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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18年7月1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课堂细节成就学生必备品格
□丁善辉

观课笔记

指纹画中有大天地
□王思衍

期末，我被学校推荐参加当地

中心学校举办的全镇青年教师“教

学比武”，刚刚进入教师角色不久的

我，自然十分重视这样的机会。我

精心准备了一堂美术课，带领学生

用指纹印画。课后，我对课堂做了

一些回顾和反思。

美术课堂就好比一个乐园，要

让学生乐在其中，需要以学生为主

体，注重其在学习过程中的探究和

体验。

然而，美术课要想真正上好，没

有那么容易。无论是课前的精心准

备，还是教学中课堂的情境创设、多

样评价，以及课后的反思等一个都

不能少，需要教师下功夫进行思考、

推敲。

为了让课堂更有氛围，我在课

前准备了一个有趣的手指操，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讲课之前，我先要明白指纹

是怎样形成的，有什么样的特点，指

纹都分为哪些类型等等。这些不能

只靠临时抱佛脚，更重要的是教师

的长期积累，这样才能将其转化为

自身的一种文化修养，由心而发。

课堂上，教学是重点，许多问

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我一直

在思考：课堂教学的有组织性与小

组合作学习可能会出现的无序性

的矛盾。

学生不仅要完成指纹印画，而

且要根据画编一个故事。几个学生

凑在一起共同创作，每个人脑海中

的故事都不一样，难免会各抒己见，

势必会造成“混乱”。但我认为，学

生在这样的“乱”中通过交流最终达

成一致，是很有价值的。

课堂必须要有秩序，但一味地

整齐、安静，往往会抹杀学生自由

发展的天性，限制他们的创造力。

怎 样 才 能 使 秩 序 与 动 态 性 兼 顾

呢？这就要求教师在组织教学上

收放自如，既要做到不放纵，又要

做到不压制。

在指纹印画教学中，我并不直

接告诉学生创作的方法，而是以任

务组织教学。在任务履行过程中，

以参与、体验、互动、交流、合作的学

习方式，充分解放学生自身的认知

能力，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在实践

中感知、认识、应用指纹印画的方

法，在“做”中学，在“用”中学。

我给学生布置了两个任务，并

提出明确的要求。学生对任务本身

很清楚，但是对于要求并没有表现

出太多的在意。于是，我花时间向

学生讲解要求，保证每个人都能参

与创作，又强调了合作学习的方式

与纪律。同时说明如果不符合要求

将会受到“惩罚”，比如没收作画工

具、取消展示资格等。明确了要求

后，我还在学生创作的过程中多次

提醒，保证课堂的秩序和效率。

当然，在课堂教学中同样存在

需要改进之处。例如，我还可以尝

试采用更为开放的教学内容，可以

借助一些外部资源，引导学生走向

自然、走向村落，投身于五彩缤纷的

校外生活，让学生在不同的学习氛

围中学习知识。

如果我们能在广袤无垠的田

野、村庄等环境中带领学生学习美

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主动学

习的能力以及在生活中发现美、表

现美的能力。无论他们将来是否会

远走他乡，只要心中有家乡的风景，

走到哪里都会是个温暖的人。

其实，无论是一年级还是六年

级，美术课的学习最重要的目的是

通过美术教学活动唤醒学生对于生

活的热爱。我给美术下了一个定

义：在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的艺

术。同时，鼓励学生保持对周围世

界的好奇，能够在平凡生活中看见

美好，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支教，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教育，是一场筚路蓝缕、披荆斩

棘的征程。希望我们的这场征程，

长路漫漫、终有回转，余味悠长、终

有回甘。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安化县奎

溪镇木榴完全小学）

近年来，在基于核心素养背景的

课堂教学影响下，学科教学与传统教

学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我们欣喜

地看到，课堂教学中人文、民主、平等

的对话，师生在共同探究中体验到成

功与快乐。但是，当我们以发展学生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眼光观察学

生学科活动核心素养目标达成状态

时，会发现学科教学活动中，一些诸

如“重知识轻品格”“重能力轻品行”

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我们能认真

审视这些环节，关注活动细节，学科

教学活动将更加完善。

实验操作——获得知识重
要，探究的精神品格更重要

小学阶段的科学课程是以培养

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的启蒙课程之

一，而学生科学素养的建构需要在具

体的实践中积淀，不可简单地理解为

探究科学知识的过程。课堂上，教师

应引导学生在自主实践活动中感受

科学的魅力，形成积极的科学态度。

一节小学四年级的科学课上，授

课内容是“探究摩擦力”的秘密。当

执教教师把几组实验的仪器、材料呈

现给小组，组织关于“摩擦力的大小

与哪些因素有关”的探索时，学生非

常兴奋，组长分工，组员各自进行操

作，并记录下数据。在小组进行“木

块在物体表面移动摩擦力大小与什

么有关”的实验时，小组长用计力器

插住小木块在桌面上匀速一拉，记下

了计力器的读数；然后把教师事先提

供的润滑油倾倒在桌面上，再把小木

块按在上面，用计力器勾住一拉，记

下了读数。

在巡视课堂时我们发现，每个小

组的做法大致相同，都是就“桌”取

材，完成了实验任务，得出了相关结

论。在接下来的探究“物体摩擦力的

大小与接触面积的关系”实验中，几

个小组的学生取出事先用橡皮泥做

成的重量相同的立方体、圆柱体和圆

锥体，同时放置于装有洗洁精的烧杯

中，观察谁坠落得速度快。结论不明

显的小组，一些学生都伸出小手捞起

了几个物体，实验继续进行，用于实

验操作的镊子被丢在一边，小手代替

了实验操作的器材。

从这节科学课教师预设的环节

来看，在知识探究方面做得很到位，

特别是学生在实验操作过程中，探究

知识的强烈欲望以及获得成功体验

的快乐。然而，当我们目睹学生把润

滑油倾倒在桌面上，当学生的小手伸

进烧杯中的洗洁精时，看到的不应该

是赞赏，而应该是痛心。在科学实验

过程中，当学生缺乏严谨认真的实验

精神，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不管是

润滑油还是洗洁精，当学生在科学实

验、探究的过程中，其属性已经发生

了根本变化——从具有生活意义的

用品变成实验中的化学药品。因此，

从学生必备品格培养和促进学生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我们不得不认真审

视学生在操作、实验过程中看似“小

动作”的不规范行为，它折射出学生

在实践过程中的随意性。

科学实验的过程经历不仅仅是

为了获得某个结论，学生规范的操作

过程、严谨的探究态度、科学的研究

意识和实事求是的探究品格更为重

要，因为这正是每一个学生健康持续

发展的基础。作为教师，应该引导学

生以科学、规范的操作方式进行实

验，完善科学课堂。

成长展示——展现自我重
要，尊重的情怀品质更重要

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审美情趣

是学科活动过程中关于学生人文底

蕴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文

情怀的形成不是空泛的说教和概念

化的认识，必须在具体的学科活动情

境中予以引导和熏陶。

在一堂课题为《明天，我们毕业》

的语文研讨课上，当执教教师让学生

带着对文本的理解，结合亲身体会读

出自己的感受时，点了平时不太喜欢

发言的一个学生朗读。这个学生饱

含深情地读完了相关段落，但其他学

生点评时，没有一个人给予赞赏。只

见那个学生满脸通红，希望再给他一

次机会，并流下了眼泪。

这个学生的表现，似乎在诉说着

学科活动过程中生生交往不和谐的

一面。众所周知，课堂教学尤其是语

文课堂教学，追求“听、说、读、写、语、

逻、修、文”双基训练目标的达成，教

师在预设中也关注这些任务的落

实。然而，在双基训练过程中，教师

不应只关注读写知识的领会，还应关

注生生互相尊重、彼此欣赏的人文情

怀的形成。

在学科活动中，学生学习的机会

是均等的，因个体差异导致收获不均等

是正常现象。因此，当教师在引导学生

展示自我对某一环节的领会程度时，获

得机会的学生一定是竭力呈现其成功

的一面，以期得到教师、同学们的认可，

体现本节课自我成长的价值，但是失去

展示机会的学生内心是复杂的。在这

些情绪的影响下，课堂上学生评出的不

是“流畅”而是“结巴”，不是“正确”而是

“错误”，教师也因此错失了引领学生形

成人文情怀的最佳时机。

问题作答——获得结论重
要，独特的思维方式更重要

仔细审视我们的数学课堂教学

现状，会发现教师重结论的现象依

旧严重。正是由于追求结论的唯一

性，导致只要课堂上有一个学生答

出某一结论，教师要么肯定说“是”，

要么质疑“是吗？”直到追根寻底找

到最正确的结论方可心安。新课改

倡导“关注过程”，什么样的过程？

就教学而言，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

正确的结论，而是以一些练习作为

载体、范例，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实

验、猜测、验证、推理、交流，在思辨

的过程中养成严密的思维、规范的

逻辑推理习惯，能够主动捕捉信息，

形成富有个性的学习和富有创意的

思维品质。

一位教师在教学“20 以内进位

加法”时，一改以往只是把“凑十法”

的思想渗透给学生的做法。教师出

示“9+5”的小卡片，让学生思考“怎

样才能得到它的答案？”学生经过思

考后进行了交流，答案都是“14”。

有的学生是先把 9记在心里，往后再

数 5 个，就是 14 了；有的学生是先把

9 看成 10，这样 10 加 5 等于 15，再减

去刚才多加的 1；有的学生说 9 加 4

等于13，所以9加5就是14了。

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这个知

识点并不难，很容易就可以学会。

然而在执教教师引导下，学生这样

开放式的思维过程就显得十分亮

眼，教师并没有为了让学生记住“9+

5”等于 14 这样的答案，刻意说明如

何用“凑十法”来得出正确结论。课

堂上，教师带领学生呈现思维的过

程，体现思维的多样性，展现学生个

性化的学习素质和思维品质。在民

主、平等的活动氛围中，激发了学生

的积极思维和创造才能，激活了学

生的活动意识、问题意识、探究意识

和个性化解决问题的能力。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

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

神世界中，这种需要尤为强烈。这

也正是学科活动关注学生学会学

习、实践创新等核心素养培育的价

值所在。基于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学

科活动，不能简单理解为知识的建

构和技能形成的过程，教师应站在

学生可持续发展、终身发展的高度，

重视学生相关必备品格的培养，引

领学生养成良好的个性品质。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盐城市大

丰区教师发展中心）

（教材安排两课时，因学生已在

课前利用洋葱数学自主预习了平行

四边形、发现平行四边形的性质、证

明平行四边形的性质，现将两课时内

容合并为一课时）

师：同学们好，回忆一下我们前

面学习三角形的时候，研究图形的一

般过程是什么？

生（齐声）：定 义 、性 质 、判 定 、

证明。

师（板书）：证明是吗？最后一个

是应用。但是还有一个小插曲，性

质后面有时还会有一个推论。那对

于一个图形，我们主要研究的因素

有哪些？

生（齐声）：角、边，特殊线段、相

关线段。

师（板书）：还有吗？

生（齐声）：对称性。

师（板书）：对，还有一个对称性。

那么平行四边形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

基本图形，这节课我们就来说说平行

四边形的定义和性质。通过洋葱数

学的预习，我想问大家，平行四边形

的定义是什么？

生1：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

形是平行四边形。

师：定义中含有的逻辑关系是什

么？结合图形来说说。（幻灯片放出

平行四边形ABCD）

生1：因为AB平行于CD, AD平

行于 CB，所以四边形 ABCD 是平行

四边形。

师：定义完了之后，我们再回想

一下平行四边形的性质有哪些？

生2：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然后两

组对边也分别相等。

师：我觉得这里有些问题，你听

出什么矛盾了吗？

生2：在平行四边形内两组对边

分别平行，两组对边分别相等。

师：对，前提是平行四边形，为什

么平行四边形的对边是相等的呢？

你怎么证明？

生2：连对角线 AC，证明两个三

角形全等。

师：（放出连接好对角线 AC、BD

的图形）证明哪两个三角形全等？通

过什么证明全等？

生2：三角形ACD和三角形ACB

全等，通过角边角可以证明，因为平

行四边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所以对

角线AC的两组内错角相等。

师：我们通过证明三角形全等，

可以得到平行四边形对边相等的性

质。那平行四边形还有其他性质吗？

生3：在平行四边形中，两组对角

分别相等。

师：能说说为什么吗？

生3：就是证完三角形全等以后，

根据全等三角形的性质可以推论。

师：那么，除了证明三角形全等

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放出无对

角线的四边形ABCD）

生3：那就直接用两组对边分别

平行的条件，因为角B和角C互补，角

C和角D互补，所以角B和角C相等。

师：这是根据什么得到的？

生3：平行线的同旁内角互补。

师：好的，边说了，角说了，平行

四边形还有一个性质是什么呢？

生4：它的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

师：这句话的逻辑是什么？因为

什么？所以什么？（放出有对角线的

四边形ABCD）

生 4：因为三角形 AOB 全等于

COD，所以 DO 和 BO 相等，AO 和

CO相等。

生 5：因为 AO 等于 CO，BO 等

于 DO，所以四边形 ABCD 是平行四

边形。

生6：要证明对角线互相平分，就

是要证明三角形 AOB全等于三角形

COD。

生7：因为四边形 ABCD 为平行

四边形，所以AO等于CO。

师：大家说得都很好。（点名生8）

绕了一圈，你认为谁最能回答我刚才

的问题？刚才其他同学通过证明三

角形全等就能够对角线互相平分。

但他们所说的全等，是证明哪两个三

角形相等？

生8：证明三角形AOB和三角形

COD全等。

师：怎么证明？

生8：因为四边形 ABCD 是平行

四边形，所以 AB 平行且等于 CD，加

上两组内错角相等，可以用角边角证

明三角形AOB和三角形COD全等。

师：关于平行四边形的性质，我

们先说这么多，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

收获吗？

生9：研究平行四边形性质的时

候，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以前学过的

知识，比如把它切成三角形，然后再

通过平行和证明三角形全等的方法

进行推论。

师：说得很好，他提到的把平行

四边形切成学过的图形，就是转化成

三角形，通过全等来证明。我们想

想，边、角是不是都全等？就是把四

边形通过三角形全等来解决了。

（接着，进行概念检测及综合应

用题型练习）……

教师反思：平行四边形内容安排

在相交线、平行线以及三角形内容

后，学生初步学习了用直观感知、操

作确认和演绎推理的方法研究图形。

因为学生有过课前预习，从平行

四边形的定义出发, 探索并证明其性

质和判定。类比等腰三角形的研究，

进一步提出平行四边形的研究视角：

研究平行四边形变化下边、角、对角线

的稳定位置关系和数量关系，通过这

种系统类比，希望能让学生体会几何

学习的前后连贯、逻辑一致，并体会推

理几何研究图形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课堂策

基于信息化的
翻转课堂

执教内容：平行四边形的性质（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十八章） 执教教师：北京中学 申海东

好课实录

王玉起（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原数学教研员，北京市数学学科带头人、中考命题专家）：申海东的这

节课采用“先学后教”的翻转课堂模式，在教学中类比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的学习过程，归纳几何学习的基本方

法，从三角形的几何基本元素性质推导到平行四边形的性质，知识结构建立和延续非常流畅。

“先学后教”的课上，教师承担什么角色？申海东做了很好的示范：用简单的问题加深学生对基础概念的理

解，用综合的问题帮助学生建立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同时不断回顾洋葱数学视频中的片段，让预习和课堂成为

一个整体。

信息技术在这堂课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借助洋葱数学，学生在课前完成了基本内容的自学，申海东在课

堂上不断回顾，把自学和课堂环节打通，同时结合学生情况对知识进行深度加工。预习时，让学生通过图形的

位置变化来观察特征，既节省了时间，也丰富了学生对图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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