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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19年1月9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观课笔记

我们成了故事里的“我”
□ 齐 刚

•教学背景

情绪伴随着人的成长过程，小

学中年级学生已经具有比较丰富的

情绪体验，也能够比较明确地分辨

自己的喜怒哀乐，但他们对情绪的

调控能力还比较弱，在遇到不良情

绪时，往往不明白应该怎样合理地

控制和调节情绪。课堂上，教师只

有让学生掌握缓解压力、调节情绪

的方法，才能消除消极情绪，保持积

极情绪，乐观地面对生活。

本节课通过各种形式的游戏和

真实情境的设定，让学生明白各种

情绪都是正常的，彼此间是可以转

化的。学生在活动中学习转化情绪

的途径，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从

而学会管理情绪。

•教学实录

体验情绪，厘清积极情
绪和消极情绪

➡体验情绪

师：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跟着情绪跳跳跳》。不同格子上的奖

惩不同，先到达终点的队伍获胜。

师：男女生大PK，赢的队伍每个

同学都得到10个乐学币。男生队谁

想来掷色子，女生队谁想来？再请两

个人帮忙跳步数（发步数牌）。

（游戏开始前）

师（采访要掷色子的学生）：马

上就要掷色子了，现在心情怎么样？

生（女）：很紧张。

师：你的心情我理解，想为自己

队争光。

生（男）：兴奋，激动。

师：好，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

（男女生分组掷色子，并根据点数

跳步，最终女生队获胜。）

师：冠军产生了，我们把掌声送

给获胜的女生队。

师：这时，你的心情怎么样（采

访两位掷色子的学生）？

生（男）：郁闷，明明已经快走到

终点了，被赶超了。

师：没关系，这只是一个游戏。

生（女）：激动，我们队成了冠军。

师：团队的其他同学，说说你们

刚才的心情？

生1：我很生气，老师没叫到我玩。

生2：我很紧张，怕我们队输了。

师：孩子们，我们刚刚提到的紧

张、激动、遗憾的心理感受都叫作情

绪（板贴：情绪）。

➡区别消极与积极情绪

师：我们再仔细看看游戏布上

的情绪词，有什么发现？

生：绿色格子的都是好情绪，红

色格子的都是不好的情绪。

师：眼睛真亮！就像同学们所

说，红色代表不愉快的情绪，我们称

为消极情绪；绿色代表愉快的情绪，

我们称为积极情绪（板贴：消极情

绪、积极情绪）。

感知情绪，明晰想法可
以调控情绪

➡情境体验：“红灯绿灯亮起来”

师：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事，会

产生许多不同的情绪，有积极情绪，有

消极情绪。接下来的游戏，会带我们

体验到这两类不同的情绪。每个人的

桌上都有一个红灯，一个绿灯。课前，

我让大家通过微信 APP做了问卷调

查，老师也整理出一些大家经常遇到

的烦恼。当大屏幕上出现某个烦恼，

当老师说“红灯绿灯亮起来”时，你们

就举起能表现自己情绪的那盏灯。

1.我早上去上学，在学校门口摔

了一跤，皮擦破了。

师：几乎都是红灯，遇到这样的

事是挺令人生气的。你亮的是红

灯，说说你的心情。

生1：我很生气，真倒霉，好好的

走路会摔着了。

生2：伤心，摔得好疼，上不了体

育课了。

2.好不容易攒够了乐学币，可以

抽奖了，非常想抽到一等奖，可是只

抽到了三等奖。

师：你们一个绿灯亮了，一个红

灯亮了，什么原因？

生1：至少还有三等奖，不是什

么都没有。

师：有总比没有好，你懂得知足

常乐。

生2：运气不好，总是抽不到一

等奖。

师：游戏玩到这，你有什么发现？

生3：有时候遇到同一件事，心

情会不同。

师：是的，面对同样的烦恼，有

时候大家的情绪反应不太一样（板

书：同一烦恼，不同情绪）。

➡个案解决分析

师：老师今天上午也遇到了一

件烦心事，衣服被桌角勾破了。我

又伤心又生气，心情亮起了红灯。

突然我想起有一个宝贝——快乐

“密语”，当我使用它时，也就是“凡

事往好的方面想”，很快我就摆脱了

消极情绪，开开心心地来给你们上

课啦（板贴：凡事往好的方面想）。

师：按照这句话，我做了快乐

卡，当把快乐卡补充完整时，我的心

情发生了变化。猜猜看，我在快乐

卡上填了什么？4人小组讨论。

（小组合作）

师：讨论都非常激烈，哪个小组

先来分享一下？

生1：幸亏刮破的只是衣服。

师：身体不受伤最重要。

生2：可以提高一下你的缝纫技术。

师：我的缝纫技术是不好，是得

练练。

师：听了你们的想法，我的心情

也由红灯变成了绿灯。我的快乐卡

是这么填的（课件呈现：1. 幸亏刮破

的不是我自己。2.旧的不去，新的不

来）。那么，同样都是衣服破了，是

什么使我们的情绪发生了变化？

生：因为我们换了角度去想这

件事。

师：正如你所说，改变了想法就改

变了心情（板贴：改变想法，改变心情）。

回归情境，改变想法，
改变情绪

师：再看看这几个烦恼，找出开

始你亮红灯的，想想怎么可以改变

自己的心情？挑选一个，将我们自

己的快乐卡补充完整。（播放背景音

乐）谁愿意分享下？

生1：（在学校门口摔了一跤）我

很开心，幸好没摔骨折。

师：嗯，只是皮外伤。

生2：（抽到了三等奖）我抽到了

最想要的修正带。

师：对，选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最

重要。

手写锦囊，找到属于自
己的最佳“密语”

师：今天，大家初步学会了“凡

事 往 好 的 方 面 想 ”这 一 快 乐“ 密

语”。在你们伤心、郁闷、生气的时

候，除了往好的方面想，还可以通

过哪些办法让自己摆脱烦恼？4 人

一组讨论，把讨论结果写在你们的

锦囊袋上。

（播放轻音乐，学生书写完成）

师：谁 来 分 享 一 下 你 们 组 的

“密语”？

生：听音乐。

师：音乐会使人放松心情——

做自己喜欢的事（师板贴：做自己喜

欢的事；生板贴：听音乐）。

相机生成板书：

做自己喜欢的事：跑步、看课外

书、看电视、踢足球、看搞笑视频。

情绪宣泄：找人倾诉、哭、相互

交流、开怀大笑。

冷静法：深呼吸……

师：这些方法真不错，都可以让

我们的心情变好，其实这些都是改

变情绪的快乐“密语”（板贴：快乐

“密语”）。

感受快乐，传递快乐情绪

师：同学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找到适合自己的快乐“密语”，当我

们熟练使用它后，就会向着快乐出

发（播放《向快乐出发》，学生跟随音

乐唱歌、跳舞）。

师：我们不能左右天气，却可以

改变自己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在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使用属于自己

的快乐“密语”让自己变得更快乐。

最后，老师也想告诉你们，情绪是会

互相影响的，你快乐了，你身边的人

也会更快乐（板贴：将快乐传递给身

边的每一个人）。

•教学反思

小学四年级学生有一定的认知

水平，但情绪容易波动，所以这节课

以情绪管理为主线，课堂设计一些

活动让学生了解并掌握情绪调节的

方法。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在于让学

生明白想法是左右自己情绪的关

键，学会改变消极想法，从而调节自

己的情绪。

课堂中，“情绪红绿灯”的游戏

是重点，先从学生的感性认识着手，

让学生在情境中表达自己的情绪，

再从理性的角度，寻找情绪管理的

办法。接着，教师通过解决自身的

一个烦恼，顺势引出改变消积情绪

的方法——使用快乐“密语”。快乐

卡的出现，将知识点与生活紧密联

系，抽象的方法可以具体化地应用

到另一个创新点。这时再回归先前

游戏中设定的情境，让学生学会运

用“改变想法”这一快乐“密语”。

综合整节课，教师选取的相关

事例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容易引

起共鸣。同时，教师注重引导，让

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始终

抱着中立的态度，不对学生的情绪

进行评判。在活动设计中，教师更

充分考虑到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

学 生 都 有 机 会 参 与 ，个 个 都 有 体

验，每个人都在讨论中献计献策，

积极反馈、分享。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致远

外国语小学）

情绪红绿灯 快乐寻“密语”
□ 赵 雯

好课实录

课堂进入了有趣的识字环节，出现

了“嘻”字，旁边还有一张小女孩笑嘻嘻

的图片。我问道：“同学们，这个小女孩

在干什么呀？”

嘉木笑着说：“她正笑嘻嘻地看着

我们！”

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表情，也是最

动听的“语言”。孩子们需要笑，他们也

喜欢笑，教师也要时刻将爱笑这种品质

进行传递。于是，我继续问：“哦，小女

孩为什么笑嘻嘻呢？”

有的学生说：“她今天得到了老

师的表扬。”有的学生说：“她吃到了

好吃的。”还有的学生说：“她考试得

了 100 分。”

“大家的回答真有意思！上学期我

们在语文乐园七里学习拟人句时，还说

到了小鱼在小溪里干什么呀？”没想到

一向沉默的奕萱突然说了出来：“小鱼

在小溪里嬉戏！”是啊，我顺势在黑板上

写下了“嘻”和“嬉”。

“这两个字，还挺容易弄混淆呢！

不过不用担心，学习就要善于归纳和总

结。咱们今天就来归纳一下，你还知道

哪些读音是 xī 的生字呢？”学生们的

大脑开始快速转动，一下子说出来了十

几个。

“同学们，瞧！夕阳西下，小鱼在小

溪里快乐地嬉戏，老师希望你们每天也

能笑嘻嘻！”我边说边画，迅速构成了一

幅画。当大家都沉浸在画面中时，小叶

突然说：“老师，我发现我们班还有两个

同学的名字里面有 xī，就是峻熙和曦

文。”“哈，谁能把这两个xī加进去，说

几句话呢？”我继续说。

“小书虫”贻宁说：“夕阳西下，小

鱼在小溪里快乐地嬉戏，溪边种着西

瓜，峻熙和曦文在笑嘻嘻地吃西瓜。”

一听到同学的名字在画面里，大家都

乐开了花。希蕊按捺不住了，连忙说：

“老师，那里应该还有许多动物吧。上

周我去动物园玩，看到了火烈鸟、金丝

猴、大熊猫呢！”我也激动地说：“是啊，

大熊猫、丹顶鹤是我国的稀有动物，我

们要珍惜它们！”学生们眼睛睁得大大

的，直点头。

爱问问题的孟诚有疑惑了：“老

师，为什么这些动物叫稀有动物呢？”

我说：“稀有动物也叫濒危动物，比如

大熊猫，随着森林大量砍伐、人类随意

捕捉、环境污染等，大熊猫面临着灭绝

的危险。”“是啊，是啊！”一些平日里

“见多识广”的小家伙立刻接上了茬。

于是，我给学生讲起了海拔 2000 米高

的可可西里曾经成群结队生活着美丽

的藏羚羊，谈起了产于长江中下游流

域的白鳍豚……我对学生们说：“夕阳

西下，小溪像一条白色的飘带，叮咚叮

咚地唱着歌，流向远方。几条小鱼在

小溪里嬉戏，几只丹顶鹤在说着悄悄

话，几头白鳍豚在打水仗……不远处，

大熊猫在林间快乐地吃竹子。208 班

的同学正大声叫着，我们要珍惜现在

的一切，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你们说

对不对？”

“对！珍惜现在，保护环境！”学生

们大声齐呼。

“同学们，我提议，现在拿出你们

的画笔，展开想象，描绘出刚才咱们

讨论的画面，并配上更多含有 xī 的

生字。”

“太棒啦！”学生们欢呼起来。只

见，有的学生描绘出 208 班的郊游图，

有的学生画了人与动物的漫画，有的学

生画了一颗大大的爱心……他们的脸

上都是“笑嘻嘻”的。此刻，我相信学生

都知道“小女孩为什么是笑嘻嘻”的了，

因为她看到了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看

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看到了祖国未来

的希望。

这节课虽然规定的教学任务没有

完成，但我觉得这时间“浪费”得值。

我们教育学生，最终不是让他们只掌

握机械的知识和在这个社会生存的本

领，更多的是要给他们一种全人类共

同的“爱”的意识，学会微笑，学会观察

生活，学会爱。而这只需要教师将课

堂还给学生，运用绘画、语言、心理等

技术，充实语文课的内容，用智慧的爱

浇灌他们。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光谷第

一小学）

一次，我在江苏省常州市局前

街小学听了教师许嫣娜执教的一节

小学二年级绘本课《纸马》。课堂上

精彩的师生互动与生成，以及最终

实现的文本重构，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许嫣娜用自己独特的语

言和精湛的教学艺术引导学生通过

对绘本的听、讲、演、创等活动，让学

生产生了代入感，逐步参与到故事

之中，变成故事中的“我”。课堂上，

师生的重新诠释和创编让学生深刻

理解了《纸马》的情感基调，使学生

共同体会“我”的悲伤和快乐。

猜情节，让学生走进故事。精彩

的课堂导入之后，许嫣娜展示了《纸

马》的封面，让学生说说发现了什么？

学生纷纷回答：“故事发生在冬天”“故

事中有枯树，还有骑马的人”“还有枯

树下的两个人”……听完学生的回答，

许嫣娜进一步引导：“同学们，猜一猜

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关系是怎样的？这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封面的处

理，激发起学生学习和探究的兴趣，让

学生更加期待故事到底讲了什么，不

知不觉在猜测中走进故事。

巧引导，让学生更具同理心。接

着，许嫣娜带领学生学习《纸马》第一

页：“……已经是除夕，爸爸妈妈还没

有回来。”就在学生聚精会神准备听

完故事的时候，许嫣娜开始发问：

“除夕大家会干什么呢？”学生纷纷

表示：“贴窗花”“放鞭炮”“打雪仗”

“看冰雕”……许嫣娜总结：“大家都

很快乐，与家人在一起无论做什么

都是美好的。”就这样，在师生的问

与答中，《纸马》中趴在窗前盼望爸

爸妈妈归来的“我”内心的孤独、期

盼和焦虑，与现在学生除夕的幸福

和快乐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嫣娜的

引导，使学生更能通过换位思考的

方式体会“我”的心情，让学生越来

越沉浸在故事之中，开始读懂《纸

马》的情感基调。

创故事，我们和“我”融为一

体。这节课最为精彩之处，就是许

嫣娜带领学生和《纸马》中的“我”进

行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师生与“我”

融为一体，变成了故事中的人物。

在教学过程中，许嫣娜通过对话时

机的把握和对话情境的设计，实现

了教师、学生与“我”的思维碰撞，产

生了最美的生成。

故事开始，呈现“我”站在窗前望

眼欲穿等待爸爸妈妈回家的画面时，

许嫣娜增设了奶奶和小胖都劝“我”不

要再等的话题，让学生进入故事中。

师：（读）“那一年下了很大的

雪，厚厚的一场雪盖住了道路。已

经是除夕，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

现在你就是故事里趴在窗户上向外

张望的“我”。

师：天亮了，孩子，你为什么起

得那么早呀？

生：因为我很想念爸爸妈妈，我

想让他们快点回来陪我过年。

师：很快到了中午。奶奶说：孩

子，过来吃饭吧，别看了。

生：不，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

我还要等。

师：到了下午，隔壁的小胖来找

你玩。

生：不，我不想玩，我要等爸爸

妈妈回来。

师：夜幕降临了，奶奶怎么劝你都

不肯睡觉。奶奶说：别看了，别看了，爸

爸妈妈估计明早就回来了，你就先睡吧。

生：不，我要等他们回来。

在这段情境对话中，学生化身

故事中的“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

“我”盼望爸爸妈妈归来的心情，师

生对文本的补白和再创造让《纸马》

更加鲜活和丰富，让学生的思维跟

着“我”盼望着爸爸妈妈回来，成功

地让学生走进故事。

故事讲到“我”临睡前的时候，

许嫣娜又和学生进行了对话，话题

是“要对小纸马说什么”。“纸马呀

纸马，你要聚精会神，一秒钟也不

能走神啊！”“纸马呀纸马，如果爸

爸妈妈回来了，你可一定要立刻把

我叫醒啊！”学生们的回答说明，他

们已经开始走进了“我”的内心。

最高潮的部分就是结尾的设计，

“我推开门，太阳出来了，雪也化了，

爸爸妈妈回来了！”绘本故事到这里

就讲完了，但许嫣娜的课并没有结

束。她这样问：“爸爸妈妈回来了，

‘我’应该怎么做？”“只允许做一个动

作，你会做什么？”学生情感的积累在

这个时候体现了出来，回答让人拍案

叫绝，“抱”“奔”“亲”“笑”等精彩回答

从学生嘴里蹦出。突然，有个学生说

出了“哭”，许嫣娜马上评价：“你真正

走进故事里了……‘我’等了整整一

天，这个时候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任

凭泪水往下流……”

由于课堂时间关系，许嫣娜的

课至此并没有再继续下去，与她往

常的课相比少了一些时代感。而绘

本课也应该让学生读懂时代，读懂

人物的背景。如果许嫣娜继续讲下

去，让学生去猜“我”的爸爸妈妈为

什么到除夕还不回来，学生也许能

体会到爸爸妈妈可能是外出务工，

一年才能见一次，那样就会把“我”

盼望父母归来、夜半梦醒不见父母

归，以及父母归来后的喜悦等情感

体会得更加深刻，就会让这节绘本

课更加充满张力和感染力。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临

淄区教研室）

小女孩
为什么笑嘻嘻？

□ 李亚婷

课事

中 国 教 育 之 两
大需要：一为发达学
生之自创心；一为强
学生之遵从纪律心。

——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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