各自处理方法，只要我们

在共同的教学之路上做个有心人，

我们一定会为学生们呈现更加精彩

的物理课堂。

（作者单位：四川省犍为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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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佳平

疫情当前，各地各校均实施了停课不停学。根据语

文学科重在阅读积累的特点，结合四川省春日宅家阅读

活动的推动，通过网络开展了各项研究、学习和实践活

动，助力师生的研修与发展。怎样传递我们最新的教育

教学信息，怎样把宅家的老师们组织起来开展研修活动，

怎样才能更大程度的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带动全市教研

的进步发展，我们探索线上网络研修新方式。

一、鼓励网上自我研修，促进自主个性发展

教育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靠教师，如何搭建平台，

引导并促进教师的研修发展，这是当下宅家教育的重点。

于是，我们组建了峨眉山市小学语文工作群和峨眉

山市小学语文管理群，通过群活动来推动和管理研修实

践工作。首先，从要求和方法上引导老师，加强学科修

为，多读学科素养与学科教育教学的书籍，充实自己的

语文素养；其次，开展学科研究，从课标、教材、教学

设计、小课题等研究入手，展开具体而深化的研究；最

后，让教师发现与寻找自己的最近发展点或个性，提示

教师们既要总体进行学科研修的整体要求，又要根据自

己的特点喜好进行个性化的研修。在进行研修的时候，

我们除了提供各种有限的优质资源给老师们，更鼓励老

师学会寻找无限的资源进行自主研修，还倡导老师们进

行资源共享，极大的扩大了资源的容量、多样性和选择

性。

二、搭建网络集体研修，追求多元互动交流

传统研修是单项式传授，主要是专家专题讲座，听

评课，个别教师经验交流，老师们主要是听众，被动接

受信息。而网络研修是所有教师作为研修主体参与的多

项式互动模式。

1.精选专题设计多元活动

从学科课改、教师发展与学生发展的角度，结合当

前疫情宅家的学习背景，设计了有关教师发展的“诗意

教师”诗文征评活动；针对语文学科设计了宅家阅读活

动专题会；针对新课程改革设计了统编教材新教材培训

会；针对教师素养开展课改大论坛；针对学习素质提升

开展线下抽考年级提质育能研讨会。多元参与的针对性

实用性较强的活动带给师生整个语文素养的提升。

2.利用网络开展线上研修

充分发挥网络信息交流，不仅通过网课、讲座等形

式开展培训，更重要的是利用网络，方便老师们的互动

和交流，让每一位老师都有可能参与到交流状态中，能

够直接的实现教师之间的对话，教师与专家的对话，真

实地反应老师们在研修活动中的思考、问题、经验等。

活动一：新课程统编教材的线上培训。为了使活动

有效开展，我们采用阶段式的培训方式，将自主研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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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集中研修相结合。首先投放了统编教材四五六年级

的培训资料，让教师先下载自我研修，把研修的收获问

题以及整理的话题提炼出来，完成教材培训的自我研修

手记，然后集中一个时间段进行集体研修，我们采用名

师工作室引领，对统编教材从整体的教材培训到板块的

分类解析，特别是对习作板块，口语板块，阅读板块进

行了专题的详细介绍。接着，进行专项的研讨活动后，

我们开放了研修平台，让老师们自主发言，可以将前面

自我研修过程中的收获，布置的问题，经验，进行自由

的互动的网络交流和研讨，老师们在线上畅谈自己的学

习认知，教学经验，问题咨询，在线答疑。研训会以后，

我们将活动的内容进行简报通报，再次沉淀归纳整理老

师们的问题、收获与经验，同时延续平台，让老师们能

够反复的回放，针对性的捕捉自己需求的信息，进行再

次的深化学习。最后，采用任务驱动的方式，让教师们

完成的各年级统编教材线上培训导学、导研单，包括会

前个体研修、专题研修、此次网络研修心得三个方面，

让教师们自身有个纵向的学习进度，利于自修、研修、

思考与收获的深度发展。

活动二：宅家背景下的阅读活动。在宅家学习时间

里，运用阅读积累积淀和丰富老师、学生和家长的语文

素养。首先，开展了专项的整本书阅读教学交流活动，

利用整书网课和专题网课讲座的方式，从整本书阅读的

意义认知，选书要求，课型实施，典型案例，特色活动

等进行专项的指导和推广。然后，选取学校、年级、班

级、老师、家庭或学生做的好的宅家阅读活动案例进行

分享剖析，让这些特色活动起到对老师们的启发和引领。

接着，我们采用联系实际的操作性做法，让老师们联系

自身阅读活动开展情况，通过经验分享、在线研讨、专

家答疑等方式为老师们从认知到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和

保障。最后，采用任务驱动的方式，提出今后努力的方

向，让老师们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自己的阅读实践活

动，实现线上和线下的完美结合，实现认知和实践的有

机融合，真正实现阅读活动在语文教学的扎根落实。

3.通过展评跟进研修效果

在自修与集体研修之后，跟进活动的实践，设计对

应的活动跟踪，效果反馈，让研修活动得以后续的督促

与调控。比如宅家读活动后开展学校班级教师和学生相

关的展示与评比活动，参加四川省宅家阅读活动的展评，

形成个性化特色阅读经验等，使活动从设计、实施、调

控到效果得到序列的优质优效发展。

三、多维整合发挥优势，追求效果优化提质

利用网络平台资源的丰富性、多元化和选择性强等

特点，充分调动教师、学生、家长的共同参与，在参与

过程中实现其自主性、自由性与个性化，从而实现参与

效果的最优化。

1.提升教师素质助力专业成长。首先，促进教师协同

发展能力。密切了教师与研训专家、教师之间、教师与

学生、集体与个体的联系，促进老师多元交往与协作的

能力。其次，助力教师专业提升与发展。专业认知的提

升，包括提升理论水平，把握课改发展方向，掌握学科

知识；教学专业能力的发展，包括教学活动设计实施反

馈能力，网上辅导学生能力，专业专题探究能力等的发

展与提升。此外，实现教师内在素养的升华，主要指教

师通过阅读丰富知识的积累，通过写作增强自己的思辨

与表达能力；通过多元交流提升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

凸显语文教师所特有的文化濡染，学养涵养和文化气质。

最后，催生了教师多元技能的发展：网课、微课、视频、

音频等资源的寻找、选择、运用、制作与分享，特别是

能熟练操作辅助教学，这是新时代新背景下对老师技能

的新要求。

2.促进研创学习学生自主发展。首先，学习角色的变

化，以前是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师生对话，现在是以

网课为媒介的网络学习活动，倡导自主学习，特别强调

学生的自觉性和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另外，学习方式的

转变，让研创学习成为一种新的学习方式，研创学习中

教师处于导学地位，学生处于主体地位。资源选择、学

习方式选择、学习成果呈现等都让学生自主选择。从兴

趣、能力、习惯的培养来说，有更多的时空和资源推动

个性喜好的发展。

3.整合家校社会同步和谐发展。宅家阅读活动更多地

调动了家长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指导中，促进全社会读

书习惯的形成，社会素养的整体提高，亲子共读，家庭

文化建设，家长参与性强，有利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养成，

推动全民阅读的深入。

这种线上研修新方式，将研修落在课改前行的关键

处，将活动落在师生发展的最佳点，将形式与效果有机

结合起来，实现活动促发展，发展促主动，主动促效果，

从而调动师生的内需，促进研修的自主化深入发展，其

教育教学效果优质高效，值得推行。

（作者单位：乐山市峨眉教师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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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推动民族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 伍春雷

乐山计算机学校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实施“9+3”
免费教育的号召，从 2014年开始招收乐山马边、峨边、

金口河民族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进行“9+3”教育培训，

连续五年共招收彝区学生 2500余人，这些学生在学校精

心管理和耐心培养下，学文化、学技术、铸品质，茁壮

成长。我校的“9+3”教育行动有力的支持了民族地区教

育事业和人才培养，2019年乐山市计算机学校校被四川

省教育厅评为四川省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工作

“先进集体”，我校的许容、王秀忠两位老师荣获“先进

个人”，我校“9+3”管理集体的老师们用智慧与心血谱

写“9+3”教育的新篇章。

一、深入宣传，“9+3”教育花开彝区

刚启动“9+3”免费教育时，彝区孩子和家长是不相

信有免费教育的，为了使这一利好政策落地，校长带领

学校老师跋山涉水深入彝区宣传，让彝区的老百姓和孩

子们相信“9+3”免费教育是好政策，党和政府为孩子们

提供全额学费和每年 3000元的生活补助，学生初中毕业

后可以到优质的中职学校参加三年的免费中等职业教育，

通过中等职业教育也同样可圆大学梦。招办主任许容说：

“一到‘9+3’招生季，我整个暑假就泡在招办，每天要

接待几十个学生或者家长的到校咨询，每天要接上几十

个‘彝普’学生或者家长的咨询电话，可以说不分白天

和晚上，他们对‘9+3’的热忱和对计算机学校的信任让

我感动，即使有时再累再苦也会耐心细致给他们讲解，

直到他们满意为止。”通过老师们的艰辛努力，加之学校

品牌效应引领，计算机学校“9+3”招生取得了彝区家长

和学生的信任支持，在填报志愿时彝区学生争相报名，

学校每年超额完成“9+3”招生任务，党的免费教育政策

扎根于贫困彝区，开花结果。

二、从严管理，“9+3”学生品行好

学校秉持“培养一名学生致富一个家庭，用知识改

变命运，用技能成就未来”的办学理念，从严治校，规

范管理。对“9+3”的学生也是一视同仁，提前开学，举

行为期 20天的军训，严格执行《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新

生军训与入学教育实施方案》，寓训与教，寓教寓训，边

训边教，训教合一。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

教育、遵纪守法教育、文明行为教育和感恩励志等五项

教育，严格执行四川省中职校“行为十不准”纪律规定，

积极开展“三禁两不”查处活动，严格执行四川省中职

内务管理规定等教育，规范“9+3”行为习惯和礼仪常

规，彝区孩子在我校学习遵规守纪，卫生习惯、文明礼

貌有了明显的变化，道德品质有了显著的提高。

三、教育培训，“9+3”学生本领硬

建立学习帮扶机制，在学习上掀起比、学、赶、帮、

超的竞争氛围。结对子，优带差，搭梯子，前托后。压

担子，加重学习任务。指路子，建立向上阶梯。他们有

理想、有抱负、有信心，学校为“9+3”学生搭建“筑

梦、追梦、圆梦”的平台。乐山市技能大赛，计算机学

校“9+3”学生屡次夺魁，今年乐山第十届中职学生技能

大赛计算机学校更是独占鳌头，一举夺得技能大赛总成

绩第一名。学校十分重视“9+3”文化知识的提升工作，

为适应当前中职教育的要求，顺应高职教育发展，我校

组建了中职高考升本科班。2019年学生单招考试喜人，

全校共有861人考入大学继续深造，实现了从中职生到大

学生的华丽转身。

四、兴趣培养，“9+3”学生才艺多

为了适应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培养新时代复合型人

才，学校加强“9+3”学生除技能和文化外多才艺的培

养，为此，学校成立了吉他、围棋等社团，为了丰富学

生文娱生活和培养“9+3”学生艺术才能，学校团委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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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会每年要举行激情广场、校园歌手大赛、系部文娱晚

会、跨年晚会等活动，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培养一批艺

术人才。来自马边的李香彝同学参加中央电视台的《黄

金一百秒》闯关成功，之后她相继参加过《出彩中国人》

并进入决赛 20 强；“9+3”学生阿西、李香彝等组建的

“南诺组合”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校园原创音乐扶持计划

《中国校园星歌王》大赛，获得川西赛区冠军，全国总决

赛亚军。“我作为彝族女孩，非常感谢‘9+3’免费教育

计划政策，让我延续了读书的梦想，更感谢我的母校乐

山计算机学校培养了我，没有母校老师的培养，我不会

系统的学习乐理知识，没有多次登台表演的机会，就得

不到锻炼，没有学校的推荐，我就不会那么快的登上央

视高大上的舞台”，李香彝黄金一百秒闯关成功眼含热泪

深情地说。计算机学校毕业的李熙海同学参演献礼的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在央视一套黄

金档热播；陈亚琳同学参加成都国际女子坐式排球超级

六强赛，并获冠军,一簇簇艺体之花娇艳待放，匠心花开！

“9+3”免费职业教育在我校实施五年结出了丰硕的

成果，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积极践

“行做学合一，匠行天下”的职校理念，实现学生们“幸

福职教，出彩人生”的愿景，不断开拓创新，把“9+3”
教育引向深入、推向高潮。

（作者单位：乐山市计算机学校）

培养物理阅读能力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 李 勇 郑国勇

物理难学是大部分初二学生的共识。初二学生除了

计算能力达不够，理解能力有限，生活经验缺乏以外，

还有一个造成学生认为物理偏难的重要原因是学生头脑

中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摸索，认

为初二物理老师，在想方设法培养学生的实验意识、探

究意识、动手意识、观察意识、创新意识的同时还应当

注重培养学生阅读能力，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促进良

好的学习习惯的形成，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和自学能力，

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一、培养物理阅读能力的重要性

1.阅读有助于充分发挥物理教材的作用。物理教材是

在充分考虑学生心理、生理特征、教育教学原理、学科

特点、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精心编制而成的。

教材是学生知识的重要来源，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然

而，目前的课堂教学，常常是老师单方面讲课，讲解完

毕翻开课本，布置练习，教科书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学生

手中的一本习题集。我们应该让学生把教材作为知识的

来源，而不仅仅是教师讲课材料的来源。

2.物理阅读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这种现代教育

思想的体现。当今社会，不仅要有扎实宽厚的知识功底，

更需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便能不断调整、不断提高

自己，适应社会的发展。阅读是培养学生自学的主要方

法和途径，自学能力的核心是阅读能力。因此，在物理

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教会学生阅读的方法和技巧，培养

学生的阅读能力。

3.物理阅读有利于学生个体的发展。素质教育的核心

问题是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材施教的关

键，首先是学生的阅读能力。仅靠集中教学是不够的，

要将集体教学与个体教学相结合。阅读无疑是实施素质

教育的一条有效途径。事实证明，阅读能力强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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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课后充分利用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及时弥补课堂上

因一时的疏忽等原因而产生的疑惑。阅读在教学中所起

的作用毋庸置疑，国内一些成功的教学改革给予了充分

说明。

二、如何培养物理阅读能力

同学们在初中物理的学习中大都存在不重视阅读教

材的不良习惯，错误认为学习物理就是记概念、背公式，

能够完成课后的作业就行了，那要如何让学生逐步养成

重视阅读教材的习惯呢？

（一）预习阅读让学生形成良好习惯

预习阅读是在上新课前了解该节的内容框架，初步

了解该节中哪些是新的知识，哪些是已经学过的知识，

让学生发现新知识学习的难点，做到心中有数，做好听

课的准备，有的放矢，提高针对性和学习效率。开学第

一课，教师就要对学生提出明确的阅读要求，教会学生

怎样阅读教材，让他们明白课前快速阅读，读什么，怎

么读，由被动阅读逐渐养成主动阅读的良好习惯。

（二）课堂阅读让学生学会阅读方法

课堂阅读是学生在听课过程中边听教师讲课边阅读

思考。在新课教学时，提问一些较为简单但相对重要的

问题，检验预习阅读效果。对阅读认真，能够正确回答

基本知识，或者迅速在教材中找到答案的学生大力表扬。

在学生自主预习阅读获取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强化对重

点基础知识的进一步落实和深化，让学生抓住本节课的

知识重点，弄清疑难之处，使原来预习阅读的轮廓变得

层次分明、清晰明了、重点难点清楚明白。学生一节课

下来在教材中要有清晰的勾画，使学生都有收获，尝一

尝甜头，感受一节课成功的喜悦，同时又再激发学生课

后主动阅读的兴趣，让学生有课后主动阅读的冲动。比

如：借助“科学世界”中的“摩擦与我们”“小小弹簧称

称出大象重”“汽车安全带”等短文，从中收集信息掌握

物理知识。借助“信息窗”中北京天坛回音壁、古代大

型编组乐器—编钟、长征三号火箭及司南、舂、桔槔等

短文，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又

如，借助阅读阿基米德、法拉第、牛顿、伽俐略等科学

家的严谨治学、勇于攀登，坚持真理的动人故事片段，

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受到感染熏陶，从而树立刻苦学习，

勇攀科学高峰的信念，形成坚持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的人生观，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达到教书育

人的目的。

（三）复习阅读提升学生阅读能力

如果课前预习阅读和课堂学习阅读把教材读精、读

厚，那么复习阅读就是要把教材读薄。复习阅读包括每

节的复习阅读和综合复习阅读，旨在对每节课学习的知

识及时复习巩固。

1.每节的复习阅读是在学完一节课的内容后，最好是

在完成课后作业之前，采用快速阅读的方法进行，三、

五分钟回顾知识要点。这种阅读主要是阅读重点、难点、

疑点及关键性语句，消化理解新学的知识，形成合理、

规范而且准确的知识体系。比如：学生在刚涉及物理计

算时，经常不写公式，直接用数学方法列式子求解，或

者仍然沿用原来的把物理量设为未知数 x、y，计算过程

中物理量和最终结果的数据缺少单位等问题，这些均可

以用节复习阅读方式提醒学生引起足够的重视。

2.综合复习阅读往往是在前后章节有一定联系或者学

完了几节课的内容后对知识进行归纳、总结性的阅读。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采用分析、对比、归纳等方法，理清

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的异同。

3.运用章节知识小结或总复习，提升学生的阅读能

力。只有在一阶段教材学完后能整理出知识网络，对每

章学到了什么心中有数，才算真正把所学知识转化为自

己的知识。在总复习阶段，提纲挈领地阅读，让学生学

会统览全书，指导他们从纲到目分别对力、热、声、光、

电板块进行阅读，绘制出直观反映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

图，突显出重点内容的知识主干图。通过这个环节的阅

读有利于将零散知识系统化，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

力和理解能力。

总而言之，既然阅读有助于充分发挥物理教科书的

作用，而重视物理阅读，能够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且

物理阅读有利于学生个体的发展，那么阅读物理教材，

无论在课前预习阅读，还是在课堂阅读，亦或是课后的

复习阅读，都不仅仅是让学生记住教材的物理结论，更

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不同环节阅读的方式和方法，完全

明白物理知识获取的整个过程，带着问题进入下一个学

习环节，不断扫除学习中的障碍，让学生一步步养成良

好的物理阅读习惯，形成越来越强的阅读能力，让学生

在阅读中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作者单位：四川省峨眉第二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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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探究农村学校开展网络教学的方法
□ 佐 腾 万玉容 毛学琴

对于习惯了传统教学方式的大多数老师来说，线上

教学这种方式是新颖的，也是完全陌生的，很多人都是

边做边学，边学边改。下面结合我们在网络教学方面所

做的一些工作来探究一下农村孩子如何开展网络教学。

一、网络教学的含义

网络教学通俗点的说法也称线上教学，顾名思义，

就是教师通过网络进行教学，学生也通过网络进行学习

的一种教与学的方式。无论是授课者还是听课者，必须

要具备一定的网络条件：即移动网络（手机、电脑或平

板等）和教学平台（亦即网络教室）。

二、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比较

（一）相同点：学校都统一制定了教学课表，老师按

课表进行教学，通过老师的讲解和指导，用一定的形式

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使学生掌握需要掌握的知识。

（二）不同点：

1．传统教学的特点与优势：

主阵地在学校，教师与学生是进行面对面交流的，

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老师的眼皮底下进行，老师可以进

行实时监控和信息反馈。

2．网络教学的特点与优势：

网络教学不需要到学校，只要具备一定的硬件设施，

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展。

（1）对老师来说，线上授课可以促进教师成长，而

且可供选择的教学资源更多，这种教学模式将有助于提

高老师们的信息技术应用提升，开拓教学的新模式。

（2）对学生来说，大多数线上教学老师都会采用直

播的形式进行，最大优点就是学生可以反复看，反复学，

因而可以促进不同层次学生全面提升和发展。网络教学

使学生的自主学习时间更充分，可以对教师的讲解有选

择性的进行学习，而不再拘泥于同一位老师的讲解。

3.网络教学的缺点：

对老师成长而言，有责任心的老师成长会很快，他

们的课程会变成网络教育的主力军，学生乐学，教师乐

教，实现正循环。相反地，一些不负责任的教师应付差

事，只是对知识进行了传授，而不去管教学效果，对学

生答疑的置之不理。对学生而言，师生互动、学习氛围、

学习效果不能保证。在网络教育中，学生和老师不是真

正的“面对面”，教师只能言传而无法身教。上课时无法

与学生面对面，老师看不到学生上课时的状态，无法采

取有效措施督导这些远距离的学生。

三、农村学校如何有效开展网络教学

相比城里的孩子，农村孩子在开展网络学习方面难

度更大，学习效果更不容易提高。那么，农村学校要如

何做才能让网络教学开展得有意义、有效果呢？

通过这段时间的实践，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

手：

（一）做好网课教学准备工作

首先，做好网课开展的情况摸底，对老师能不能胜

任、学生家庭情况能不能支撑网课等情况进行认真摸底，

分析。然后，根据摸底情况，做好硬件设施和师资准备。

做好宣传工作，更新观念，对能开展网课的师生，做好

平台的选用与安装，并对教师进行先学后教。根据学科

特点选择、确定学习内容。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师和学生，

制定不同的网课实施方案。对于能胜任网课和能用学习

平台上网课的老师和学生，学校采取统一的方式进行上

课。而对不能用学习平台如无智能机或无人监管的学生，

则采取电话联系教学或短信联系个别辅导的方式进行。

（二）认真组织开展网课教学工作

1.教师根据自己所教的学科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网络

授课方式和内容，譬如新课教学可以用 PPT课件直播讲

课，语文、英语朗读可以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古诗教

学，传统教学光凭教师的理解和讲解，学生很难理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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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言外之意，如果通过播放多媒体课件，效果就会

好得多。教师也要精心设计作业、加强验收反馈，当天

学习完成任务反馈，保证每个孩子不掉队。

2.学生要做到按照老师的要求，当日事当日毕，保质

保量完成各科作业，开学后直接进行预学考试，遇到问

题及时在班级群内向老师咨询。坚持做好习惯养成：每

天阅读、每天背诵、每日练字、每日口算、每日锻炼、

练笔。

3.要求家长要做好配合工作，准备一部智能手机或电

脑，下载并登录网络教学软件，营造学生在家庭能专注

学习的良好环境。关注学生的学习习惯、督促学生习惯

的养成。配合教师督促学生完成每日学习、作业，关注

教师反馈，督促学生及时纠错。

（三）及时解决网络教学相关问题

1.长时间线上教学如何吸引学生注意力

学生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难免会产生疲劳而不再

专注于教师的教学，这时，教师就要及时关注到并吸引

学生，可以采用：（1）提问题判断法，讲 5-10分钟抛出

一个问题，让学生回答，通过正向激励提高学生的注意

力。（2）设计吸引眼球的、形式新颖的PPT等教学课件。

通过学生与教师互动共同完成课程内容来提升学生的注

意力，从而提高直播教学效果。

2.怎样解决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不充分的问题

在网络教学中，部分教师怕操作失误，为图方便，

就将课件设计成顺序式结构，上课时只需按一个键，课

件便按顺序“播放”下去，这样上出的课便是“流水

课”，缺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网络教学必须要有现代化

的思想与之相适应，教师在设计课件的时候必须要有

“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体现孩子的主体性。在课件的

结构上，可采用模块化思想,变“线性结构”为“非线性

结构”， 将课件设计成学生学习的资料库，并注意增强课

件的交互性及其界面的人性化，使课件流向能根据教学

需要而随意调度。同时，要考虑各层次学生的接受能力

和反馈情况，这样的网络教学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3.教学效果不理想怎么办

通过对学生调查及观察发现，不少教师应用多媒体

教学，课堂容量增大，教学进程明显加快，使学生应接

不暇，最终导致学生对所学内容不理解，思维跟不上，

笔记记不上。有的教师为了把课件做得精彩，花费许多

精力从各种渠道搜集了不少生动的画面，剪辑了丰富的

影视材料，但是遗憾的是，教师在运用如此精彩的课件

上课时却忽视了画面本身的作用，播放画面走马观花，

不对画面内容作充分的深刻的解读，达不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

因此在网络教学运用课件的时候，必须对每一张图

片，每一段影像进行更深的了解，不能让孩子看过就算，

出示的时候可加以必要的解释，让孩子从表象上升到要

掌握的知识，课件中出现的主要内容教师应该给予时间，

让孩子记好笔记，画面不宜过多，孩子对直观的事物容

易引起注意，走马观花现象就更容易发生。

4.如何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网络教学要求学生要有高度的自主学习能力，可是

现代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的计算机水平很有限，农村

甚至有的地方还没有开电脑课程，要真正让他们自主完

成学习任务比较难，所以在网络教学过程中，每个教师

要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自己的学生，如加强对学生的学法

指导，指导学生如何获取信息，并形成一套有效的学习

方法；鼓励学生小组交流，寻求帮助；在教学中，加强

对学生的个别辅导等。学生只有掌握了在信息时代获取

知识的方法，才能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

总之，网络教学是一门新生事物，尤其是对农村学

校的老师来说困难是肯定有的，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

还要深入研究和恰当地设计、开发、运用多媒体课件，

使之与其他教学手段有机结合，优化课堂教学，提高课

堂效率，充分体现网络教学的真正价值。

（作者单位：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全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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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室内实施体育实践课教学的思考

□ 黄 宇

目前，许多学校都还没有能满足全校学生可在雨天

上体育课的室内运动场馆，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体育课

被其它学科挤占的情况时有发生。关注教室内体育教学，

提高质量势在必行。教室内体育课教学是室外体育课的

延续，我们要做好教室内体育课教学内容的选择，做好

教室内体育课设计，科学组织实施教室内体育教学，帮

助学生在室内体育锻炼中享受到同室外锻炼一样的体育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让学生不仅喜

欢室外体育课也喜欢室内体育课，以期使教室内体育课

同样能达成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

一、为什么要关注教室内实施体育实践课教学

笔者所在地为四川省峨眉山市。据峨眉山气象台给

出的官方数据显示，峨眉山市 2017年全年降雨的天数为

168天，2018年为191天，2019年为189天。从1961年开

始记录以来，峨眉山市区平均全年降雨天数为182天。从

以上数据来看，峨眉山市区平均全年有 50%的天气为降

雨天气。另外加上雾霾天气与高温天气，使得学校里的

体育教学课时受到极大的影响。一学期以 20周计，正常

排课3－9年级体育课时应为60节，受节假日和期中、期

末考试的影响，实际行课时间大约为 16周，课时量减少

12节，还余48节。由于绝大多数学校没有室内运动场地，

若因为天气原因而再放掉一半的体育课时，则学生在校

实际能参与的体育教学活动仅剩 24节课。若体育课只能

靠天吃饭，肯定是不能满足体育教学的需要，更不能完

成学校体育“四位一体”的目标。且从目前学生的整体

状况来看，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并不乐观，所以怎样有

效利用好教室来上好教室内的体育实践课就显得尤为重

要。

二、将教室内体育课同样视为实践课

《课程标准》将体育与健康课程定义为“以身体练习

为主要手段，以学习体育知识、技能和方法为主要内容，

以增进学生健康，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为主要

目标的课程”。这就决定了体育与健康课程与其它文化课

的区别，突显出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特点，即“以身体练

习为主要手段”，因此有必要思考教室内体育与健康课程

的模式。一般情况下，会把体育课分为理论课和实践课，

通常在每学期开学初的第一节课会以理论课的形式授课，

内容以讲解一般体育知识和对实践课的一些常规要求，

如上实践课时的着装要求、上实践课前应该有的心理和

生理准备、要求等。但我们这里谈的是因气候等原因不

能在室外上体育课而改在教室内上体育课，这样的教室

内体育课不应该完全成为理论课，而应该是在教室内的

实践课。不仅要关注体育知识的传授，更应关注学生的

“身体练习”。所以我们强调教室内的体育课也应该具备

“以身体练习为主”“学习体育知识、技能”“增进学生健

康”“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等课程性质，从这

个角度出发来看，室内体育课应该同室外体育课没什么

本质上的区别，都应该属于实践课。只不过场地、器材、

学习的内容不尽相同而已。在教室内的体育课同样应该

具备一定的、合理的运动负荷，有效的运动技能的学习

和体验，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各类运动游戏；以体育

为载体的学生人格塑造与良好品德培养等体育教育要素。

三、怎样上好教室内体育实践课

如何上好教室内的体育课，首先要求体育教师能充

分理解体育教学的目标与内涵，理解课程标准并熟悉各

水平段教材。做好教室内体育教学设计，精心安排布置

好教室内的活动场地，精选一些适合在教室内进行教学

的内容，有效地开展体育教学。教室内的体育教学活动，

还是应该遵循体育教学八大原则：即自觉积极性原则、

身体全面发展原则、从实际出发原则、合理安排运动负

荷原则、直观性原则、巩固提高原则、循序渐进原则、

系统性原则。遵循这些体育教学原则来设计教室内体育

课，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并注重学习内容的系统性。教

室内体育课可以依据这样一种模式来进行教学设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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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发学生兴趣的室内游戏作为激趣和准备活动；再根

据学段和单元教学的需要，组织开展以技能学习为目标

的练习和体验环节，或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为目标的各

种力量、灵敏、柔韧练习环节；最后进行适当的拉伸调

整作为整理活动。当然，教无定法，教室内的体育教学

设计需要教师认真思考，精心设计。以活泼有趣的形式，

适当的运动负荷和合理的技术学习和技能培养为目标，

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习目标的拟定应以可观察和可

评价为依据。

合理和高效利用好教室内的有限空间，是上好教室

内实践课的基本保障。教师应根据学生人数、教室空间

的大小以及本课教学内容，优化教室场地布置，考虑到

对周边班级的影响，在教室内组织开展体育实践课，教

师还应当充分调控好学生的情绪和纪律，避免对其它班

级的正常教学造成不好的影响。

四、教室内体育实践课的内容选择

由于教室内上体育课，活动场地受到很大限制，宜

选择一些适合在教室内开展的运动项目和技术学习的内

容。

1.发展学生身体素质类的内容。包括发展学生力量素

质的练习内容；发展学生灵敏素质的练习内容；发展学

生柔韧素质的练习内容；发展学生速度素质的练习内容

等等。

2. 结合教材内容可在教室内开展的技术教学内容。

比如投掷类教学单元中投掷动作的学习和复习；快速跑

教学单元中原地进行的一些快速跑辅助练习；篮球单元

教学中熟习球性练习；体操类单元中的徒手操或简单的

轻器械体操等等。

3.体育知识内容。可运用教室内的多媒体给学生展示

或讲解相关体育知识；一些运动项目的规则简介；相关

的体育比赛视频观看等。

4.益智类游戏内容。这类游戏以提升学生的兴趣为

主，也可作为教室内体育活动后的调整环节来用。比如

学生可自主组队进行棋类的比赛等。

5.激趣类游戏内容。这类游戏内容非常丰富，教师可

自行设计指导学生游戏，也可以将学生日常玩耍的游戏

带进课堂，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兴趣。让学生通过游戏

的玩耍培养他们的规则意识。

6.集体类游戏内容。这类游戏除了带给学生游戏的基

本收获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

在这类游戏活动中，学生如果集体意识不足，则可

能会给集体活动和比赛带来失败，反之会取得成功给集

体荣誉添彩。这类游戏更多的体现为以小组为集体的一

些竞赛活动。通过游戏的开展，能有效提升学生的集体

主义观念。不管选择哪一类的内容组织教学，教师都应

该注意调控学生情绪，使教室内的体育活动不至于对其

它班级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

五、对教室内体育实践课的评价

因为视为实践课，所以在教室内上体育课，其评价

因素应与室外体育课基本一致，即有可观察与评价的学

习目标，有可行和有效的学习方式，有适当的练习密度

和合理的运动负荷。从学生的运动参与到学习的有效性

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价。一堂高效的教室内体育课应该具

备以下这些因素：学生学习兴趣高，课堂画面鲜活，以

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练习能完成相关学习目标。

具体表象为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有微汗、学会或基

本学会技能目标、相应的情感态度达到目标要求。笔者

认为，这样的教室内体育实践课方为成功的课。

只有充分高效地抓好教室内体育课教学，才能使体

育教学能充分地达成教学目标，使学生完成应有的学习

任务。作为体育教师应该认真思考并精心设计好教室内

体育教学，在有限的教室空间里积极有效地开展体育教

学活动，为学生的体质健康和人格的完善作出努力，决

不可因下雨等天气原因而放弃体育教学。

（作者单位：峨眉山市教师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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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引导渗透阅读方法
——《毛毛》课外阅读导读课教学案例

□ 彭 芳

【《毛毛》文本简析】

《毛毛》是一本关于时间的寓言体幻想小说，也是一

部具有新浪漫主义传统的现代艺术童话。作者运用童话

的形式将抽象时间概念变成时间窃贼、时间银行、时间

仓库、时间花等具体的意向。小说中，大家都喜欢找一

个叫毛毛的神秘小女孩，小孩找她游戏，大人找她聊天。

小孩在她那儿，总能玩出创意；大人在她那儿，总能言

而不尽。直到有一天，城市里开始涌现一批来历不明的

“灰绅士”。在灰绅士的游说下，大人们开始拼命“节省”

时间。他们不再与人闲聊，不再陪伴亲友，不再有一刻

松懈。他们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干最多的活，赚最多的

钱。当然，现在的他们也没有时间找毛毛了。人们的脚

步越来越快，越来越急。冷漠、无情、功利，令人窒息

的空气渐渐弥漫。大难临头，只有毛毛能化解危机。从

此，毛毛与时间窃贼灰先生展开了激烈地斗争。最终，

毛毛在时间王国里发现了世界和人类的大秘密，即“时

间就是生命”，她战胜了所有的灰先生，从时间窃贼那里

把所有时间都还给了人类。作者试图通过小说让读者发

现，现代社会高节奏、高效率的生活，让人们失去一些

丰富的、美好的生命体验。这本书不仅有精彩的情节，

更有深刻的哲理，要读懂这些故事，不仅需要将文字转

化成画面的视觉化能力，更需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

【导读理念】

通过导读让学生对读物——《毛毛》产生浓厚的兴

趣，将“要我读”转化为迫不及待的“我要读”。但仅仅

激发阅读兴趣还不够，在导读课中，老师要还教给孩子

一些阅读本书的相关策略，帮助孩子更好地走进文本。

【导读目标】

1.引导学生对封面、书名、目录、插图等的预测，让

他们了解《毛毛》的主要内容，激发学生阅读《毛毛》

的兴趣。

2.在导读过程中，教给学生一些阅读策略，让他们感

受守护时间的天使——毛毛势单力薄、勇敢无畏地战胜

灰先生的不可思议的故事。

【课前准备】

多媒体课件、书中节选文本。

【教学过程】

一、引出书名，走近作者

1.出示谜语，仔细阅读

“家有三兄弟，住在一屋里，相貌虽不同，区分却不

易，乍看他们差不离。老大不在家，正在往家走。老二

不在家，刚刚出门去。只有老三家里坐。老三排行虽然

小，至关重要不可少。因为老大变老二，生出这位三兄

弟。你想盯住看其一，总是看到他兄弟。现在能否告诉

我：他们是一还是俩？或者一个也不是？他们都叫啥名

字？你若猜出这个谜，将认识三个统治者。他们三个皆

强大，治国齐心又协力，兄弟三人合为一，王国就是他

们自己！”

2.你们猜猜这个谜底是什么？怎样猜出来的？（老大

是未来，老二是过去，老三是现在。他们就是时间王国

的三兄弟，所以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时间。）

3.你们太了不起了，这么快就猜出了时间管理者侯拉

师傅出的这个谜语。我这里有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善

于思考，她也在很短的时间里猜出了这个谜底，她就是

这本书中的主人公——毛毛。这本书是用人的名字来命

名的。这是谁写的书呢？咱们来认识一下作者吧！

4.走近作者，猜《毛毛》这本书的风格：（出示米切

尔·恩德的简介）

根据作者简介，他的作品风格是什么呢？根据米切

尔·恩德的作品风格，你们猜想一下，《毛毛》应该是一

本怎样的书呢？（很神奇，充满幻想的，《毛毛》就是一

本幻想小说。）从你们的眼神中，我看出来了，你们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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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想读这本书，是吧？

二、观察封面，猜测内容

1.观察封面、封底。（出示封面、封底）

2.从《毛毛》的封面封底，你知道了些什么？（图上

画了毛毛，各种各样的时钟，高楼，乌龟等）根据这些，

你猜测一下这本书会写与什么相关的内容呢？（让学生天

马行空地想象）对，这本书的内容就是与时间有关。刚

才，你们这种读书的方法就叫看图猜测。（板书：看图猜

测）

三、认识人物，理清关系

（一）认识毛毛

1.看，封面上的这个小女孩就是主人公毛毛。再仔细

看看插图，你觉得她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为什么？（流浪

儿：贫穷、孤儿、四处流浪、性格比较自卑，孤僻等）

书中的毛毛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读读相关的内

容。出示毛毛出场的段落（P17-19），让学生快速浏览。

2.书中的毛毛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书中的毛毛是一

个怎样的孩子呢？读着读着，总觉得这个毛毛出现的有

点神秘。毛毛是一个不知年龄，也不知道来自何方的神

秘女孩。板书：神秘女孩

3.你们真棒，居然和作者想到一块儿去了。你们这种

读书的方法叫边看边想象。）板书：边看边想象。悄悄告

诉你们，这个神秘女孩毛毛在书中特别受人欢迎，无论

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找毛毛，他们时常挂在嘴边

的口头禅就是：“走，找毛毛去！”听到这儿，你想问什

么？（是呀，毛毛是个小孩子，小孩找毛毛可以理解呀，

小伙伴之间玩游戏呀。）可是，大人们找毛毛干什么呢？

很是奇怪吧！难道毛毛有超人的能力吗？想知道吧？看

你们眼睛睁得大大的，很好奇吧，可是我就是不告诉你

们，你们自己到《毛毛》这本书里去找吧！

（二）认识灰先生

1.读一本课外书，看完封面和封底后，接下来就是看

目录了。出示《毛毛》的目录，你们读一读这些目录，

又有什么发现呢？你们看，这本书的目录就很有特色，

十分吸引人，迫不及待地想读一读吧，我相信，只要你

们走进这本书，一定会读得停不下来，反正我读这本书

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2.目录显示，这本书有几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专门

讲毛毛和她的朋友们。第二部分在讲谁呢？（灰先生）第

二部分都在讲灰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呢！根据灰先生

这个名称，顾名思义，请大家再来想象一下灰先生会是

什么样子的呢？（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各抒己见）

3.大家来读一读相关语句，想象一下灰先生的样子。

（板书：读文想象）

弗西先生刚刚想到这里，就看见一辆精致的灰色小

汽车从远处驶来，恰好停在理发店门口。一位灰先生下

了车，走进店门。他把铅灰色的公文包放在镜子前面的

小桌子上，把圆圆的、坚挺的礼帽挂到衣帽钩上，然后

坐到理发椅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开始翻

起来。同时使劲地吸着他嘴上叼着的那根灰色的雪茄

（1）文中描述的灰先生是什么样子的？你看，灰先

生开着灰色小轿车，拿着铅灰色公文包，戴着礼帽，吸

着灰色雪茄，与他的名字很是贴切，真是名副其实啊！

灰先生西装革领，穿着体面，很有绅士风度吧！看来，

作者给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字也是别有用意的，希望你们

在今后的习作中也要注意取人名的问题。但是，看起来

很绅士的灰先生，他们干的事情可与他们的穿着不合适，

所以，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请看，这本书的副标题

——《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不可思议的故事》，副标题

中的小女孩就是毛毛，那时间窃贼就应该是——灰先生。

很有绅士风度的灰先生被称为时间窃贼，相信你们脑海

里一定又有很多疑问吧？是啊，灰先生到底是怎么窃取

人们的时间的呢? 灰先生和毛毛小姑娘又会有什么样的故

事情节呢？我暂时也不会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到书中找

答案更有挑战性呢！

（2）时间被窃走后，人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出示

相关语段）

“得了这种病，起初还看不出什么。但有一天，他忽

然犯懒，什么都不想干，对一切都失去兴趣，心中变成

一片荒漠。这种厌世情绪不但不消失，而且长期存在，

慢慢地与日俱增。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越来越严重。

他会感到自己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忧郁，内心也越来越空

虚，对自己、对世界都越来越不满意。然后连这种感觉

也渐渐地消失，变得麻木不仁，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

会变得完全心灰意懒，对什么都不在乎，整个世界从此

变得陌生了，觉得任何事情都与自己无关。他不再愤怒，

也不再有热情，不再感到快乐，也不再感到悲哀，不再

会笑，也不再会哭。那时候，他的心将变得冰冷，不再

爱人，也不再爱任何事物。如果一个人病到了那种地步，

那他的病也就完全不可救药了。那时候，他会来去匆匆，

脸上老是冷冰冰的，毫无表情，就会变得像灰先生们一

模一样。到了那时候，他就会变成灰先生当中的一员。

这种病就叫做：“百无聊赖。”

（3）如果人类得了这种病，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所以，这个神秘女孩毛毛就要和灰先生进行斗争，夺回

被灰先生偷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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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识毛毛的朋友们

1.毛毛是一个小女孩，仅仅凭她一个人的力量能战胜

灰先生吗？还有谁会帮助毛毛呢？在目录中找找看（再

次出现目录）（一个沉默的老人和一个善辩的孩子）想认

识毛毛的这两个朋友吗？书中去读吧！

2.毛毛的其他朋友们也在帮毛毛呢，请看（出示插图

P101），他们可能在干嘛？（大家团结一致，拉横幅，贴

标语，号召大家一起对抗时间窃贼。）照理说人多力量大

呗，可是，我要遗憾的告诉你们，他们做的这些根本对

付不了灰先生，根本帮不上毛毛的忙，真是让人着急呀！

3.正在毛毛“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一只小乌龟却让

她“柳暗花明又一村”。封面上的这只小乌龟叫卡西欧佩

亚，它有一种奇特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一只小小的

乌龟是怎样帮助毛毛的呢？都到书中去寻找吧！

四、阅读精彩部分，制造神秘悬念

1.我在读《毛毛》这本书时，越往后读，心里越紧

张，你们不知道，为了从时间窃贼那里释放所有被偷走

的时间，时间管理者侯拉师傅必须停止向人类寄出时间。

那么，人类没有了时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1）听老

师朗读，边读边想象，设想自己就是其中一种事物，并

用动作做出来：

现在，城里的景象看起来多么奇怪啊！大路上停着

一排排的小汽车，司机都一动不动地坐在方向盘后面，

他们的手有的握着操纵杆，有的正在按喇叭，骑自行车

的人正伸着胳膊示意要转弯。人行道上，所有步行的人，

无论男女老少，还是小狗小猫，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甚至从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废气也是那样。

在十字路口，交通警察嘴里衔着哨子，正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打着一种手势。一群鸽子刚刚从广场上飞起

来，便纹丝不动地停在半空中。天空停着一架飞机，就

像人画在天空上的一样。喷泉的水柱变成了冰柱。树上

飘落的树叶也停在半空，而一只小狗恰好翘起一条小腿，

对着一根电线杆准备撒尿。

（2）是呀，人类没有了时间，世界将永远定格在这

个画面，一切都静止不动：没有运转的机器，没有了热

闹的街市，没有了嬉闹的孩子……到处静得可怕！所以

侯拉师傅就让毛毛在紧要关头拿着时间花去释放被窃贼

盗走的时间，小乌龟卡西欧佩亚就竭力帮助毛毛，情节

曲折，惊险万分，看得我心都悬在那儿了。

2.今天，你们的表现特别棒，既爱动脑筋，发言又积

极，奖励你们读一读书中不可思议的故事情景吧：

当毛毛手中的时间花最后一瓣掉下来时，时间库里

突然起了一阵狂风。时间花变成彩云在她周围旋转起来，

使她赶到如同一股温暖而又强劲的春风，这是全部被解

放的时间形成的欢快的旋风。

毛毛感到像在梦中，她环顾四周，看见卡西欧佩亚

就在面前。它的甲壳上闪烁着一行字：“飞回家去吧！小

毛毛，飞回家去吧！”

这是毛毛最后一次看到卡西欧佩亚。这时候时间花

的旋风变得更猛烈了。那旋风如此强劲，简直难以形容。

旋风甚至把毛毛抬到半空中，仿佛她也变成了一朵时间

花。花的旋风托着她飞出黑暗的地道，飞上地面，越过

城市上空。毛毛坐在时间花的彩云上，飞越屋顶和教堂

的钟楼。彩云似乎在按照华美乐章的旋律纵情舞蹈，忽

上忽下，飘飘悠悠地飞翔着，旋转着。

然后，时间花的彩云缓缓下降，鲜花像雪片似的降

落在僵硬的世界上，悄悄地融化了，消失了。它们又重

新回到原来的地方：人们的心中。

就在这一瞬间，时间又开始走动了。一切因时间停

顿而静止的东西都重新动起来了：小汽车又开动了。交

警的哨子又响了，鸽子又飞上天空，小狗又对着电线杆

撒起了尿。

……

3.最后，毛毛战胜了灰先生，把窃走的时间全部还给

了大家，你觉得毛毛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勇敢无畏，守

护时间）小女孩毛毛驾着五彩祥云，像天使一样飞回来

了。毛毛回到了朋友们的身边，她被我们大家称作守护

时间的天使。（板书：守护时间的天使——毛毛。）那这

一切能持续多久呢？我们在问，米切尔 .恩德在问，毛毛

也在问。

五、揭示作品影响力，再次激发阅读兴趣

1.《毛毛》：讲述了关于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

可思议的故事，是一部广为人称道的幻想小说。《毛毛》

译作达 45种语言，是一部能同时感动孩子和大人的经典

之作。自出版之日起，32年来一直畅销不衰，总印数早

已超过2000万册。

2.对于《毛毛》这本书，现在不读，还待何时呢？同

学们，赶快走进《毛毛》，先睹为快吧！

【板书】

守护时间的天使守护时间的天使

毛毛 灰先生

（神秘女孩） 战胜 时间窃贼）

阅读策略：

1.看图猜测

2.读文想象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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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speak French教学课例

□ 王 阳 肖 琴

【教材分析】

外研社（三年级起点）六年级上册Module 5 Unit 2 I
can speak French.这一单元教学内容围绕如何介绍自己的

情况结识笔友或网友而展开。语言教学重心是用 I can…
讲述自己的能力。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初步掌

握用本模块主要句型来讲述自己的能力，通过介绍自己

的情况结识笔友或网友。

【教学目标】

1. 能够听懂、会说，并初步运用词汇：French, age,
story, candy.

2. 能够听懂、会说、认读句型“I can speak French.”
和”I like…”，并能在实际情境中表达能力与喜好。

3. 能用所学知识介绍自己的情况结识笔友或网友。

4. 了解中外文化，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的爱国

之情和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难点】

能在实际情境中用本课句型表达自己的能力与喜好，

并通过介绍自己的情况结识笔友或网友。

【教学过程】

Step 1 Warm up
师生互相问候后，播放本单元活动 5 歌曲 I can

speak English.
【设计意图】

通过播放本单元歌曲进行导入，营造课堂学习氛围，

激活学生的已有知识：I can…句型的用法。

Step 2 Lead in
师生通过Free talk引入本课话题。

T：Do you like the song?
T：Do you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song?
T：Good memory. And can you speak English?

S1：I can speak some English.
S2： I can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T：But can you speak French? （新词教学： French）
Ss：No, I can’t.
T：Oh, neither can I. But I have a friend, he can speak

French. Let’s have a look. Who is the boy?
Step 3 Presentation
1.教师播放课文活动二 Jim部分的动画，引导学生带

着问题观看视频。教师提出的问题如下：What’s the
boy’s name? How old is he? What’s his hobby? 学生观看

视频后回答以上问题。之后教师进行新词age的教学。

【设计意图】

以课文中一个人物为例，通过问题引领，引导学生

提取文本关键信息，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为后续

自主阅读做好准备。

2. 认识活动二中其他三位朋友。

T：Well done. Today I want to introduce other three
friends to you.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about them?

S1：What are their names?
S2：Are they boys?
S3：Where are they from?
S4：What are their hobbies?...
教师板书学生提出的问题。之后学生开始自主默读

课文文本，尝试解决黑板上的问题，并与同桌讨论，完

成关于四个主人翁信息的思维导图。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提问，发散思维。同时带着问题去阅读文

本，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3. 文本拓展。

T：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about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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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have some questions. Who can help me?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唤醒部分学生对已有知识的记

忆，并对文本拓展内容做铺垫。

Q1：Mike is from Sydney, Australia. Where is Austra⁃
lia? Where is Sydney?

Q2：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Hong Kong?
（1）教师用 PPT呈现一张世界地图，并请知道澳大

利亚位置的学生上台指出其在地图上的位置。同时请学

生观察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的位置，学生观察归纳

China is in the north of the Earth. Australia is in the south
of the Earth. 老师继续追问 China is in winter now. What
season is Australia now? 通过交谈让学生习得南北半球国

家季节相反这一有趣的地理现象。

（2）教师继续用 PPT展示澳大利亚的地图，同时找

到悉尼在澳大利亚的位置，教师通过播放介绍悉尼景色

的视频带学生认识悉尼歌剧院等标志性建筑。观看完视

频后，有个学生主动提出一个问题：Is Sydney the capital
of Australia？教师抓住这一教学契机又加深了学生对澳大

利亚的了解。

（3）通过 Free talk的形式请学生聊自己对香港的了

解，学生反馈信息如下：Hong Kong is in the south of Chi⁃
na. There are lots of department stores. We can go shopping
there. 此时老师继续追问：How can we get there? 大多数

学生都回答 By plane. 教师继续说 There is a new way to
get there. Let’s have a look. 教师播放介绍港珠澳大桥这

一伟大工程的视频。

【设计意图】

拓展环节先请学生提问，引发学生对文本更多的思

考，主动探索新的知识。通过播放港珠澳大桥的视频，

让学生了解这一时事热点的同时，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之

情并增强了学生民族自豪感。

Step 4 Post－task
1. 教师引导学生回到课本话题，四位新朋友都想找

到笔友，而我们的好朋友Sam和Amy也想找到一位笔友，

提出问题 Who can be Amy’ s pen friend? Who can be
Sam’s pen friend? Why? 播放课文动画，根据对话内容，

学生从活动二中匹配能成为 Sam和Amy笔友的人并陈述

理由。教师继续追问：Who can be your pen friend? Why?
得到学生的反馈为：Because we can speak Chinese. / Be⁃
cause we both like music…

2. 2人小组活动。

（1）学生完成本单元活动三关于自己信息介绍的表

格。

（2）与同桌互换自己的信息，两人互相猜测对方可

能选谁做自己的笔友，并分享原因。

【设计意图】

此处用重组课文的形式，帮助书中人物解决寻找笔

友这一实际问题，以此自然引出 Who can be your pen

friend?这一话题。设计小组活动，充分练习本课的重难

点语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Step 5 Homework
从活动二的人物中选择一名笔友，并写一封信介绍

自己，完成活动七的小练笔任务。

【总评】

本节课本的亮点与特色在于：

首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利用信息差，充分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老师巧妙

得引导下，学生在课堂中积极思考，勇于表达，掌握了

句型，并能于情景中逐渐熟练地运用。

其次，老师训练学生运用 can句型的同时，注重挖掘

文本，对课本进行了深入的拓展。英语教学不仅是教授

学生语法知识，培养学生语用能力，同时也要让学生学

习中外文化，拓宽眼界，了解世界。本节课老师运用地

图，形象地让学生知道了澳大利亚、香港的地理位置；

利用PPT介绍了悉尼；通过 free talk谈论了香港；最后通

过港珠澳大桥视频的播放，既让学生了解时事热点，又

激发了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将情感教育自然寓于教

学中。

最后，老师引导学生回归课本话题，通过why的追

问，激发了学生的思考与表达。整节课如行云流水般一

气呵成。

总之，本节课通过教师的引导，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好奇心与表达的欲望，培养了学生的语用能力与

自主阅读能力，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作者单位：五通桥区牛华镇二码头小学、五通桥区

教师进修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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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中问题链与语篇分析的有效融合
—— 以Book 2 Module 5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troduction & Vocabulary and Reading为例

□ 雷 晨

【教学内容】

外研社必修二第五模块 Introduction & Vocabulary and
Reading

Chinese Taikonaut Back on Earth
【教材分析】

本模块的话题是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与高考

紧密相关。据统计，2019年全国卷加地方自主命题共8套
英语卷里，高达 80%的文章出自外报外刊。拉开分数差

距的C、D篇较难阅读，基本是纯外刊，而且改动很少。

另一方面，高考阅读最难的体裁之一是科技类，本模块

“航天”是社会热点，也属于科技类。新闻体裁也是高考

阅读的常客，在学习模块时，可以延展开来探讨更多的

此话题和体裁阅读方法，为高考打下基础。

在“Introduction”部分中，通过报刊杂志的图片切入

话题，使学生了解报刊杂志的相关术语,引出Newspapers
and Magazines这一话题，为后面的阅读和输入做好铺垫。

“Vocabulary and Reading” 这 部 分 以 Chinese Taikonaut
Back on Earth为话题，以新闻报道的方式，介绍了中国

太空人杨利伟遨游太空的事迹，并说明了此次航天飞行

的重大意义。根据文章的内容，通过活动设置让学生熟

悉课文内容和学会使用与探索太空有关的词汇，初步感

受到新闻体裁文章的特点。

本课将 Introduction 和Vocabulary and Reading 整合成

一个版块，课堂上以阅读为主要任务，课后以写作为主

要任务，力求做到语言及文化知识的输入与输出顺利过

渡。在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

趣，学习英雄人物克服困难、顽强拼搏、孜孜追求的精

神和毅力，使学生受到一次极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1.问题链

问题链通过不断地创造问题情境，营造氛围，层层

深入，以疑激思，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根据教学

目标和教学内容，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或经验，将教材

知识转变成具有一定系统性、层次性、相对独立又相互

关联的系列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的前提，第

二个问题是第三个问题的铺垫与阶梯，依次顺延下去，

层层铺垫，环环相扣，便形成了一条问题链。

2.语篇理论

学生在利用已有知识获取新信息的同时，能够发展

分析、判断、猜测、推理、评价等综合阅读能力和素养。

英语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篇意识，通过分析标题和

插图培养读前推测意识，通过分析行文特点培养体裁意

识，通过划分文章和段落层次培养语篇层次意识，通过

分析句际关系培养语篇衔接与连贯意识，利用语境培养

猜测词义意识。

3.支架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

课堂活动、创设的情景应该根据学生最近发展区、

实际水平和需求设计，让学生和教师组成知识建构共同

体。

【学情分析】

高一学生词汇量积累有限，很多学生还处于适应高

中英语学习阶段。大多数学生习惯了小学初中的学习方

法，习惯了学什么考什么的学习模式。在此阶段，学生

应该学会以内容为中心的阅读，摒弃做题式阅读，培养

批判性阅读，带着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把握读物内在价

值。对于报刊杂志话题，学生并不陌生。对于杨利伟的

英雄事迹，00后可能记忆模糊，但祖国航天事业发展迅

速，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很多相关信

息。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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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理解、提取、筛选、重组信息，在情境中

学习有关报刊杂志的相关术语，学习新闻报道阅读策略。

【教学难点】

用问题链引导学生理解提炼文章细节，进行语篇阅

读，培养批判性思维，用思维导图复述新闻6要素。

【课型】新授阅读课

【教学方法】讲授法、探究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1.Lead－in
Use a newspaper to catch attention.

T：What attracts you most on this paper?
S：...
T： Ma yun’ s photograph. And next, what will you

read?
S：...
T：Now, I will give a tip.
T：When you read a news article, remember to start

with Headline and photograph, which help you to get a gen⁃
eral idea.

T：Now, can you guess what type of news does it be⁃
long to?

T：yes celebrity new, about famous people.
T：Besides this newspaper, do you know any other For⁃

eig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
【设计意图】以学生熟悉的21世纪报封面人物马云引

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联系本课报刊杂志的话题，熟

悉本模块部分重难点单词，了解阅读报刊新闻的步奏策

略。

2.Pre－reading
Show the the news of Yang liwei, answer the questions.

T： It is China daily’s front page. Please observe the
photograph, answer these questions.

S：...
T：who is he ?
T：Yes Yang liwei, from his clothes we can judge, he

is a Chinese taikonaut. What's that behind him?
T：It is a capsule. He is waving his hand, smiling, the

people around him is applauding. Is he ready to take off or
has he come back?

S：..
T：Can you Guess the headline?
T：After Headline& photograph, what will we do?

【设计意图】在猜测和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学习阅读

策略。学会在阅读新闻报道前，先看标题和图片。

3.Fast－reading
Do the fast reading to match the parts with their sub⁃

headings.

【设计意图】训练学生快速阅读的能力，学习关注文

章副标题的阅读策略。

4.Detail-reading
Part 1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学习策略

文化意识

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1.掌握文章中的有关报刊杂志的重点词汇。
2.能了解新闻体裁文章的特点，能在新闻中归纳新闻6要素。
3.能了解杨利伟遨游太空事迹，了解中国航天发展现状。

1.能在阅读中通过语境识别新学词汇、短语并推断其意思。
2.能运用新学和已学的词汇和知识进行表达和讨论。
3.能阅读和理解来自其他资源的相关文章。

1.能将新学的和已学的有关报刊杂志的词汇进行归纳整理，类
比记忆。

2.能通过文章标题、主题句判断文章大意。

1.能初步认识与高考相关的各大主流外刊杂志。
2.能了解我国对太空探索的态度及成果。

1.能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开拓学生国际化视野，对外刊外报
有一定的了解，并激发其继续阅读的兴趣。

2.能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学习英雄人物顽强拼搏的精神，培
养其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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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d part 1,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If you find“5W+1H”, you get a general idea. Can

you Retell what happened based on the mind map. Retell it
in your group.

T：I find there are so many Numbers in part1. what do
the numbers refer to?

S：....
T：Why does the author use so many numbers? Dis⁃

cuss in your group.
【设计意图】通过问题进行细节阅读，学习概况新闻

阅读6要素。小组活动中讨论新闻报道中数字的作用，训

练批判性思维。

Part 2
1.Ask students to underline the topic sentence.
2.Ask students to find the reactions from American as⁃

tronaut and Russian cosmonaut.
part 3
1.Ask students to underline the topic sentence.
2. Ask students to find the reaction from NASA and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3.Circle adjectives in the article that describe the land⁃
ing.Guess what is the tone of the passage?

【设计意图】训练阅读每段首尾句的学习策略，寻找

中心句。培养学生文本意识，从文章中的特别词语猜测

作者态度和文章基调，培养猜测能力。

5.Post- reading
Show some great moments of Shenzhou series. and the

posters of The Wandering Earth .

T：The New York Times said “China’s film industry
finally joins the space race.”

Discuss why can we join the race?

【设计意图】从神舟系列伟大时刻的图片中，体会祖

国的伟大，激发爱国主义情怀，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进行德育教育。

6.Homework
Ask students to write a composition: A famous Chinese

I would like to interview.
【设计意图】 题目选自高考真题，回顾课文的同时训

练写作能力，感受高考和平时学习的重要关联。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用马云为封面的报刊，直接引入本模块报刊新闻话

题。充分利用这一张PPT，学习本模块中报刊新闻相关重

点词汇和报刊结构，并且通过问题的设置引出新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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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话题和相关重点词汇。在最短时间内激发学生学习

话题词汇的兴趣。

本课用了问题链的形式，以问题的形式搭建支架，

以疑激思，想更深地挖掘文章，培养学生语篇能力和批

判思维。其中，思考新闻中数字的作用，思考文章的基

调，这两个问题由学生讨论得出，在合作的过程中发表

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核心素养所要求的。但怎样用准确

的语言表达观点，还需要训练和引导。

问题的设计要巧妙，做到环环相扣，符合逻辑顺序，

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进而对语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

的探索，其实很考验老师问题设计能力。

（作者单位：乐山一中）

感受融合的力量 体会结构的魅力
——三年级《结构的魅力》教学设计与反思

□ 苟华安

【教学内容分析】

我们设想，可否设计一个教学内容，融合技术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与数学（Mathematics）
等跨学科课程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动手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产生直接经验，感受结构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及其

魅力呢？

我们想到了开学初让孩子们搬书的事。有一捆书大

约有 25kg，一个孩子（三年级）去搬不起，两个孩子抬

起来很吃力，三个孩子又不好抬（因为书捆的体积太小，

三个孩子围在一起六只手使不上劲，也迈不开步）。那么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于是我们想到就以这个问题

（项目）为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

中，让学生在材料选择（科学）、结构形成（技术）、科

学原理等方面建构认知，感受结构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

及其魅力。同时在实际操作中强化数学知识与技能，还

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学情分析】

三年级的学生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在生活中也感

受到过机械的作用，此时让他们尝试研究结构，有助于

他们反思生活中的现象，探究科学原理；同时他们有了

基本的数学思维能力，能够根据相应的条件分析问题、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解决问题。这样的教学内容

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科学兴趣，培养其探究精神。

【教学目标设计】

数学：训练计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

科学：感受杠杆的原理与作用。

技术：学生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之后，会动手制

作简单结构，在此过程中也感受了技术的作用，培养了

其动手的能力。

工程：从分析问题，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再到选

择材料，最后动手操作并且取得成功，这一过程就是我

们常说的完成了一项工程。从中，学生会学到关于工程

的全面技能，其综合素养自然达到了提升。

【学具准备】

1.竹片 45根（15个小组），共 10个小组(每个小组三

根)。
2.10双筷子。

3.30根布条。

4.20根绳子。

【教学时间】

四课时（每课时40分钟）

【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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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时

一、创设问题情境：搬书的问题

（一）有一天，老师安排三个男同学去搬一捆书。到

了搬书的地方，三个同学傻眼了。因为他们发现，这捆

书有点重，一个同学搬不起，两个同学搬起来有点吃力。

可如果三个同学去搬，又不好操作，怎么办呢？（出示幻

灯片）

（二）他们为什么拿不起呢？

因为这捆书的重量是 25kg,而每个男同学能提起的重

量是10kg,你们算一算，他们能搬起这捆书吗？

（三）那么怎么办呢？

二、出示任务和工具

请在教师提供的以下材料中选择你认为可以用的材

料，想办法解决三位同学遇到的难题（轻松地把书搬回

教室）。

1.竹片。

2.筷子。

3.布条。

4.绳子。

达到的目标：如何用材料制作成一个工具解决搬运

中平稳而省力的问题？

三、创作环境与安全伦理

1.本实验没有伦理方面的禁忌。

2.本实验安全方面的要求是（1）实验操作时轻拿轻

放，切忌竹片伤手；（2）实验操作时切忌把竹片和筷子

指着别的同学，以免伤到同学（特别是眼睛）；（3）实验

完毕后记住洗手；（4）实验完毕后要收拾和整理实验材

料。

四、分小组明确研究主题

按照已经分好的小组，由组长组织同学们讨论：我

们可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小组汇报，教

师点评。

五、分小组制定简单方案，然后全班交流。

六、课堂小结

本节课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同学们对问题进行了

分析，明确了要达到的目标，选择了材料，制定了操作

的方案。期待着下一节课来验证同学们的方法是否正确。

第二课时和第三课时

一、各小组验证自己制定的方案，教师巡回指导。

二、各小组汇报展示。

三、教师点评之后，再次和同学们一齐来回顾任务

与要求。

本次任务的要求是要利用老师所给的材料组合成一

个结构，做到轻松、稳定地把一捆 25kg的书搬回到教室

里。

明确完成此次任务的要求有三个：一是利用所给的

材料组成结构；二是这个结构要达到平均分配重量；三

是结构要稳定，不能一用力就散了。

四、再次分小组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验证方案。

教师巡回指导。

五、尝试后全班进行第二次小结与交流：

1.对问题是怎么认识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采用什么方法让三个人都能用上力。

2.采用了什么方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3.还存在什么问题？

（小组汇报展示期间，老师适时进行点拨。）

六、全班交流后进行第三次尝试，教师巡回指导。

七、展示、交流与评价，教师小结。

（一）各小组汇报展示，教师点评，并评出优胜小

组。

评价标准：

（二）小结，提出新问题。

这两节课同学们根据各小组制定出的方案进行了操

作验证。经历了失败、调整的过程，最终取得了成功。

祝贺大家，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要送给

大家，为什么同学们制作的这个结构能够轻松稳当地把

书搬回教室呢？这里边有着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呢？在实

际操作的过程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还有在

我们现实的生产生活之中有哪些类似的例子呢？这些内

容我们将在下一节课来研究。

第四课时

一、回顾上一节课老师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同学们制作的这个结构能够轻松稳当地把书

搬回教室呢？这里边有着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呢？在实际

操作的过程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还有在我

们现实的生产生活之中有哪些类似的例子呢？

二、探究第一个问题：

项 目
分 数

预 测

分工合作

汇报展示

1分
预测不准确，需
要多次修正

由少数组员完
成所有工作

单人展示，表述
不够清晰

2分
通过感性认知能够比
较准确地预测

所有组员都有参与，
但分工不是很明确

两人展示，表述较清
晰，合作较顺畅

3分
预测准确，并能够说
明预测理由

分工合理，合作顺畅

多人展示，分工合理，
合作顺畅，表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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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学们制作的这个结构能够轻松稳当地把书

搬回教室呢？这里边有着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呢？

1.三根竹片通过一根扣一根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

一个结构，这样可以把分散的三股力集合在一齐作用到

书捆上。

2.三根绳子加几根筷子可以形成一个结构，把分散的

力量集合在一齐作用到书捆上。

三、探究第二个问题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一）怎么样才能更省力？

1.分组尝试，然后小组汇报展示，教师引导之后小

结。这种现象叫做杠杆原理，手握竹片的位置离原点远

一些能更省力。

2.分组尝试，验证：是不是离原点越远越省力。

结论：不是离原点越远越省力。

（二）为什么有的小组刚把书捆抬起来就散架了呢？

分小组尝试，找到原因。

得出结论：三根竹片外面的顶端必须在一个平面上，

而且距离要相等（最好是平分一个圆），结构才稳定。

四、探究第三个问题

在我们现实的生产生活之中有哪些类似的例子呢？

现实生活中有哪些类似于我们实验中的结构：两个

石匠肩靠着肩抬石头，几个石匠用“牛”的结构抬石头

等等。

五、小结与拓展

1.小结

本次教学活动，我们由现实的问题激发了同学们的

学习兴趣，通过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动

手验证方案、调整方案，直到解决问题。我们感受到了

结构可以巧妙地解决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难题，真是太

有趣了。

2.拓展：（1）如果不使用竹片，还可使用什么材料？

可以用木条，可以用铁片、钢管、钢条等。

（2）怎样才能使工具（结构）更加的稳固？

可以将压在上面的竹片等挖出槽，这样可以更好的

卡住下面的竹片，以免脱开。

（作者单位：乐山艺术实验学校）

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突出主题意义 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指向思维品质
—— Module 9 Unit 2 Arnwick was a city with 200,000 people. 教学实录与思考

□ 张 平

阅读是语言输入的重要环节，是语言教学的重要方

式，是润物细无声式育人的重要途径，也是语言技能的

重要组成部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

指出：阅读文章时，读者不仅要能理清读物中的事件发

生顺序和人物行为、理解大意，还要能概括文章主题、

阐述故事情节、预测故事走向，能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

运用简单的阅读策略获取信息。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不仅要注重“基于语篇”的学习理解，还要设计“深

入语篇”的应用实践，更要有意识融入“超越语篇”的

迁移创新，以“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指导，实

现从综合语言能力培养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双重

落实。

本节课教师以外研版八年级上册Module 9 Population
Unit 2 Arnwick was a city with 200,000 people.的内容为载

体，进行了“突出主题意义、指向思维品质”的现场阅

读教学展示。教师通过思维导图帮助学生获取并梳理文

本信息，而层层推进的语篇问题链及联系实际的小组活

动则培养了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通过本课学习，学

生能更理性表达自己的观点。

【教材分析】

WHAT
Arnwick was a city with 200,000 people.这篇课文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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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 Jo 体验到的大城市生活。文章介绍了其居住地

Parkville （乡村）和Arnwick （城市）的概况，并通过 Jo
的经历反映了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变化以及造

成小镇Parkville变成大城市Arnwick的一部分的原因及过

程，重点描写了Arnwick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

城市问题，如建筑密集、垃圾泛滥、交通拥堵和污染严

重等。文章以几个开放的问题结束，引发读者对城市问

题的反思及对解决办法的探究，从而引导人们对城市发

展的需求进行理性的思考。

WHY
文章主要涉及到人口增长问题对城镇规模和功能产

生的影响。文章涉及到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各种问题，

能唤起学生的忧患意识，并引导学生从我做起，为城市

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HOW
本篇文章采用叙事加说明的手法，从叙述 Jo的家乡

出发，然后向外扩展，从描述小人物的故事到讨论城市

化发展引发的问题。文章的前两段介绍了主人公 Jo的家

乡Parkville由于人口的迁移逐渐变为Arnwick城市的一部

分的过程，便于读者通过 Jo的故事理解城市化进程的趋

势以及原因。紧接着列举了人口变化对城市Arnwick的影

响(主要是负面的影响)。对于像 Jo所在的那些大城市存在

的问题，文章进而提问“Can money help solve all these
problems?”，引发学生反思自身的行为对城市发展的影

响。

【学情分析】

本堂课的授课地点是乐山市夹江县，而这座城市恰

好面临与课文中大城市Arnwick相同的问题；本堂课的授

课对象来自夹江外国语学校，学生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夹

江人，他们或多或少了解甚至见证了某些时段夹江在城

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问题。因

此，本课内容紧贴合学生生活，有利于引起学生共鸣、

引发学生反思、促进学生分享自己的观点。

【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能够：

1. 理解文本信息及其逻辑，获取并整合与主题相关

的表达方式；

2. 结合自己的家乡，谈论人口与城市发展问题并阐

释相应的解决办法；

3. 进行对文本的延伸和对话题的反思，关注读后而

不是局限于完成读中任务；

4. 正确认识自身角色，有忧患意识，并在实际生活

中为城市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教学重难点】

1. 重点：学生能够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

思索解决办法。

2. 难点：学生通过文本学习能够联系自身，谈论家

乡发展面临的问题，并给出适当的建议，进而增强其控

制人口数量、保护环境的意识。

解决办法：1. 通过设置问题链、构建思维导图等方

式引导学生理解城市化的进程和描述其产生的问题。

2.通过小组讨论，梳理文章内部逻辑，形成观点并通

过课堂展示分享观点。

【教学过程】

1.Pre－reading （（激活已知激活已知，，导入话题导入话题））

Step 1 Greeting & lead－in

T：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Ss：Good morning, Miss Zhang!
T: Well, sinc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ve met each

other, I’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some of you.
（教师先与学生进行简单问候，再随机抽取一两位同

学进行基本信息的介绍）

S1: I’m ...I come from Jiajiang.
S2: I’m ...I also come from Jiajiang.
T: All right. Let me see, how many of you are from Jiaji⁃

ang? （学生举手示意）

Then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your city——Jiaji⁃
ang? My friend Jo took a short video of it. I guess after
watching, you can tell me more about Jiajiang. （此处教师

将课文主人公 Jo设为自己的朋友)）
（教师紧接着播放一段有关夹江快速发展的视频，观

看时教师引导学生关注数字，用以说明夹江人口的变化，

并呈现图片引入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学生通过描述下

列情况感知话题。）

【设计意图】 从学生实际出发引入主题。通过描述夹

江的变化来说明城市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因人口的增

长引发了诸多问题，如 crowdedness, rubbish, pollution等，

为阅读文章作铺垫。

2.While－reading （（阅读信息阅读信息，，理解语篇理解语篇））

Step 2 Fast reading－ Read & number （（了解故事了解故事

发展脉络发展脉络））

T: My friend Jo lives in a village called Parkville. And
near Parkville, there is a city called Arnwick.

Jiajiang is _________ and _________ than before.
But it has a ________ population than before.
That brings the city a lot of ___________, such as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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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教师反复教读这两个地名 〈Parkville, Arn⁃
wick〉，为接下来学生回答问题及 retelling环节做准备。）

T：Today, Arnwick has changed a lot. It has the same
problems as Jiajiang. How did it happen? Now please read
the passage and number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 the order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① Could it be your town?
② Arnwick needs more things now.
③ The school in Parkville closed down.
④ People from Parkville moved to Arnwick.
⑤ Jo’ s family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Parkville.

Correct answer：⑤④③②①
【设计意图】本环节任务是通过阅读文章来为几个段

落的主题句排序，教师引导学生关注段首句和段尾句。

通过这一任务，学生能初步了解文本故事的发展脉络，

并逐步形成关注文段首尾句以获取段落大意的策略，训

练学生的略读技能（skimming）。教师对回答正确的同学

及时口头表扬激励。

Step 3 Detailed reading （（信息获取与重构信息获取与重构））

1） Detailed reading for Para. 2——Read & find out

the causes of the change.

T: You know, in the past, Parkville was a quiet village,
but now it has become part of Arnwick. Why?

S1： People moved to Arnwick to find jobs.
S2：They first needed places to live.
S3：The government built flats outside the city centre.
S4：Because it was expensive to live in the city centre.

【设计意图】 本环节是通过任务驱动，引领学生寻读

第2段，快速找出小村庄 Parkville变成大城市Arnwick一
部分的原因，教师引导学生把握文章细节,深层理解文

意；启发学生学会在阅读与人口问题有关的文章时，多

关注因果句等细节信息，以帮助其深层理解事态的变化

缘由及过程，形成信息的重构，以此训练与培养学生的

寻读技能（scanning）。教师及时板书causes。
2） Detailed reading for Para. 2-3—Read & find

out the problems of the change.

T：After Parkville became part of Arnwick, What hap⁃

pened to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学生通过比较数据发现人口的变化——larger，教师

接着追问：

T：Well, if the population becomes larger and larger,
will there be anything bad happening in the city?

Ss：Yes!
T：Exactly! So who can tell me any bad things / prob⁃

lems Arnwick has now?
S1：It becomes very crowded now.
S2：Rubbish is also a problem.
S3：There is a lot of traffic and pollution.
（此处学生普遍能够说出具体有哪些污染，如 air pol⁃

lution, water pollution ......）
【设计意图】本环节也是通过任务驱动，引领学生寻

读第2—3段，快速找出城市Arnwick随着人口增多后产生

的一系列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关注文本中的 numbers and
problems，启发学生思考人口增长对城市发展的不良影

响。教师及时板书相关的problems。

3） Detailed reading for Para. 4 -- Read and find

out the needs of Arnwick.

T：There are more people in Arnwick, now it doesn’t
have __________ things for all the people. So it needs more
things.

Ss：Enough.
T：Great! Now guess: what does the city —— Arnwick

need now?

（此处教师借助图片向学生解释public services）
【设计意图】本环节也是通过任务驱动，引领学生寻

读第 4 段，找出 :What does Arnwick need to be a better
Arnwick? 教师引导学生将文本中提及的需求归类，启发

学生分析判断文本结构，创建思维逻辑，并联想解决问

题的思路和方法。教师及时板书城市的需求needs。
Step 4 Story retelling （内化与运用内化与运用））

T： So guys, at the very beginning, Parkville was
Parkville and Arnwick was Arnwick. Later, Parkville became
part of Arnwick. Next, the story told us how it happened, the
problems it brought and the things Arnwick needed. T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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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ole story!

【设计意图】本环节借助思维导图，引导学生以故事

接龙的方式复述整个故事。教师先带领学生简要回顾故

事线索，抓关键词causes, problems, needs。学生通过准备

并完成复述任务，可以学会从语境、信息、结构等层面

分析文本，理清文本内在的错综复杂关系。在故事接龙

的最后，教师为确保学生真正习得文本知识，特给了一

个“一人复述整个故事”的抢答机会，而这位 volunteer
以流利的口语、顺畅的表达和结尾独到的见解引发全场

热烈鼓掌。教师及时表扬所有踊跃发言的学生，以成就

感稳固与提升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

3.Post-reading （（超越文本超越文本，，拓展生成拓展生成））

Step 5 Free talk（（分析与评价分析与评价））

T：OK, boys and girls, we all know that Arnwick needs
more money now. But as the writer says in Paragraph 5 ——
Can money help solve all these problems? I think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hat.

Ss：No, money can’t solve all the problems.
T：That’s right! So if the text has Paragraph 6, what

will the writer talk about?
S1：Maybe the writer will talk about some ideas about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S2：Maybe the writer will tell us some advice, especial⁃

ly for students.
......

【设计意图】本环节任务是让学生对文本末尾作者提

出的问题“Can money help solve all these problems?”进

行讨论。学生不仅可以从中反思自身、担当责任；还可

以学会分析语篇结构的条理性、连贯性及延伸性。教师

及时板书 solutions。
Step 6 Group work （（迁移与创新迁移与创新））

T: Guys, as you know, Jiajiang has the same problems
as Arnwick, right? (Yes!) So as a member of the city, I think
we all have the duty to help solve those problems. Do you
agree with me? (Yes!) Great! Now please work in four and

write down your suggestions as students for each problem on
your group paper.

Tips:
When you give ad⁃

vice, you can use:
We should.../We’ d

better.../Don’t...
It’s a good idea to...
...as much as possible
......

【设计意图】本环节任务是让学生针对夹江的城市问

题提出对于自身可行的解决建议。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分

析文本中的Arnwick所面临的城市问题，再回归到课堂最

初的引入——夹江的城市问题(两者有共同之处)，来引

发思考——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做？并通过小组

合作写下相应的对策，然后展示。以此训练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增强小组合作意识并培养团队合作能力。

教师及时肯定学生的成果展示并作必要的板书。

Step 7 Summary & homework（（全课结语全课结语））

1）老师引导学生总结：人口增长导致诸多问题这一

现象不仅发生在Arnwick 或夹江，它发生在世界各个角

落，由此来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

2） 课后作业：结合小组讨论的内容，以 causes--
problems--needs/suggestions为线索讲述夹江的变迁，并形

成书面文章提交。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课标（修订）》倡导主题引领的英语学习活动，活

动的载体是语篇。通过语篇教学，解决教学粹片化现象。

本堂课着眼于突出主题意义、指向思维品质，自然地将

育人目标融入教学过程。学生在课上不仅习得与主题相

关的语言知识、基本的阅读策略，还学会了如何通过分

析整合语篇信息来推理探究主题意义。具体来说，成功

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品质课堂· 乐山教育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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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设计首尾呼应

教师以学生所在城市（夹江）作为导入，引发学

生讨论城市发展进程中，尤其是人口增长背景下的诸多

问题，创设了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的、真实的问题情境，

易于学生接受。紧接着自然过渡到文本中的城市 Arn⁃
wick，指出它与夹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而进行文本学

习一探究竟。而课堂结尾教师又以夹江问题为线，让学

生小组活动讨论对策，从文本再次回归生活，实现了首

尾呼应。

二、主题分析深入浅出

伴随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市的快速发展，控制人口

数量、解决城市问题已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此

为主题开展记叙和说明。在授课之前，教师对文本信息

及学生学情等方面都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对板书也进

行了精心的设计。在授课过程中，教师从浅层信息入手，

利用情境导入明确了文本主题，紧接着研究了作者在表

达过程中采用的语言和篇章结构，最后逐渐深入到对作

者写作意图的分析。整体线索明朗，主题鲜明。

三、思维训练循序渐进

在阅读过程中，教师通过让学生完成段落主题句排

序、寻找细节信息等基本任务整体感知文章脉络；再通

过层层递进的问题链和思维导图，帮助学生将文章逻辑

清晰化；最后教师以末尾段为例提出开放性问题“Can
money help solve all these problems?” “What will the
writer talk about next?”，引发学生思考作者写作用意并推

测文章走向，激发其创造性思维。整个过程指向思维品

质，由易到难，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然而本堂课仍存在些许不足之处：

1.文本挖掘还不够深入、全面。在授课过程中，教师

聚焦于城市的变迁及生成的问题，而忽略了故事主人公

Jo的心理变化这一情感线。实际上，教师还可提问“Is
Jo happy with her life now?”，启发学生思考问题背后的深

层原因，从而深化对文本的理解。

2.语言知识巩固度不够。教师着眼于探究主题意义，

引导学生分析、推断、思考、创新，而对文本语言知识

的讲解仅限于图片释义，而缺乏相应的巩固运用，以至

于有些学生在词汇的朗读、含义、用法等方面有些含糊

不清。或许教师在问题设计上还可以再巧妙一些，尽量

以重点词汇为导向，切实把握语言知识与主题探究之间

的平衡。

（作者单位：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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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诗凡

“哇！哇！哇！”一走进教室，

孩子们纷纷大叫。我早已预料到这

样的场面。小学生对老师，特别是

女老师外貌的一点细微变化总是能

很快捕捉到，更何况这次，Miss
Deng居然烫了个大卷发，还剪了个

和小孩子似的齐刘海，这可是个大

新闻呐！果不其然，47个孩子瞬间

就叽叽喳喳议论开来。有哈哈大笑

的，有几个大胆的干脆站起来盯着

我看，还有几个捂着眼睛仿佛被吓

着了似的。真是好不热闹！

看来这课也暂时没法上了，我

索性在班里做了个民意调查，联想

到刚学了描述人的英语单词，便让

孩子们用这些词汇对我的发型作出

评 价 。 一 时 间 “nice, beautiful,
cute...”这些课上反复教读可孩子们

总也记不住的单词，现在竟一个个

从他们口中脱口而出。我正在为我

的教学机智洋洋得意时，突然一个

响亮的声音打破了这美好，“不就是

想骗我们说英语嘛！切，我会但我

偏不说。发型那么丑有什么可说

的？”“怎么又是他？”我第一反应并

不是觉得难堪，反而是忧心忡忡。

怎么又是小鑫？这个让我又爱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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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

三年级时，他还是我最得意的

课代表，热情活泼，总是笑得很阳

光，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大白牙。

这笑容深深感染了我。可最近，他

经常不完成作业，也不爱笑了，总

喜欢和老师作对，在课堂上跟老师

唱反调，这让我很是头疼。我思考

着，该怎么处理呢？呵斥他吗？不！

那肯定会伤了他的自尊心的，他是

个多么要强的孩子啊！是那个在运

动会上，即使摔倒也要忍着眼泪继

续比赛的孩子。漠视他吗？也不行，

那他肯定会没完没了的。这可如何

是好呢？趁着思考的功夫，我装作

很伤心的样子问孩子们：“Miss Deng
现在真的很丑吗？”孩子们赶紧说：

“不丑！不丑！”我余光瞟到小鑫依

然一副挑衅的样子，更加伤心地说：

“可是刚刚我听见有同学说 Miss
Deng 太丑了，他都不喜欢英语了，

我太难过了！”此时，我看见小鑫紧

紧贴着墙边，脸颊泛红，带着有点

懊悔的表情。我见差不多了，便装

模作样抽抽鼻子说：“好吧。看来这

位同学暂时不会喜欢Miss Deng 了，

那就让我们上一堂有趣的英语课，

下课后，再请他告诉Miss Deng他还

喜欢我吗？还喜欢英语吗?”接下来

的课，我有意无意地让他起来回答

问题，参与课堂活动。刚开始他还

有点抵触，渐渐地也融入课堂学习

中。铃声响起时，我带领全班同学

总结本节课的知识，用刚学的句子

描述你的老师。没想到小鑫第一个

举起了手：“Miss Deng is a nice and
beautiful teacher.”我知道，这节课

我打动了他。

这堂课结束后，我抽空找他聊

天，了解他最近的家庭生活情况是

否出现意外而让他变化这么大。他

说外婆管教他很严厉，他有点烦。

我讶异十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有逆反

心理了。我没有训斥他，而是和他

聊在家和外婆的一些生活琐事。我

表扬了他对外婆的体贴，总是帮外

婆做家务活，也告诉他外婆抚养他

的艰辛。随后，我拿出一张我以前

抓拍他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向

我跑来，挥着手打招呼，脸上挂着

阳光纯真的笑容，那是一个多么令

人喜欢的男孩子啊！我说：“我希望

小鑫永远能像照片上这样，热情、

阳光、向上，Miss Deng 最喜欢的就

是你的笑容，你能做到吗？”此时的

他早已满脸泪水，最后坚定的点了

点头。我知道，他明白了。

接下来第二周的研学活动中，

中途他急急忙忙向我跑来，塞给我

一个小挂件，又跑开了。我一看，

是个小熊猫正吃着竹子，那模样煞

是可爱。我一直知道他是个大方热

情的孩子，去年的海洋馆之行他也

送了我一个水晶瓶，那个时候的他

像个小大人似的说：“你们女生就喜

欢这种！”今年我也没太意外，以为

只是一次普通的礼物赠予。旁边的

一个同学看到了这只小熊猫，告诉

我说：“小鑫说Miss Deng 和这只小

熊猫一样很可爱，一点也不丑。他

送给你就表示他要认真学习英语

了。”我大惊，居然还有着这么一层

意思，真是个别扭的孩子。我按捺

住要去向他求证的心。回到学校后，

我默默留意他的状况，英语课堂上，

举手多了，作业书写慢慢变好了，

碰上我也笑着打招呼了。在最近一

次课代表选举时，他竟然也举手表

示想参与竞争，那一刻，我知道，

他又回来了。

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教育于

细微处见成长。每一个孩子都是颗

会发芽的种子，即使是最麻烦的孩

子，也有迷人的特质。作为教师的

我们要善于发掘孩子身上的“闪光

点”，用“光明思维”看待每一个孩

子。我始终记着，秉承教育初心，

用爱灌溉孩子，同我的学生们一起

成长。我用我的爱温暖每个学生的

心灵，我的学生们丰富了我爱的体

验，让我愈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

（作者单位：乐山市五通桥区牛

华镇震华小学）

名 人 名 言

长时间的刻苦钻研是成功之

母，也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基

本条件。

—— 王梓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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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爱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

□ 杨 艳

读书时对教师这个职业更多的感受是：严格，老师

总有不同的方法能让调皮的学生乖乖束手就擒；慈祥，

老师总是默默的关心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他们愿把自己

的毕生所学教给学生，老师的爱是无悔的，淡泊名利，

不求回报。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2008年，我很荣幸的成为了一

名英语教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已经走过了 11年。在

这11年中，我先后担任过7年班主任。

小飞，是 2013 年 9 月初二时转进我班的一个孩子，

进校时全校排名 170多名，英语成绩只有 70多分。因为

从外省转到我校，使用的教材不一样，又换了新的老师，

加上自己性格腼腆，学习上比较吃力，有疑问也不敢多

问。为了使他积极乐观的迅速融入我们的学校生活，我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询问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时常利用

课余时间给他在学习上进行查漏补缺。初二时学校旗队

需要添加人手，我看他的身高合适，就推荐他去试一试。

每天下午我都能看见他在旗队方阵里面努力训练，通过

考核他顺利进入了学校的升旗方队，对于他来说，这算

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有一次学校里的几个调皮孩子聚众

挑衅他人，他也跑去围观，被边上的几个孩子带入了人

群中，最终一起被拉到了政教处教育批评。他在周记当

中这样写到：老师，谢谢你的理解，也许我并没有你想

象中的那么好，可能我也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在周记当

中这样给他回道：孩子，每个人都会犯错，更何况是一

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学生，但是犯了错一定记得及时改正，

在我心中也是最好的小飞。

从这以后他发了疯似的学习，每天都会及时到办公

室背单词，问题，记知识点。英语词汇量大，我还先从

音标和基础着手，一步一步的，带着他学习英语。为了

不打扰学生们起床，他每天 6:30就起来，默默的在床上

学习。同寝室的学生也在他的带领下积极学习起来了。

时间就这样悄悄的流逝，他的成绩从进校时候的170多名

上升到 100多名，再上升到全校几十名。转眼到了中考，

他以全校近 20名的成绩，英语 130分高分顺利考进犍为

一中。2017年 6月，小飞发来喜报：老师，求表扬！老

师，求表扬！高考540多分，英语成绩120多分！这样的

成绩，让我想起了刚刚进校时，全校 170多名，英语 70
多分，腼腆的小飞，我觉得我之前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们要全面的掌握学生的品行、学习

情况，不说出口，并不代表我们不关注。我们要等待机

会，静待花开。有时候，一句充满爱的温暖话语真的可

以改变孩子的一生！

同年 12月，班级里转来了“菲娃”，从外校转入我

班。当时学校的男生宿舍还没有新修建，所以二十几个

男生挤在一间宿舍里，没有单独的卫生间。我怕他住不

惯，每晚查寝室都要问他住的是否还习惯。学校里的大

锅灶伙食自然比不上外校的伙食，我每天要守着他把碗

里的饭吃完，才离开教室。虽然是从县城转来，这孩子

除了学习，其他的都还好，也还听我的话。有一次他为

了讲所谓的哥们义气，伙同初三的孩子扬言要打人，把

我气得不行。最后我给他撂下狠话：要么你走，要么我

不当班主任。这句话，着实把他吓住了，吓得他一直到

初中毕业都比较守规矩。他们初三时，正值我孕期，每

天起早晚睡，“菲娃”看我辛苦，每晚下楼要么走在我的

前面，提醒其他学生杨老师来了，都让一让。要么搀扶

着我，陪同我一起走下楼。他是这么说的：“杨老师，你

真的辛苦！”初三中考，因为乡镇初中没有设中考点，所

以我们全部都要到县城参加中考。每天从宾馆到考点的

这段路程接送学生也是我的职责。我们学校校长主动找

到我说：“杨老师，你怀孕都 8个多月了，要不中考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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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去吧！大热天的，每天来回接送，过马路，晚上还

要辅导，太累了！”我想了想回答：“算了，我出去陪着

孩子们，他们心里会踏实一点，也会多考几分，大不了

我多走一点路。”一直到最后一天考英语，我的脚因肿胀

实在走不动，才没有接送学生。那一年，我的学生们考

的出奇的好，5个班级中，我班升入犍为一中人数最多，

“菲娃”也考上了孝姑高中。

2018年9月，我迎来了我人生中第4批学生。54双眼

睛齐刷刷的看着我，眼睛里充满着渴望。我愿把每一位

新进初中的孩子都看作一张白纸，我想让他们努力的朝

着梦想的方向，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从初一的第1
次学月考试，再到现在的初二考试，虽不及屡战屡败，

但也感觉和自己的努力不太搭调。我就和孩子们一起不

断的总结，总结弱势科目，总结学习方法，总结班级管

理。从半期考试后，我就让每一位孩子写下自己的期末

目标，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们讲讲心灵鸡汤，关于坚持，

关于早恋，关于自律 ......只要是适合他们心境的，我都会

读给他们听，树立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及时调整班委干

部，分组学习，引领他们要有竞争意识。定期召开班委

干部会议，给他们班级管理的建议。学习成绩上的不称

心并没有使我气馁，因为我有一批爱好运动的男子汉。

看待一名学生不能只看成绩，还得关注他们的全面发展，

尊重他们的特长与爱好。两届的篮球运动会，一届田径

运动会，我都没有操过心。每次都是孩子们安慰我：“放

心吧，老杨！我们一定会为班级争个冠军的！”每一次为

他们加油呐喊，每一次为他们端茶倒水，就是我在搭建

爱的桥梁。我想他们在运动上都如此拼搏，学习上也定

会出成绩的，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爱，是师生间的桥梁。没有爱的教育，注定是不完

整的。我想把我的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学生，学会学习；

我想用我的双手，触摸学生的心灵，学会感恩；我想我

用我的心，点燃学生的梦想，奋勇前进。

（作者单位：犍为县龙孔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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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均

在我从教之初的认知里，高中

的英语课堂就是老师神采飞扬的讲，

学生专心致志地记，或者学生埋头

苦干做试题。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教育即生长，老师的任务是帮助学

生成长，英语老师的责任是为学生

打开一扇窗去读懂更加广阔的世界，

去更好地成长。

都说“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

炎炎正好眠”。进入六月份，下午的

课堂就多了倦意，大家都有些困顿

了。为了让课堂更高效，在上课铃

声响之前，我精神抖擞地走进教室，

准备先把课件拷在电脑上。可眼前

的一幕，不禁让我有些想开炸，同

学们一个个无精打采、昏昏欲睡，

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上课

铃响了也无动于衷，连课前的问候

都那么有气无力。一种“火冒三丈，

预备河东狮吼”的冲动涌上心头，

但我停顿了三秒，告诫自己：学生

的困乏是天气造成的身体正常反应，

一节课紧接着一节课，犯困是难免

的，我要想办法让他们清醒过来。

这节课，本来是讲语法“虚拟语

气”，课件都打开了，我突然灵机一

动，决定换个方式开场。我清清嗓

子对孩子们说 ：“肯定很困吧，我

也有点困，要不我们先唱唱歌？”

学生们听罢雀跃欢呼，刚才还

昏昏欲睡的样子顿时烟消云散了，

都准备一展歌喉，甚至有两个学生

已经自告奋勇上台表演，我让他们

稍安勿躁，迅速打开音乐播放器，

搜索了碧昂斯的《If I were a boy》，

然 后 问 道 ： Anyone can sing this
song? Nobody!于是，我让英语课代

表上台跟着旋律教大家唱这首歌：

If I were a boy……

他们高兴地学着，我在黑板上

迅速写下一些含有虚拟语气的歌词。

大约过了5分钟，他们都可以跟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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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大声唱了，我关掉原唱，让大家

齐唱了一遍。哇！几乎都可以唱出

来了！然后，我递了个眼神给课代

表，她心领神会，但有点不好意思，

于是邀请了另外一个同学，一起为

全班“表演”，一段唱完，全班掌声

雷动！趁着大家热情高涨，我指向

黑板上的歌词，正想提问：为什么

歌词里是 If I were a boy，而不是

“If I am a boy ”or“If I was a boy”，
班上的“快嘴”小袁同学已经脱口

而出：那个“were”是为什么？我

微微一笑，在黑板上写下了：Sub⁃
junctive Mood(虚拟语气)。大家还是

一脸茫然，但却充满了求知欲望，

于是很自然、很专注地进入到这节

语法课。

尽管我打乱了原本的教学安排

甚至这节课的教学任务没有完成

（或者说我自己备课考虑不充分，引

入环节没有预设好），但一点小的改

变让学生们从昏昏欲睡到全神贯注，

一次新的尝试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这节英语课，创设了一个小的

场景，变被动为主动，变乏味为趣

味，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比平

时效率高了许多，达到了事半功倍

的教学效果，而且师生都在愉悦中

度过。

在接下来的教学生涯里，我坚

持日日反思：如何把抽象、单调、

枯燥的英语课堂变“活”,如何创造

一个轻松愉快的英语学习氛围？英

语课堂不应该只是教师讲、学生听

的过程，而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不该是

知识的搬运工，而是要引导学生自

己去发现知识，掌握知识；学生不

该是死记硬背的去应付考试，而是

要学会运用所学英语知识做一些具

体的事情。

我们应该让课堂“活”起来，

让课堂充满生气，让学生主动参与。

创设情境，让学生在真实的语言环

境中学习语言、运用语言；让学生

通过完成一个个小任务来掌握英语

这门语言工具。现在的学生自我存

在感很足，很喜欢展现自己，那我

们就要给他们展示的机会。每学期，

我会安排学生分组表演英语情景剧，

或模仿电影，或展示高中生活，或

表演课文内容。每一个 project （学

习项目），学生全身心地投入，不管

英语基础怎样，他们都有双重收获。

他们直接收获的是英语能力，哪怕

只是说了几句台词；他们间接收获

的是合作沟通能力，这是传统课堂

无法教会学生的。

“活”的课堂还需要“活”的老

师。记得在评讲一篇阅读文章时遇

到短语“behind bars”，我直接告诉

学生它的意思是“坐牢”后正准备

接着往下讲，突然，“问题之王”的

小杨同学迫不及待地问道：为什么

呢？我只知道“酒吧”“巧克力棒”。

我一怔，心中窃喜：还好我对这个

词比较了解。

我问道：bar 的基本意思是什

么？

学生七嘴八舌：不就是“吧”

吗？“酒吧”“网吧”。

我笑道：看来你们只是听过这

个单词而已！你们看过有关美国西

部牛仔的影片吗？

学生们激动着：看过，当然看

过！

我请了几位同学描述一下电影

里面的场景，恰好有一位学生就描

述了牛仔在酒吧喝酒的场景。于是，

我告诉他们最开始的酒吧可不是在

房子里面，而只是在几根“藤条”

支撑的简陋茅屋之中。知道为什么

“酒吧”要叫“bar”了吗？我一边

讲着故事，一边在黑板上画着最初

的“酒吧”（就是横竖一些藤条加上

一个简易屋顶），学生似乎有点明白

了。我又把刚才画的屋顶擦掉，问

大家：这是什么？同学们有点茫然。

我说：这不就是监狱吗？古代的牢

房就是一个用木棒拦起来的地方啊！

同学们恍然大悟，我趁这个机会给

大家强化：bar的基本意思是藤条、

木棒，其他意思和用法都是在这个

意思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以，

我们学习语言是学习文化，是学习

历史，是读懂这个世界！我们要知

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多一点刨根

问底的精神，会让我们多一些意外

惊喜。

我在想，如果当时我对这个单

词就只知道“藤条、木棒”，那么，

我该怎样回答小杨同学的问题，怎

样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从那以后，

我下定决心做一名“活”的老师，

坚持学习，学习专业知识，学习最

新的外刊文章，并分享一些最新的

文章、词汇给学生，让他们学英语，

更是学会读懂这个变化的世界，要

为他们打开一扇读懂世界的窗，或

者为他们点亮一抹寻求知识的光，

让学生完成一次又一次地自我生长。

（作者单位：乐山沫若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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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琼

近几年来，随着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在全国范围内的

使用与推广，各省市及区县都紧扣统编教材的使用开展

了如火如荼的研修活动，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教研教改

热潮。我作为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语文教研员，也深感

肩头责任重大，我根据我区教研教学实际情况，组织开

展了系列有针对性的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研修活动，还精

心组织指导我区青年骨干教师积极参加乐山市教科所组

织的关于统编教材的竞赛活动。在这众多的竞赛活动中，

最为难忘的是组织指导五位青年教师参加 2019年全市统

编教材背景下小学教师素养展评活动，那次不同寻常的

独特经历，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2019年 4月，在犍为新城小学举行的乐山市 2019年

统编教材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展评活动，分为板书

比赛、口头作文(我和部编教材的故事)、配乐朗诵、教材

解析和教学设计五个部分。按照省教科院的要求，参赛

教师不再单打独斗，而是以团队的形式参加，从多个方

面展示小学语文教师的语文素养，诠释统编教材背景下

的小学语文教学之美。

来自全市 11个区县的精英团队和 5所市直属学校的

“豪华”阵容，共 16支代表队 150余名小语教师参加盛

会。本次教师素养展评活动首次以区县组团形式参与，

参展团队16个，参赛教师80人，是乐山市历届小学语文

教研活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科教学竞赛。

4月3日十一点半开始现场抽签，我们金口河区团队

现场抽签抽到比赛顺序签是第二，课文则是现行统编小

学语文教材三年级下册中一篇新编入选课文《剃头大

师》，摆在大家眼前的现实困难是时间短、任务重、要求

高。

下午一点半，口头作文比赛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我们金口河参赛团队队员艾丽老师在演讲台上进

行着口头作文（我和部编教材的故事）比赛。听着艾老

师的娓娓讲述，我头脑中又不时浮现出她与我边散步边

倾心交流研讨各自对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解读与思考，

闪现出那一个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俩在办公室里针对

统编教材的特点和亮点，如何精心筛选她在进行统编小

学语文教材教学的故事，用心提炼确定口头作文比赛主

题，打磨口头作文比赛演讲稿件，一遍遍反复试讲与修

改的场景，心里不由得暗自为她加油鼓劲。

匆匆吃过晚饭后，我们一行 12位教师便直奔酒店，

马不停蹄开始分工，准备明天的重头大戏:配乐朗诵、文

本解读、教学设计、板书设计四项比赛。4月3日夜，距

离登台竞技仅有十多个小时，只有挑灯夜战，熬夜研磨

了。“我们代表的是金口河形象，一定要发扬铁血拼搏的

精神，哪怕熬夜，也要举全体团队之力为金口河教育增

光添彩！”金口河代表团负责人曹阳一席话，犹如给大家

注入了“兴奋剂”，个个精神振奋！

因酒店条件有限，大家有的坐，有的站，有的蹲，

有的趴；翻书声、键盘敲击声、朗读声、讨论声……弥

漫在整个房间，回响在酒店的楼道。时间就这样在不知

不觉中悄然流逝，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腰

坐疼了，伸伸懒腰，脚站累了，晃动晃动脚，眼看花了，

揉揉吧，困意袭来，喝口浓茶，埋头继续。团队成员尽

心竭力、团结协作的精神感染着每一个人，没人叫苦，

也无人喊累。窗外不知何时已经下起了小雨，大家竟都

毫无察觉。

已是凌晨一点多了，板书设计、配乐朗诵、文本解

读都已逐渐研磨定形了，而教学设计这一“难啃的骨头”

还只初具雏形，看着一张张睡意朦胧的脸，真叫人于心

不忍。我毅然说道:“大家都这样熬着也不行，明天比赛

肯定会因精神状态不佳而影响展示效果，你们都休息去

吧，我和左老师一起继续把余下的任务完成”。

静坐在昏黄的台灯前，我和左老师继续认真研读分

析着文本内容和文本解析，对这篇新选编的课文《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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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教学设计的每一环节进行研磨，对每一句话语进

行推敲，对每一张课件进行调试……直到凌晨四点多，

我俩才把整个教学设计文稿和课件圆满完成。我带着满

身的疲累，满脸的憔悴回到房间，躺在床上，一种前所

未有的头昏脑胀却又令我辗转难眠，一个多么令人难忘

的不眠之夜啊！为了充分展示我们使用统编小学语文教

材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的水平，就是有再多的苦累，也要

去承受。

迎着清晨的斜风细雨，各参赛团队都将在历经连夜

鏖战后陆续登台展示了。市中区团队展示结束后，就轮

到我们金口河区团队上台逐项展示。看着每位老师展开

笑颜，从容自信、有条不紊地展示自己的精彩，没有慌

乱，没有卡顿，一气呵成，顺利流畅，这也让我那颗悬

着的心变得安定了。但我深知，这次比赛高手如云，强

强对决，要想获奖是可望不可及的啊！在阵阵掌声中，

我们团队的展示结束了。

最终，在本次的统编教材背景下小学教师素养展评

活动中，金口河区小学语文素养展示团队摘取了首个市

级学科团队竞赛二等奖，成绩的背后，是团结的力量、

协作的智慧和拼搏的精神！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漫漫统编

小学语文教材的研修之路上，就甘愿为苔吧，虽无牡丹

娇艳亮丽，也无人赞赏喝彩，但我们也要迎着春日暖阳，

尽情绽放在人间！

（作者单位：金口河区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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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颐琳

当一个人到一定年龄，处在一定的位置时，他的思

想也就必定得有一定的高度，才能在社会大环境中一路

去粗取精，顺利前行。

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特说过，一个人真正的生命就

是他的思想。教育的生命不仅在于传递前人的思想，更

在于能引领后人创造新的思想，这便是教育的魅力。所

以，我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是个有思想的人，有

魅力的人，更是教学理念、教学水平和学科底蕴都有一

定高度的人。一个优秀的教师要懂得：三等教育教知识，

二等教育教理论，一等教育教思想。作为在金太阳有十

年教龄的一名教师，我对工作有如下几点体验：

一、平等的心态

作为幼儿园教师，我的工作对象是幼儿。具有平等

心态才能做到理解和尊重幼儿，能够蹲下来与幼儿平等

对话，更多的是对于爱的一种诠释。比如，我不能一把

尺子一个标准衡量到底，对不同的孩子要不同对待，因

材施教，学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用激励的语言鼓

励孩子，有策略地指出孩子的缺点，善于发现他们的闪

光点，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

遵循《3~6岁儿童发展指南》进行教学实践，更是让我对

幼儿教育有了更准确的理解，让每一个孩子向他们自己

的最近发展区迈进，抓住敏感期。平等的心态让我能公

平地对待每一位孩子，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机会和平台，

多多锻炼他们，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自信。

二、智慧的反思

我们从事的幼儿教育活动，从表面看来很具体，似

乎与高深的哲学扯不上任何联系，很多活动都是一种习

惯，但是我知道自然而然的教育行动蕴含着哲学。美国

教育哲学家赖勒曾说：“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

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

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好也

好的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我们的教育行动之所以没

有意识到背后的这些问题，是因为靠经验行动，缺乏明

确的反思。庆幸在金太阳的十年教育教学生涯中，我总

能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听评课、赛课，研讨，外出学习

等活动中，反思自己的行为，努力做一个拥有哲学思想

的教师，没有盲目的做事，知对错会判断。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每一堂课的

乐山教育 2020·10 ·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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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都要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不断反思调整才

能在课堂中实施。当我确定是否具体可行后，在幼儿们

操作时，我就有了更切实的感受，能灵活的处理变故。

对于专业知识的反思也很重要。用教材而不是照着

教材教，金太阳的年级组集体备课，让我能对教师用书

中框架内容进行调整删除，因地制宜的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不太适合幼儿的学习内容能依据各领域知识的逻辑、

顺序和孩子的认知规律，调整课堂设计的先后顺序，能

根据实际需要延展新的内容开阔幼儿的视野；在探索的

同时，建构科学的教研模式，在自我鼓励的同时，促进

自己专业发展。

长期反思的习惯让我在工作中面对任何事时不再盲

目干，而是以研究者的心态对待事情，并且坚持写作，

月资料的撰写，期初期末的各类计划总结，把自己日常

的工作经验，教育心得，以随笔的方式记录积累，便是

把教育的原生态，教育案例，记录下来，让自己的教育

实践，保留鲜活的气息。

三、专业的引领

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研究和分析事实，才能使教师

从平凡的、极其平凡的、司空见惯的事物中看出新东西。

作为金太阳幼儿园的首席教师，助推教师专业成长

自觉，也就是让自己走研究的路，向专家型教师发展。

教育家冷冉先生也说“知识不够广博或经验不够多的研

究者应当由有经验的科研人员给指导和帮助。”庆幸在金

太阳有一群引领我提升的领导，有和我一同学习研究支

持工作的同仁，让我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一位有思想有经验的教师，在学校老带新的过程中

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要发挥自己的光和热，让更多

的年轻教师迅速成长起来，为共同的幼教事业增光添彩。

“行多远方为执着，思多久方谓远见”，有思想的教

师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努力做有职业追求的

优秀教师。懒惰不会成为有思想的教师，没有反思不会

成为有思想的教师，墨守成规不会成为有思想的教师。

有思想的教师要在实践中研究，在学习中提升，在反思

中成长。

（作者单位：乐山市金太阳幼儿园）

·幼儿教育· 乐山教育 2020·10

浅析幼儿说谎行为及应对策略
□ 毛 艳

幼儿说谎行为，是幼儿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具有

代表性的问题，下面我通过对社会上的一些具有教育意

义的个案进行分析，探讨一下幼儿说谎行为及解决对策。

一、 简述幼儿说谎行为

幼儿为什么会说谎呢？我们在这里把“幼儿”做一

个定位，幼儿是指六岁以下的儿童。也就是广义上的

“学龄前儿童”，他们即将进入到一个心理发育的巅峰时

期，在这个时期幼儿的表现如果出现偏差而又没有得到

妥善纠正，那么很有可能会让幼儿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一

些错误的行为，所以幼儿出现的一些不良行为应该得到

重视和及时纠正。幼儿出现的说谎行为可以分为几类：

一是幼儿受家庭影响说谎，若家庭教育缺失或者有不良

的影响和教育，那么幼儿以后的性格可能也会比较像父

母或者家庭中某一个家庭成员。这对幼儿是最不利的影

响。二是幼儿受社会环境影响说谎，幼儿在生活、学习、

游戏、交往等方面会互相模仿、分享，不良的社会环境

会给幼儿造成不良示范，从而影响幼儿正确价值观念的

形成。

二、幼儿说谎的几种类型

幼儿的说谎行为往往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下出现

的，这个特定的情景可能有一个重点因素，往往这个因

素出现了，幼儿就会出现说谎的行为。但是在每个幼儿

个体身上，这个特定因素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个特定因

素的出现就是我们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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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观察到，产生特定反应

的因素可以分为几类：

（一）习惯型幼儿说谎事例

幼儿说谎行为里面的几种类型其中习惯型是最可怕

的，一旦幼儿已经形成了习惯，那么造成的影响就不仅

仅是错误的行为了，我们知道，幼儿的学习能力很强，

耳濡目染的学习一些东西并且成为习惯以后，那就很难

改变了，一个人戒烟很难，戒赌戒毒很难，但都是能戒

掉的，却从来没有谁能戒掉自己。一旦养成了习惯，那

之后的人生恐怕因此定向，小小的错误将影响一生。对

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做到让儿童避免接触社会，那

么只有去改变我们的社会环境。

（二）从众心理型幼儿说谎事例

这个类型的有很多，但是在一个从众的谎言里，个

人所起到的作用往往就不会那么大了，可能他只是一个

谎言的小小的部分，然后很多这样的人，造成从众心理，

影响其他人，而其实他也是被这些人影响，于是互相影

响着，逐渐变成一个整体——谎言大众。

在美国某地的小学里，有一天一年级的老师带着一

个苹果来到教室里，苹果红彤彤的很诱人，老师走到讲

台前，举起手里的苹果，问下面坐着的同学们，“同学

们，我的手里拿着刚刚从果园里摘来的苹果，你们有没

有闻到它的香味啊？”下面马上有一群学生反映，“有，

新鲜的苹果香味。”只有少数几个同学没有说话。老师又

问，“你们几个有没有闻到这个苹果的香味？”那几个学

生也没有说闻到，有两个学生说，“没有闻到。”又有一

个学生支支吾吾的说“老师我感冒了，鼻子闻不到气

味。”然后那个老师笑了笑，把那个苹果拿出来，对学生

们说，你们好好看看，我这个苹果是用腊做的，学生们

一摸果然是腊做的苹果。

对于幼儿来说，他们的自主意识还很弱小。不是很

有主见，面对大家一致通过的方案也会通过，他们往往

会选择多数人去相信，而不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也

就造成了从众心理说谎。

三 、对待幼儿的说谎行为的错误反应

（一）粗暴对待方式

粗暴对待，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有些父母或者是

监护人，在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的被监护人出现说谎

行为或者其他一些错误行为以后，往往会产生恨铁不成

钢的情绪，以暴力解决问题，打骂孩子，以试图让孩子

“长点记性”。他们采用比较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认为

孩子在受到了身体或者心理的伤害后会记住教育，以后

不再犯相同的错误。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做法没有效果，

幼儿在面对粗暴对待的时候，因为无力反抗监护人，所

以会在内心产生无力感和卑微感，影响幼儿自信心的形

成，做事畏首畏尾，缺乏勇敢精神。在成长过程中往往

会落后他人，或者人云亦云，只希望不要做错。更有甚

者，会让幼儿形成偏激的性格，随着幼儿的成长，管教

会越来越难，幼儿的叛逆心理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重，

直到最后不可管教，监护人对他们再也办法，这对幼儿

自己和社会都会造成恶劣的影响。

（二）不闻不问方式

不闻不问，认为长大了就会好了。这种方式，其实

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往往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不会

有自己的是非观，逐渐产生说谎行为，渐渐的说谎成为

了习惯，欺骗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是小菜一碟，最终会酿

成恶果，这种方式对于幼儿来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四、如何正确应对幼儿说谎行为

通过讲道理，让幼儿明白说谎行为的严重性和不良

性。这就要求我们的监护人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良好

的修养，在对待幼儿说谎的时候，能够立刻平复心情，

以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去面对孩子，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

题，让幼儿了解到对与错的分别，教导幼儿要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争取以后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让幼儿认识

到说谎的严重性，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影响。每当幼儿的

说谎行为出现以后，监护人和身边的人要对幼儿做出友

好的举动和善意的劝导。要合理对待幼儿说谎行为，对

幼儿说谎行为有足够的重视。监护人要有危机意识，一

旦出现说谎行为，要及时发现和及时疏导教育，不能把

问题放置，使其扩大。

对于对幼儿的成长发育不利的事我们要保持绝对的

警醒，这也是幼儿的监护人们在发生幼儿说谎行为后第

一时间想到的事。所以作为家长要正确引导，合理的改

变幼儿说谎的行为，让幼儿形成正确的行为价值观念，

成为一个诚实有担当的孩子。

（作者单位：乐山市市中区城北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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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燕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家庭

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

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

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家长会是幼儿园与家庭沟通的

重要方式之一。我们的园级课题研究希望通过提升家长

会的有效性，有针对性地对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

进行引领和指导，达成家园共育的目的，同时让家长认

同老师的工作,提高教师设计、组织家长会的专业水平。

为了让家长会开的生动、有效，不断提升家长对我

园教育理念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我们对班级家长会有效

性提升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究。

一、以充分准备，助推会议实效

开好一次家长会，会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会前

准备主要有两个方面：教师个人准备和会议内容准备。

教师个人准备是指教师平时应注意言行举止，做好

模范作用，关爱幼儿，教师要有一日生活皆课程的教育

意识，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成长。做为老师要注意

自己言行举止的细节，给家长留下一个好印象，让家长

放心的把孩子交给幼儿园。

会议内容准备是会议成功的关键，老师要对会议内

容提前做好计划和思考，一方面要注意会议的外在形式，

场地的布置需要提前思考，可以是茶歇式、圆桌式等方

式，尽量让会议氛围与环境和谐、舒适，便于教师和家

长的交流互动，拉近老师和家长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

注意会议的内容实质，要根据家长的需求和会议目的来

制作适合自己班级的家长会PPT，让每个家长都能通过视

频或者图片看到自己孩子的点滴进步和发展，对会议重

点做到心中有数，时间安排合理，会议时间不宜太长。

二、以体验游戏，传递教育理念

以前的家长会一般采用“老师讲、家长听”的模式，

老师往往将本学期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目标及需要家长配

合的事项一一向家长进行介绍,最后请家长来提些建议等。

这种家长会的模式过于形式化,家长往往是听众的角色，

并没有参与感。那么家长对怎样的会议形式感兴趣呢？

我们知道孩子是天生的游戏者，而成人也喜欢互动游戏，

所以我们在研讨中提出在开展家长会时可以借鉴匡欣老

师的游戏模式，将游戏作为老师与家长进入家长会的引

导线，营造良好的会议氛围，在游戏中通过教师有针对

性的指导，向家长传递教育理念和方法，以此调动家长

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助力班级家长会有效性提升。

同时，每一个游戏都要提炼和传递相关的教育理念，

让家长在游戏中感悟教育的重要性，与教师达成教育一

致。比如现场进行《齐眉棍》的互动游戏，游戏玩法：1.
家长分为两队，相向站立，将棍子放在对立两人的食指

上，让小组成员全部将双手举到自己眉头的位置。2.在保

证每个人的手都在棍子下面的情况下将棍子完全水平的

往下移动，交给下一组游戏者。一旦有人的手离开了棍

子或棍子没有水平往下移动，任务就算失败。让家长在

游戏中感悟要成功完成一件事非常不容易，需要大家同

心协力、默契配合，而幼儿教育工作就像这个游戏一样

也需要家长与老师之间的全力配合。

三、以家长真需，安排会议流程

每件事用不同的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见解。家长

希望在家长会中收获到什么？教师会前要站在家长的角

度思考：如果我是家长，我想了解些什么内容？

站在家长角度关注他们的实际需求，在研讨追问后

大家总结出家长会流程，以期末家长会为例：

1.观看幼儿活动采真集。老师把幼儿本期在园的生

活、学习、游戏、户外活动、生活习惯等（根据各年龄

段家长关注点进行选择，每个幼儿都要有亮相机会），拍

成照片进行分类收集，让家长在等待的时间观看。

2.总结本期工作。对本期幼儿学习、生活、游戏、身

体等方面发展情况进行图文并茂的总结，注意教师要尽

量面面俱到，关注到每一个幼儿，体现教师的专业性。

·幼儿教育· 乐山教育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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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趣味游戏。传递相关的教育理念，总结游戏开展的

意义，让家长在游戏中感悟。

4.介绍下期幼儿的发展目标和育儿策略，体现教育的

连续性。

5.家园互动。假期六个一，给孩子一定的任务意识。

（记录假期有意义的事、学一项运动技能、帮爸爸妈妈做

家务等）。

6.宣读家园誓章。会议要有仪式感，再次提示家庭教

育的重要性，形成教育合力。

7.颁发家长荣誉证书。通过颁发证书和家长代表发

言，激发家长参与家园互动的积极性。

8.收集家长建议，促进会议有效性。

总之就是要了解家长的真需，要以幼儿的发展点、

闪光点来吸引家长的关注，提高家园共育水平，助力班

级家长会有效的提升。

四、以家长资源，搭建经验平台

《纲要》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

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

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其实我们的家长当中年轻家长

越来越多，有部分家长的学历比我们高，很多家长的育

儿理念和经验比较丰富，比如有的家长注重孩子阅读习

惯的培养，有的家长注重对孩子的亲子陪伴，有的家长

对孩子保健护理很专业等等。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部分

家长资源，提前和家长沟通，在家长会上邀请两、三个

家长分享交流自己成功的育儿经验。

并通过现场颁奖的方式，激励积极参与班级工作、

为班级作出贡献和服务的家长。让他们感受到他们为班

级所付出的劳动得到了老师、家长和幼儿的认可，以此

来鼓励更多的家长参与班级后期的各项工作。

五、以问卷方式，获取改进建议

善于倾听、总结和反思能更好的促进下一次家长会

的有效性和实效性。在家长会最后，教师可以通过纸质

问卷或者电子档问卷的形式收集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了

解家长是否满意，进一步了解家长的需求。同时根据家

长问卷中的反馈和需求调整下次家长会相关内容，提高

班级家长会的有效性。

幼儿园教师要利用班级家长会与家长共同配合形成

家园教育合力。我园班级家长会成效初显，还需要在以

后的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在促进幼儿和教师自身发

展的同时，不断提升班级家长会的有效性，达到家园共

育的目的。

（作者单位：乐山市金太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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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溪

孩子们在进行户外活动时，丁丁发现了一朵落在地

上的黄色小花，她拾起小花将它包在纸巾里。回到教室

后，丁丁看到黄色印在了纸巾上，她告诉老师：“纸巾被

小花染成了黄色。”老师告诉丁丁，这个叫做“植物色

素”。

儿童对所有事物都充满好奇，很多时候他们想对周

围的事物看一看、摸一摸。也许成人眼中一件毫不起眼

的东西，在孩子们心中却是大宝贝。成人应该怀着一颗

敬畏之心，了解他们的内心所想，从而读懂儿童，支持

儿童的发展。

一、寻找“植物色素”

1.纸巾取“色”

丁丁这张被染色的纸巾得到了很多孩子的喜欢，他

们也想要去找更多的“植物色素”，幼儿园里有很多植

物、蔬菜，一定也藏着颜色，赶紧去找一找吧！

南南找到了一朵红色小花，她用纸巾包住，轻轻地

一捏，哇！红色印在了纸巾上，有很多孩子找到了绿色，

有的在小草上找到了绿色，有的在青菜上找到了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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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在油麦菜的叶子上找到了绿色……

2.木臼碾“色”

萱萱说：“这些颜色可以印在纸上，那可以用来画画

吗？”于是孩子们四处寻找那些掉落在地上的彩色植物。

那么，如何用这些彩色植物画画呢？小宝说：“我觉

得可以把它榨成汁，用它的汁水来画。”萱萱说：“我妈

妈有那种压辣椒的东西，可以把辣椒压碎，也可以把这

些植物压碎。”老师说：“我知道了，萱萱说的是木臼。”

老师随即在微信群里发布了“寻物通知”，很快，得到了

答复，大五班有这样的木臼，他们轮流着将“色素”碾

出来。

二、使用“植物色素”

1.验证猜想——用“植物色素”画画

孩子们用这些“植物色素”作画，进一步验证了

“植物可以用来画画”的猜想。“老师，明天我还想用这

个来画画。”小柠檬说。“我明天想用这个来涂指甲。”玥

玥这么一说，几个爱美的女孩子可是兴奋得不得了。老

师说：“今天放学后，你们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去找找你们

喜欢的、有颜色的植物带来幼儿园吧！”

孩子们对这些“植物色素”的用途充满这好奇，也

非常愿意去尝试利用这些色素。教师鼓励幼儿大胆收集

各种颜色的植物，支持幼儿实现他们的意图。

2.探索“植物色素”的多用途

第二天，孩子们带来了油菜花、康乃馨、茶花、芦

荟、菠菜、树叶等。他们按照颜色将这些植物或蔬菜分

了类。几个小朋友立马行动起来，将相同颜色的植物放

进木臼里进行碾压。不一会儿，绿色和红色的染料出来

了，爱美的女孩子用这些染料涂指甲、涂口红、打腮红、

画眼影。

3.家园配合——收集材料，丰富活动

老师：“今天我听满满说用木臼来压植物和蔬菜手都

酸了，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丁丁：“用榨汁机！

我妈妈就喜欢用榨汁机来榨水果和蔬菜！”小宝说：“我

还想要染更多的东西。”听小宝这么一说，孩子们七嘴八

舌的说起来：“我想染衣服、我想染毛巾、我想染帽子、

我想染袜子……”原来，孩子想染的是自己生活中熟悉

的物品，我发动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收集这些可以染色的

物品。家园相互配合更能够促进活动的发展。让家长知

晓班级活动的内容、了解幼儿的活动情况、提供材料支

持，不仅能够延伸此活动，也是为之后活动的顺利开展

提供铺垫。

三、初成“草木染”

孩子们从家里带了一些闲置的衣服，手绢、毛巾，

老师带来了榨汁机。今天孩子们的计划是用榨汁机榨出

染料，然后印染在手绢上。

染料做好了，老师为孩子们提供了白纸，先在纸上

试一试，看看能否成功。丁丁妹说：“哇，我的已经成功

了，看，我先把纸对折整齐，然后再上面滴上颜色，打

开就很美了。”接着，六六决定在手绢上试一试，全班幼

儿和老师都期待着手绢打开的样子。六六小心翼翼地打

开了手绢，孩子们一阵惊呼：“哇！好美啊！”“哇！这是

我见过最漂亮的颜色！”“这就像一朵花开在上面一样。”

历经拾色、选色、取色、染色等过程，这一次，我们的

“草木染”终于做成啦！

这次的“染手绢”之所以能够成功，源自于孩子们

对草木染的执着，源自于孩子们在遇到困难时齐心解决

问题的精神，也源自于老师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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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度体验“草木染”

1.咦？颜色“不见”了

有了“染手绢”的成功经历后，孩子们还想对更多

的材料进行染色。刚制作出来的几天，布上面的颜色是

非常鲜艳的，可是孩子们发现，布上面的颜色在渐渐的

变淡，有的几乎看不出颜色了。现在，孩子们又遇到了

新的问题:掉色。大家一起讨论“掉色”的原因以及解决

问题的方法，奔奔说：“我觉得是风把颜色吹走了。”斗

斗：“我觉得染料还不够浓。”乐乐：“我觉得是太阳把它

的颜色晒掉了。”

那究竟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萱萱提出来，

可以去一个真正可以进行草木染的地方，看看别人是怎

么做的。在前往目的地之前，老师组织幼儿展开了问题

梳理。孩子们的困惑很多，老师鼓励他们用绘画的方式

将这些困惑一一画下来。最后，老师帮忙整理出了四个

问题：1.怎样可以自己制作出各种颜色的染料？2.好看的

花纹怎么染？3.如何固色？4.哪些东西可以染？带着问题

进行活动能够让幼儿的参与更具目的性，教师组织幼儿

提前思考出在“草木染”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有效提高

了幼儿做计划的能力、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2.对“草木染”的新认知

有心的孩子首先将之前总结出的问题交给了负责本

次活动的老师，老师根据孩子们的问题一一解答。

在知晓了过程后，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开始设计

起自己想染的样式。

在家长们的协助下，每一位孩子都染出了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样式。“我的像龟背”“我的像城堡”“我的像天

空中的烟花”“我的像树的年轮”孩子们尽情的想象着、

表达着。当遇到“掉色”这个问题时，孩子们自主解决

问题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现。“绝知此事要躬行”，孩子

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是主动学习者，学习用绘画的方式将问题记录下来，

学习操作草木染的工具、在操作中提高想象力、语言表

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草木染”融入生活

此次活动结束后，孩子们对于“草木染”有了深入

的了解，对于其制作过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老师继

续对幼儿进行材料上的支持，购买了畸形夹、模具、橡

皮筋、木棍、弹珠，孩子们自己收集了黄豆、石头、棉

线等。虽然之前遇到过“褪色”的经历，但孩子们对于

装扮教室的热情依然不减。“草木染”渐渐地融入在了孩

子们的环境中和一日活动中。

班级的“草木染”活动已经开展了近3个月，这近3
个月来，孩子们始终保持着对“草木染”的兴趣。从一

件小小的“印染纸巾”开始，到现在对“草木染”的深

度了解，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对“草木染”的认知，

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与同伴之间相互合作，

提高了对一件事物保持专注的能力，知道在遇到问题时，

主动思考并付诸行动。即便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因为

孩子们还会想出其他的法子。他们还学会了将快乐与他

人分享，用自己的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便是他

们在“草木染”过程中获得的宝贵财富。

染，是急不得的，就像孩子们慢慢成长的每一天，

只要你坚信，他们就会给你不期而遇的惊喜。草木染的

美，散发着人间烟火的气息，渗入到我们的衣食住行，

寻常生息的角落里。五颜六色的花朵，深浅不一的草木，

在古代人们的手中，它们是大自然馈赠的最佳染料；在

现代孩子们的眼中，就是无限的想象和创意。接下来，

孩子们和“草木染”之间还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作者单位：乐山市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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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师

“专业成长自觉”的建构之路

□ 李燕芳

教师“专业成长自觉”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极其重

要的作用。笔者通过梳理文献及实践研究，从幼儿园园

本探究出发，对于教师“专业成长自觉”内涵与外延进

行解读与深挖，并对在幼儿园有效建构实施教师“专业

成长自觉”内涵与外延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及观点。

一、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成长自觉”建构的必要性

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明确指出：

幼儿园教师要“爱岗敬业，增强专业发展自觉性。”《标

准》反复强调了教师发展中的专业自觉，就是要促进幼

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最终实现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自

觉”。教师“专业成长自觉”是教师基于现实的需要，对

照专业发展的要求而形成的自己未来发展目标的系统化、

理论化的认识；是教师自身积极主动的职业规划意识，

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个体心理上的反映，是教师对

照教师专业化的要求，根据社会赋予教师的特定要求，

不断习得与教师相关的角色期望和规范的精神追求，是

努力实现预期目标的理想状态的反映，是形成教师独特

生活方式的基础，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石。

二、教师“专业成长自觉”的内涵与外延

（一）教师“专业成长自觉”概念界定

教师“专业成长自觉”，是指教师作为独特的教育主

体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觉醒。教师能够对自己所从

事的专业及专业要求有正确、清晰的认识，并在保教实

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实践能力，有意识地促进自

身专业发展的一种专业品质。

（二）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成长自觉”内涵与外延探

究

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自觉”内涵，是指教师对自

己专业成长有清楚的认识、需求和自我觉醒，对自身发

展有积极主动意识、自觉行为、自我调控有充分的能动

性。如：幼儿园教师有正确的专业成长发展目标，能制

定成长计划，并在平时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认真落实。又

如：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能够精心设计教学活动，并

在工作中认真运用，在其过程中不断反思、改进、调整，

最终能形成优质的教学活动方案，教师的教学能力也在

其过程中逐步提升，最终达到教师预期的专业成长自觉

发展目标。

教师“专业成长自觉”的外延，是让教师能够形成

“专业成长自觉”的一切社会活动和外部环境、因素等。

因为教师专业成长自觉不是孤立地、自发能够产生的，

而是要在与外部环境互动中才能产生的。如：幼儿园为

了让教师能提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制定了班主任竞

聘机制，在其外力助推下，教师能够感受到自身专业水

平提升的紧迫性，从而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这种制度

也帮助了教师“专业成长自觉”内驱力的建立。

三、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自觉”的园本建构

（一）建构教师“专业成长自觉”目标体系

因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自觉”形成并不是教师能

够独立形成的，其形成必然需要两个条件，幼儿园推进

行动和教师自身教育行动。我园在进行研究时，依据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为指导思想，结合我园

教师实际情况，初步建立了一套幼儿教师“专业成长自

觉”目标体系。

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自觉”目标体系（部分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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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目标体系的实施既可促进教师发展又可帮助

管理者有效管理。教师可以借助目标体系进行自我评价，

在评价标准中可以清晰找到自己当前定位，增加自我认

知，寻得自身差距，又能在体系中找到专业成长方向；

管理者也可以从评价中正确对待教师认知，发现教师差

距，理解教师需求，梳理教师提升方向，寻得可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提升的正确途径、策略与支持。

（二）建构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自觉”的支持体系

1.增加物资投入。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自觉”学

习，幼儿园不断的更新教学设备，提供教学资源，在内

网中建立了教学资源库，老师们可以随时在内网中上传

分享，学习交流有用的教学资源；为保障教师能够接触

到最新的教育信息，幼儿园为教师订阅教育杂志，成立

教师读书会，随时为教师分享、推荐、增添书籍等；为

了让教师能够零距离接触专家，学习专家学者的教育之

道，幼儿园根据教师的成长需求和特长，随时安排相应

教师走出去学习，并在学习中提供足额的经费保障。

2.进行制度改革。在幼儿园制度变革中，我们首先把

以前扣分项目变为加分项目，如：以前教师请假不参加

教研活动会按制度进行扣分，而现在改为不参加者不扣

分，但每月全勤者会按制度进行加分，这样的制度变革

把选择权给了老师，既显得近人情，又对全勤的教师进

行了加分奖励。激励制度中，对主动承担项目活动的教

师进行加分，把需由学校安排的任务，变为教师主动来

申请承担，并按制度对其进行加分。如：以前读书分享

的教师一般都是幼儿园硬性安排，现在主动申报承担分

享的教师会加分，这大大提高了教师们的学习积极性。

除教师的激励制度外，幼儿园的内部管理制度也在

不断完善。其中，行政领导进班制也是在课题实施后对

于管理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决策。幼儿园的每个行政领

导都要包管一个年级，每周进班指导两次、听课一次、

上课一次，参与该年级各班的总结会、家长会等。这样

行政领导走入一线后，对于教师发展情况会更加了解，

能更加有效指导，为教师提供支持，加大教师专业成长

速度。

3.提供专业引领。幼儿园为了推动教师专业成长，把

专业成长自觉落实到实处，挖掘开展了多种专业引领，

促专业提升的活动。如：做走出去的外培，请进来的内

培；老带新，青蓝工程；加大园本教研，大力提倡科研

创新；名师指路，成立工作坊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教师

在各种活动中，找到自己专业成长途径，看到自己专业

发展方向。如：幼儿园的名师工作坊，由园长亲自执教，

由首席教师为引领定期开展活动，在活动中既满足了不

同特长、不同爱好的教师需求，又给教师们提供了向名

师学习的机会，扩展了教师相互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

同时也给教师们树立了标杆，帮助教师建立了合理且可

行的职业发展方向。

4.氛围良好营造。要让教师自觉行动，那么造就教

师精神愉悦的环境就很重要。为此，幼儿园积极营造健

康、向上、和谐的园所环境。幼儿园有园级组织——工

会，有民间组织——社团，两个组织经常组织教师开展

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如：登山、郊游、摄影、

演讲等，让教师在各种活动氛围中，感知幼儿园浓浓的

关爱、和谐的园所文化，从而满足教师的精神需求。精

神上富足了，行动上自然就充盈了。

教师“专业成长自觉”的内涵与外延伴随着时代发

展而产生，因此教师要用正确的眼光去解读和落实。教

师“专业成长自觉”不等同于教师“专业能力”，专业成

长自觉是可以培养的，而培养是需要方法的，它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在教师“专业成长自觉”的支撑

下，教师的专业能力进步才富有生命力、持续力、发展

力。所以，提升教师“专业成长自觉”，我们正在探究一

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乐山市金太阳幼儿园）

幼
儿
园

评 价
内 容

科
研
能
力

教
育
科
研

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敬业）

能够按时
参加各项
科研活动
及会议。

二级指标
（爱业）

能 积 极 主
动 参 加 各
项 科 研 活
动及会议，
并 能 在 活
动 及 会 议
中 积 极 思
考 和 主 动
发言。

三级指标
（乐业）

具有改革、
探索和创
新精神，积
极参加主
题研究或
主动申请
并承担课
题研究任
务。

四级指标
（促业）

能善于发现、分析、解
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
问题，能够有总结、归
纳、提炼成果的能力。
参与过主持或参与校
级以上课题研究，并成
为课题研究骨干，有完
成研究论文的能力。
指导其他教师进行课
题研究，且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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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31 日，省教育厅巡视

员胡卫锋，省政府督查室副主任、

省政府督学周莉一行4人组成的督导

组，深入我市五通桥区、井研县部

分中小学和幼儿园，督查指导我市

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准备工作。

4月 8日，市教育局党组中心组

开展先进典型教育，集中学习了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国各地

涌现出的挺身而出、赴汤蹈火、不

怕牺牲、舍小家为大家的先进典型。

会上，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成定彬提出相关

要求。

4 月 10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彤，副市长郭捷先后来到乐山市

通江小学、乐山市实验小学、乐山

市机关幼儿园，实地调研我市学校

疫情防控和春季开学复课相关工作。

市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党组书记

杨登廷，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成定彬陪同调

研。市中区政府代理区长左小林、

市中区教育局局长钟卫参与调研。

4 月 13 日，市教育局商请市委

政法委、市公安局、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市场

监管局、市城城市管理局和市消防

应急救援支队等部门召开校园及周

边环境安全联防联控联管工作机制

会议，旨在贯彻落实《乐山市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

第十四次会议纪要》的有关精神，

全力做好学校疫情联防联控、校园

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和校园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实现机制联动、

信息共享、问题同解，确保学校和

广大师生的安全。

4 月 17 日，四川省乐山第一中

学校教育集团（简称“乐山一中教

育集团”）正式成立。这意味着以

乐山一中为主体、乐山市各级各类

学校共建的教育理念共享、教育策

略共研、校际发展同步的专业化、

规范化、制度化现代基础教育名校

集团联盟正式成立。市政府副市长

郭捷出席并为乐山一中颁发“总校”

牌。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成定彬，市教育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涛，市中区教

育局局长钟卫，集团七所成员校和

中心城区部分小学校长参加成立仪

式。

4 月 23 日，乐山市“学前学会

普通话”行动信息管理平台全面上

线暨操作培训会在市教育局召开。

为拓宽小凉山彝区“学前学普”行

动教学资源渠道，提高辅导员教学

能力，市“学前学普”办联合北京

华言公司、中国电信乐山分公司开

发设计了“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

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称“学前学普”

APP）。“学前学普”APP全面上线运

行，标志着乐山小凉山彝区学前教

育信息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学

前教育活动将更加便捷、高效。

5月8日，乐山市教育局2020年

“9+3”学校招生及管理工作座谈会

在峨眉山市职业技术学校召开。市

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芹出席

并作讲话。市教育局高职民科科长

程柏实主持座谈会，峨眉山市教育

局总督学李庆九，乐山一职中、省

食品药品学校、犍为职中等藏区

“9+3”学校参加座谈会。

5 月 22 日，市教育局组织全市

教育系统在局机关设主会场、各地

教育局和市直属（管）学校设分会

场召开了安全稳定与常态化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市委教

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成定彬同志就全市教育系统安

全稳定与常态化校园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作讲话。

6月 5－7日，市委教育工委举

办第二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本

次培训班采用自主学习、集中授课、

集中测试的形式进行，来自市委教

育工委直属党组织的 52名入党积极

分子参加了培训。

6月 9日，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一级调研员谢凤山一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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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深入我市夹江县，开展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工作调研。市教育局总督

学罗仕金陪等同调研，夹江县政府

分管领导、教育局和督导部门负责

人参加了调研。

6 月 10 日，市委教育工委召开

2020年全市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视频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全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

党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总结 2019年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对推进 2020年

工作进行部署。

6 月 17 日，市政府副市长、项

目指挥长郭捷到中心城区棉竹片区

现场调研“乐山二中迁建工程”项

目征地拆迁情况，并在城投集团公

司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乐山二中

迁建工程项目推进相关工作；到五

通桥冠英新区实地调研“乐山东辰

外国语学校”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市“挂图作战”总指挥部调度中心

主任王定军，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成定彬等

陪同调研。

6 月 23 日，2020 年乐山市人民

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全体成员会暨

第二届市督学聘任工作会在市教育

局机关五楼会议室召开。市政府副

市长、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主任

郭捷讲话，并为第二届市督学代表

颁发聘任证书和督学证。市政府副

秘书长、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副

主任门姜主持会议。市委教育工委

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副主任成定

彬作主题报告。

6 月 29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熊伟，市政府副市长郭捷率调

研组一行到乐山一中走访调研，并

与部分师生代表座谈交流。市委教

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成定彬陪同调研。

6 月 29 日，市委教育工委举行

庆“七一”活动。市委教育工委书

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成定

彬主持活动并讲话。庆祝活动重温

了入党誓词，特邀市委党校原副调

研员、副教育长、副教授赵清云作

党建专题党课。

7月 2日，乐山市教育局与乐山

职业技术学院共建乐山市职业教育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乐山市职业教

育研究中心签约授牌仪式暨乐山市

第二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能力

大赛开幕式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

术交流中心3楼会议室举行。

6 月 30 日，省招考委第三调研

指导组在省公安厅国保局一处处长

周勇、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张刚带

领下，来我市调研指导高考备考工

作。调研指导组一行先后检查了市

本级、犍为县教育考试中心保密室

情况，实地对犍为一中考点组考、

疫情防控、高清视频监控升级等工

作了调研指导。市教育工委书记、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成定彬汇

报全市 2020 年普通高考备考工作，

市招考委联席成员单位就根据各自

职责分工进行了工作汇报。

7月 3日，中共乐山市委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学习相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全市

教育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于丽出

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郭捷主持

会议。

7月 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彤赴乐山一中慰问“美姑班”学生，

并调研高考备考工作。市委常委、

副市长毛宁，副市长郭捷，市政府

秘书长杨登廷参加调研。 张彤勉励

同学们，在党的脱贫攻坚政策引领

下，乐山、美姑携手脱贫攻坚，“美

姑班”是其中的一个平台，同学们

从美姑来到乐山，通过 3年的学习，

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与进步。如今即

将迎来人生一个重要的时刻——高

考，希望大家认真准备，轻松迎考，

平安顺利地完成考试，在未来的人

生道路上感恩自强，做一个有益于

社会的人，建设家乡，报效社会。

乐山一中、乐山是同学们的家，欢

迎大家随时回家看看，乐山将会继

续关注同学们的成长。

7月 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彤一行先后到乐山一中、乐山外国

语学校高考点进行巡视。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于丽，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旭东，副市长郭捷，市政协

副主席夏玲，市政府秘书长杨登廷

参加巡视。

7 月 12 日，市政府副市长郭捷

先后来到设在乐山一职中、市中区

徐家扁小学的中考考点巡考。市委

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成定彬，市中区政府副区长赵

明等陪同巡考。市卫生健康委、市

交警支队、市中区教育局相关负责

同志参加巡考。

7 月 21 日，市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了乐山市县域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迎国检等相

关工作部署会，市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专职副主任、市教育局总督学

罗仕金出席会议并讲话。

7 月 21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于丽到马边县劳动镇福来村幼

教点看望慰问学前儿童，调研“学

前学会普通话”工作开展情况。市

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成定彬，市教育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周芹，马边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启梅陪同调研。

7 月 29 日，市政协副主席刘波

一行，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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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对市教育局牵头承办的

《关于规范研学旅行发展的建议》

《关于加快推进乐山城区学校建设的

建议》2件提案进行现场督办。市政

协副秘书长刘利平主持提案办理督

办工作会。市政协社法委主任夏鹤

倞，市政协教文卫体委、社法委、

学宣文史委等有关委室负责同志、

九三学社乐山市委代表及部分政协

委员参加督办。

8 月 18 日，乐山市遭受持续暴

雨，洪峰过境，岷江、青衣江、大

渡河水位全线暴涨，乐山中心城区

大部分被淹，城区一片汪洋。全市

启动 I级防汛应急响应。“雨情就是

集结号，险情就是冲锋令”，市教育

局党员干部火速投入到这场突如其

来的防汛救灾的“战斗”中，充分

发挥了局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8 月 19 日，市政府副市长郭捷

深入市直属学校检查指导抗“8.18
洪灾”洪救灾工作，市委教育工委

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成

定彬陪同检查指导。郭捷副市长一

行先后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市实验中

学、市实验小学、市实验幼儿园久

顺分园、乐山一职中、市机关幼儿

园5所学校，实地察看灾情，并检查

指导抗洪救灾工作。

8 月 25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彤赴乐山市实验中学、实验小学

调研学校开学复课准备工作。副市

长郭捷，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成定彬参加调

研。

张彤强调： 做好秋季学期的开

学复课准备，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工

作。要进一步抓好建筑安全，深入

排查，确保校舍、场馆、围墙等不

因洪灾发生险情；要进一步抓好消

防安全，对校园内所有电路及设备

进行检修，排除安全隐患；要进一

步抓好卫生安全，积极对接环保卫

生部门，全面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要进一步抓好食品安全，确保健康

饮水，防止病从口入；要进一步抓

好管理安全，各项工作全部到位，

为开学复课做好充分准备。

8月 28日，全市 2020年秋季学

期开学和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召开。市政府副市长郭捷在

主会场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市政府

副秘书长门姜主持会议。市卫生健

康委及市教育局有关负责同志分别

安排部署了当前疫情防控和秋季学

期开学工作。郭捷强调：今年秋季

开学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特殊开

学季，又是我市遭受百年不遇洪涝

灾害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关键期，

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和秋季开学工作

各项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市教

育行政部门、市级单位、学校一定

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扎实工作，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

各项工作。

8 月 29 日，市教育局在乐山师

范学校附属小学组织召开全市教育

系统垃圾分类暨食品安全工作现场

会，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垃圾分类和食品安全工作的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四川省

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方案》《乐

山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

方案》和《乐山市校园食品安全守

护行动实施方案》等要求，全面推

动全市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和处

置工作，以及校园食品安全三年守

护行动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9 月 18 日，2020 年乐山市团教

协作工作推进会暨市教育团工委第

一次会议在市教育局五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明确教育团工委职责，安

排 部 署 学 校 共 青 团 、 少 先 队 工

作。 共青团乐山市委书记令狐雅，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

组成员刘友军出席并讲话。共青团

乐山市委副书记周恒杰宣读教育团

工委成立相关文件。

9 月 28 日，2020 年乐山市总工

会金秋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市教育局

举行。仪式上共发放金秋助学金 70
万元，惠及11所学校共300名学生。

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阿刘时布

出席仪式并讲话。市委教育工委书

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成定

彬主持仪式。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黄国兵，市总工会党组

成员、副主席张雷参加仪式。

10月 12日，由市委教育工委与

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乐山

分院联合举办的“乐山市大中小学

同上一堂红色文化思政课”主题教

育活动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全市超十万

大中小学师生及部分学生家长齐聚

线上线下，共同聆听浙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渠长根教授关

于红色文化的思政讲座。市委教育

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刘

友军主持主题活动。乐山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芝海，

副院长陈元进、唐刘红，市、区教

育局相关部门、学校负责人及全市

大中小学师生代表400余人现场参加

活动。

10月12日，在第7个“扶贫日”

来临之际，乐山市教育局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策

部署，积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

“扶贫日”献爱心捐款活动。市教育

局局长成定彬、副局长梁开禹、市

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刘友军、副局长

周芹等局领导到场参与本次活动，

市教育局全体干部职工纷纷献出自

己的一份爱心，共捐款人民币近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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