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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事

为学习创设现实情境好课实录

课堂里的第一人称
□王传武

课堂策

直面课堂上的直面课堂上的““失败失败””
□康双成

用用““还原还原””法则讲名著法则讲名著
□毛健薇

最近，学生很憧憬发射火箭模型这
节课。是啊，自己设计制作的火箭模型
如果能够发射成功，那该有多么开心！

终于到了劳技课，学生带的材料工
具格外齐全，就连经常不带材料的小张
也带来了锡纸、火柴、乒乓球、硬卡纸、剪
刀等材料和工具。学生个个兴奋地昂头
看着我，就像一支等待发号施令的火箭
研发部队。

我把制作过程用课件演示一遍，强
调了细节，又让学生阅读制作步骤，他们
就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

学生四人一组，一人把锡纸卷在铅
笔上制作火箭箭体，一人将火柴头剥下
当作燃料，一人将乒乓球剪成碎片作为
助燃剂，一人用硬卡纸折成一个发射
架。自己的工作完成后，就去帮助其他
同学；自己遇到了困难，就与小组内的同
学商量。每个人都那么认真、投入。

一个学生拿着锡纸和铅笔过来了，
说箭体前端的锥形总是卷不好。我帮忙
指导做好后，她兴奋得又蹦又跳，似乎火
箭模型的腾飞就在眼前。又一个学生过
来了，也是箭体前端的问题……

看来，卷制箭体是学生遇到的最大
困难，他们的动手能力还需要提高。

“老师，发射吧？”一个小组的学生说。
“老师，我们也做好了。”又一个小组

的学生报告。
各小组陆续完成了自己的火箭模

型，兴奋地向我一声声报告“新生命的诞
生”。

我们一起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操
场，第一组的学生上场了，其中一个学生
小心翼翼把火箭模型放在发射架上，那
动作郑重其事，神情庄严肃穆。

负责发射的学生上前用火柴在火箭
模型的中部加热，他身体后仰，胳膊长长
地伸出去。这枚小小的火箭一定威力无
比！其他学生也纷纷后退，有的还捂住
了耳朵。

等了一会儿，火箭毫无反应。
第二组的发射引来一阵尖叫：“冒烟

啦！”火箭四处冒烟，却未能发射出去。
第三组，火箭模型发出“噗”一声响，

也未能发射。
第四组……
一组组的发射相继折戟沉沙，都以

失败告终。学生变得失望起来，一个个
灰头土脸，神情黯淡，小声说话的、玩耍
的、唉声叹气的，什么表现都有。甚至有
一个男生大声质疑：“我们制作的火箭模

型就不能发射？”
怎么办？安慰？解释？似乎都缺乏

说服力，都略显苍白，但我们必须直面现
实，科学实验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

于是，我说：“同学们，发射火箭是有
技术含量的，每个细节都关乎成功。箭
体、燃料……什么地方出了纰漏，火箭模
型都发射不出去。”然后，我和学生重温
了那些经历无数次失败才取得成功的科
学故事，学生听得那样认真、那样仔细。

是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随随便便
成功，在科学实验上，不仅仅是学生，教
师也经常会遇到实验失败的情况。科学
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不经历风雨怎么
见彩虹。

课堂教学中，我们不可能每次都成
功，但是可以做到每次都充满智慧。教
师要敢于直面教学“失败”，没必要遮掩

粉饰，真实才是最重要的。这节“失败”
的课只要留住了学生对学习探索的热
情，只要能让学生认识到科学的复杂和
不易，那就是成功的。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修武县实验小学）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这
句话人人皆知，但如何落实在课堂
上、体现在学习过程中，却并非人人
皆知。最近听了《新航路的开辟》一
课，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这句话的
含义。

执教的宋老师首先让学生对照
学习目标进行自学，然后布置了第一
项课堂活动——掌握知识、体验人
物。要求如下：结合新航路开辟示意
图，讲述航海家的国籍、航海时间、支
持国、航线、收获，发言时请使用第一
人称。

经过认真的准备之后，一个男生
首先回答：“1487年，作为葡萄牙国王
的我，派遣部下迪亚士率 3 只船从里
斯本出发，到达非洲最南端的海角，
后 来 我 们 把 它 命 名 为‘ 好 望 角 ’。
1497 年，我又派达·伽马率 3 只船从
里斯本出发，沿迪亚士的航线绕过好
望角到达印度。”他流畅、清晰的表达
赢得了其他学生的热烈掌声。发言
刚刚结束，第二个学生迫不及待地发
言了：“我是意大利人，我的名字叫哥
伦布，1492 年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
下，我率领 3 只船横渡大西洋，到达
了美洲……”

此时，教师进行了简短的点评：
刚才两个同学的回答简洁到位，但不
够深入。达·伽马到达印度开通了东
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哥伦布
以为他所到之处就是印度，因此称当
地居民为“印第安人”。学生根据教
师的点评，对自己的“航海方案”进行
了修订。

接着，宋老师给出设计的第二项
活动：假如你是当时的一位航海家，
具备怎样的条件才可以远航？有学
生说：“假如我是航海家，我必定是一
个技术控，航海技术、罗盘针、绘图技
术，必须样样精通。”有学生说：“假如
我是航海家，我一定会向遍地黄金的
东方出发，但不会走传统的商路，而
会开辟更省时、更安全、更短的新航
路。因此，我会结合天气、洋流、海盗
等情况进行周密部署……”

一节课就这样紧张而自然地进
行着，时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每个
学生都成了小小的航海家，从初步设
想到翔实方案，甚至特殊情况下的预
案都制定好了。学生经过一节课的
学习，真真正正体验到了新航路开辟
的艰辛，收获了“航海”带来的成功喜
悦。学生真正成了课堂的主人，并以
第一人称的身份学习知识、体验历
史、感悟人生。

宋老师积极地倾听学生的讲述，
时而笑而不语，时而引导学生思考，
她一直以欣赏的眼光理解学生，以关
爱的眼光支持学生。在我看来，宋老
师在教学设计时也应该是以第一人
称进行的，并在课堂上着重培养学生
四个方面的能力。

学会表达。以第一人称的角色
回答，让学生感觉更加贴近历史，能
够体验到历史的厚重，体验到文化的
深邃，让学生能够把学到的知识表达
出来，这是学生真正理解并掌握知识
的标志之一。

学会倾听。当一个学生发言时，
其他学生都在认真倾听，对同学所讲
的内容进行反思，更深刻地理解内
容。同时，倾听是对别人的一种尊
重，也是现代人的一项基本素养。

学会为别人喝彩。当一个学生的
精彩回答博得其他学生的掌声时，你
会为这些学生的美德、为他们的课堂
修养所折服。为别人喝彩，何尝不是
一种激励，一种走向未来的阶梯呢？

学会共赢。当一个学生回答问
题不太完善时，其他学生会进行善意
的补充，整个场面热烈而融洽。其
实，在课堂上每个参与者各取所需，
都是最后的赢家。

当学生把课堂当成是自己的，用
第一人称存在着、学习着、生活着，他
们自然就成了课堂的主人，成了学习
的主人。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胶州市第三
中学）

《“凤辣子”初见林黛玉》是人教版小
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该文选
自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写的是林黛玉初进贾府，与众人见面尤
其是与王熙凤见面的情景。

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经典名
著并非易事。这篇课文只是名著的一个
片段，缺乏前情提示；又是古白话文，与
现代文语言风格有较大差异，有的语句
读来十分拗口，这些都给学生的学习带
来了困难。怎么办？我认为，可以利用
我们学校践行的“还原”法则，将“还原思
维”“还原背景”“还原情境”三要素组合
起来设计教学。

还原思维
厘清重要信息之间的关系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直观的板
书、表格、思维导图等形式，借助简单的
词语、线条、箭头、颜色、符号等厘清知识
之间的内在联系，逐步将隐性、零散的知
识结构化、条理化，有利于增强课堂的学
习效果。

本文是节选，没有前情介绍。课文
中除王熙凤、林黛玉、贾母外，还提到了

贾母其他的几个孙女等。要想读懂文
中人物对话，体会语义的丰富内涵，教
师可以利用还原思维，将厘清人物关
系、绘制人物关系图纳入教学预设。教
学中，先让学生初读课文，找出文中人
物之间的称呼，进而补充小说前情，然
后可以通过完善人物关系图帮助学生
了解人物各自的身份，进而厘清人物之
间的关系（见下图）。

还原背景
让事情的来龙去脉更清晰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有的新知
识远离学生的经验世界，不能对学生形
成有效刺激。教师通过在课堂上适时呈
现作者生平、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生活
常识等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打通已
有经验与新知之间的盲区，从而为新知

的学习提供适当的生长点。
《“凤辣子”初见林黛玉》中，王熙凤

见黛玉后称赞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
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
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
嫡亲的孙女……”

初读这番话，以学生的背景知识和
阅历，很难体会王熙凤这番话妙在何
处。虽然均是血缘传承，但是外孙女属
于外姓，嫡亲的孙女一般比外孙女更
亲。这一背景资料要及时补充给学生。

课文第一段提到的“众姑娘”，虽然
课文中没有写具体人名，但读过原著应
该知道，就是指在场的迎春、探春、惜春
三姐妹，他们都是贾家的孙女。只有还
原了背景，学生才能体会到王熙凤称赞
林黛玉的一番话说得有多妙——既夸
奖了黛玉标致，又讨好了贾母（指通身
的气派源于贾母），还不开罪众姑娘（好
似嫡亲的孙女），从而凸显出王熙凤的
口齿伶俐。

还原情境
提高对文字的感受力

古代的文章与学生熟悉的表述方式

相距较远，使得学生往往难以融情入
境。为此，巧妙运用“还原情境”要素，能
把学生带到特定的意境中，从而激活思
维、激发情感。

《“凤辣子”初见林黛玉》中，百变玲
珑的熙凤初见林黛玉时讨好贾母，巧赞
黛玉，哭笑变脸，显露权位的表现，读来
实在精彩。这一段描写，学生虽然能读
懂字面的意思，但由于涉世未深，不太通
人情世故，难以准确把握曹雪芹文字背
后要传达的含义。

此时，教师可以引入经典电视连续
剧《红楼梦》的相关视频让学生欣赏，表
演艺术家们在镜头前的强大表现力，能
帮助学生体察王熙凤的行为——表情动
作变化之迅速，切换情绪、流露情感之自
如，能够看透她的内心，同时提高了学生
对文学作品中文字的感受力和鉴赏力。

当然，在本课的教学中“还原思维”
“还原背景”“还原情境”三要素的运用不
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组合起来加以运
用。如绘制人物关系图，既是运用还原
思维达到思维可视化的目的，又将小说
的前情与人物关系介绍给学生，也是在
还原背景。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师：许多小朋友都与大人一起买过
东西，那你们知道古时候的人是怎么买
东西的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课件展示：一个古人牵着一只羊，
拿着一条鱼去集市上，他想要一匹布）

师：你看到了什么？接着发生了什
么事情？

（学生热烈讨论）
师：如果拿这只羊去换这匹布，你觉

得对方会答应吗？
（教师板书：一匹布的价值=一只羊

的价值）
师：同样是买布，古人是牵着一只羊

去换，我们是直接拿钱去买，你觉得有什
么不同？

生：拿羊去换怎么算价钱啊？还是
拿钱买比较方便。

师：今天，咱们就拿些钱去买文具，我
们中国使用的钱叫人民币。为了顺利买
到文具，我们先要学会哪些本领呢？

生：要会算账。
师：对。但算账的前提是你要认识

人民币，你是怎么分辨人民币的？
生：认识，人民币的上面有数字。

（教师分发给学生的盒子中有许多
人民币样币，看哪一组学生能快速地拿
出教师说的人民币）

师：看来小朋友们已经基本会认人民

币了。人民币这么多种类，怎么才能清楚
地记住呢？我们一起给它们分分类。

生1：可以按硬币、纸币分。
生2：可以按元、角等分。
……
师：大家都认识了人民币 ，现在我

们一起去换一换、买一买吧！
（出示文具店图片）
师：各位小顾客请注意，这里都有什

么文具？价格是多少呢？看清楚了吗？
我现在就是营业员啦！

生：我想买1元的尺子。
师：怎么付钱正好能买 1 元的尺子

呢？拿出盒子里的人民币，自己尝试着付
一付、摆一摆。把不同的支付方式展示到
黑板上。

（学生给出几种支付方式：纸币1元，
硬币 1 元，5 角+5 角，5 角+2 角+2 角+1
角，2角+2角+2角+2角+2角……）

师：我们明明要付 1 元，你怎么用的
都是几角的人民币？

（教师引出1元=10角）
师：现在老师成了顾客了，今天老师

只带了 1张 5元的人民币。老板，我要买
1把尺子！营业员怎么办？谁来试试？

（学生回答，课件演示）
师：现在，每个小朋友都有两元钱，

可以换走哪些东西呢？

生：橡皮、铅笔、尺子等。
师：1元钱可以换走哪些东西？
生：5块橡皮、2支铅笔、1把尺子。
师：同样是 1 元钱，怎么橡皮可以换

这么多，铅笔换这么少？我拿5块橡皮换
你的2支铅笔，换不换？

（学生讨论并回答）
……

教学反思

在我看来，这堂课主要有以下几个
特点。

第一，把学生的生活经验作为认识
人民币的基础。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
币，学生都有与家长一起购物的经历，应
该说他们已经积累了一些有关人民币的
使用经验。因此，在教学设计中，关注学
生的生活经验，创设一系列购物活动场
景，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增强对人民币
的认识。

第二，以课堂中的模拟购物活动为
主线认识人民币。本课的重点是在人民
币的换算上，这部分内容对学生来说是
比较难理解的，所以我创设了学生购物
活动。把购物活动贯穿整个课堂，让学
生在活动中认识人民币，学会如何付钱、
找钱。教学中有个人思考，有同桌合作，

也有小组交流和全班交流。学生在课堂
上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重要的
是学习探索知识的方法。

第三，在生动有趣的活动情境中体
会等价物。什么是等价物呢？比如我有
斧子，我想换一只羊，互为等价物，交换
成功。课堂上我安排了有趣的购物情
境，问学生用1元钱可以买哪些东西（5块
橡皮，2支铅笔，1把尺子）。再问，我用 5
块橡皮可以换你的 2 支铅笔吗？怎么这
么多橡皮只能换这么少的铅笔？结合购
物情境，通过不断追问，让学生体会价值
相等的物品是可以互相交换的，而不是
只看物品的数量。

第四，在多样化的付款方式中发展
学生“数感”。买东西要付钱，1 元以内
的人民币可以买些什么，这与学生的生
活息息相关。学生领会在购物中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付款方式，注重了付款
方法的多样化，培养了思维的灵活性。
这个过程中，让学生体验数学与生活的
密切联系，会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
问题。

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能力，整个
购物活动除了要围绕1元可以怎么付钱、
怎么找钱，还应该有买几元几角的物品
可以怎么付钱、怎么找钱。这对拓展学
生的思维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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