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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现代课堂2019年5月1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庆生小学是一所村小，全校 5 个

年级37名学生、10名教师。为了让山

里娃享受和城里学生同等的优质教

育，今年春天，庆生小学报名参加了

“互加计划——美丽乡村网络公益课

程”。从此，“彩虹花晨读”吻醒山里娃

的清晨，“互联网+”教育送来了乡村

教育变革的春天。

一个周三的早晨，五年级的 9 个

学生想在网络“彩虹花晨读”课中上麦

展示，让全世界听到他们最美的朗读

声音。于是，他们早早来到教室，有的

学生布置黑板，有的学生打开一体机，

熟练地进入“彩虹花晨读”群……晨读

课如期开始，班长抢到上麦机会的一

刹那，班主任和 9 个学生兴奋地抱在

一起，他们的欢呼声吸引来了校长，校

长知晓原因后立刻喊来音乐老师、体

育老师和邻班的班主任，于是，5位教

师帮助9个学生上麦朗读诗歌的故事

拉开序幕。

班主任配合线上老师的讲授帮助

9 个学生进一步理解古诗，逐一指导

学生朗读；体育老师把自己家的摄像

头和麦克风拿来，与校长一起安装调

试；音乐老师重点指导学生朗读时的

表情和肢体动作；邻班的班主任负责

拍照、录视频，用手机记录下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精彩瞬间。7点50分，9个学

生开始上麦朗读，他们的脸上看不到

一丝山里娃的自卑胆怯，他们饱含感

情的声音中充满自信。在这一刻，他

们朗读的《春夜喜雨》随着一根网线翻

过高山、越过河流，飞到祖国各地，这

声音带着山里娃的梦想越飞越高、越

飞越远。

晨读课后，一个学生以“我们的声

音最美”为题，写下他终身难忘的“5+

9”组团抢麦经历，教师在办公室夸奖

9 个学生完美表现的同时，对网络双

师课堂赞不绝口，全校学生奔走相告

五年级上网朗读诗歌的新闻，瞬间传

遍小山村的家家户户。

一次晨读抢麦经历为何让学生终

身难忘？为何让教师兴奋不已？为何

让整个学校、整个村子沸腾？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抢麦，这次抢

麦催生了乡村课堂教与学模式的变

革，搭起了乡村与城市“共享教育”的

快车道，这是一次“互联网+”教育的

创新行动。“互加计划——美丽乡村网

络公益课程”通过一根网线、一台电

脑、一张线上线下融合的大课表，破解

乡村学校教师不足、课程匮乏、教学缺

乏活力的难题。村小和教学点的孩子

在没有围墙的网络课堂里不仅可以参

加“彩虹花晨读”，还可以上科学、书

法、外教英语、KT足球、生命教育等课

程，山里娃有了全国各地的同学，变得

更好奇、更兴奋、更开朗、更乐学，他们

心中有了诗和远方。这种网络直播课

堂让乡村教师找到了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的突破口，坚定了他们

振兴乡村教育的信心。

脚步不曾到达的地方，网络率先

抵达。“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

媒体，学生对网络直播课程充满好

奇，渴望在线分享、表达、传播，当“彩

虹花晨读”直播课程把乡村的学生与

城市的学生无缝对接后，他们组成新

的网络学习共同体，学生在参与、体

验、合作和分享中让学习真正发生

了。“互加计划”向乡村教育的深井下

打了光，放下梯子，让长期困于井里

的师生看到了乡村教育的光明和未

来，唤醒师生转变教与学方式、推动

乡村教育变革的责任心，它给乡村教

育带来机遇与挑战，正在悄然推动一

场“乡村教育革命”。

“5+9”组团抢麦的故事，引发每

一位教育人的深度思考，新时代我们

必须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重新思考

学校、学生、教师、课程，重新思考知

识、技术、空间、场景、方式，重新思考

教育……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通化县教师

进修学校）

“5+9”组团抢麦

引发的思考

□ 李彩霞

课事

生活是写作的根本，是写作的源

泉。学生要写好作文，就需要从多姿

多彩的生活出发，充分利用生活教育

资源，观察、体验、感悟，不断开阔视

野、增长见识、积累素材。语文教师则

从中引导、助力，在生活的大天地里引

领学生走向写作的大世界。

培养观察能力，使之言之有形。

素材是写作的源头活水，学生有了充

足的写作素材，才能在写作时词如泉

涌。而现实中许多学生常常感到无内

容可写，绞尽脑汁写出来的文章也多

空洞呆板，长篇大论泛泛而谈，缺乏实

际的内容。究其原因,是学生没有留

心观察、积累好素材，所以很难写出言

之有物、品质兼美的文章。

因此，我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

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留心观察，做到

“先观察，后写作”，每节课之前都会让

学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大家分享。

路边一棵风雨中的小树，学生看

到了它的坚强；马路上助人为乐的小

女孩，学生看到了她的美德；老师的一

句关怀，学生体会到了温暖……留心

观察生活，让学生的习作变得语言朴

实、真挚、动人。

丰富课外阅读，使之言之有物。

许多时候，我们对课外阅读只是片面

理解、功利要求，在引导学生购买和阅

读课外书时也多是要求作文辅导类的

书籍，很少支持学生阅读更多更丰富

的好作品。其实，真正优秀的文学作

品、有品质的经典书籍，更能帮助学生

获取灵感，提升语言应用能力。比如，

在一次四年级作文教学中，学生要学

写想象作文、科幻故事，在学习完相关

写作技巧后，我结合课外阅读开展教

学，给学生播放科幻电影，让学生从电

影中获取写作灵感；推荐英国科幻作

家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之类的科幻类

相关书籍，使学生在阅读中打开思维，

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同时，课外阅读能够帮助学生积

累更多写作素材，我们鼓励学生在进

行课外阅读时多做笔记，把优美的语

句抄录下来，便于用到日后的写作过

程中；多写即时的感悟和心得，提升思

考的能力；甚至模仿经典的片段写作，

锻炼语言的应用和把控能力。如此一

来，在相关主题的作文写作中，既可以

综合应用平时积累的优美语句，也可

以模仿、创写独立风格的片段，完成有

特色的作文写作。

重视讲评修改，使之言之有底。

“文章不厌百回改，反复推敲佳句

来。”作文是写出来的，写作文的能力

是改出来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提出：“要引导学生通过自改和互

改，取长补短，促进互相了解和合作，

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古今中外许多

文学家，都十分重视文章的“修改”和

锤炼。鲁迅先生不仅主张作文要多

写，还主张多改。他在《我怎样做起

小说来》一文中说：“我做完后，总要

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

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这强调的

就是文章修改的重要性。小学生的

习作要从修改的内容、修改的步骤、

修改的方式等方面引导，培养学生的

作文修改能力。例如，以作文讲评课

为平台，师生共同评改作文，选取几

篇有代表性的优秀作文和相对一般

的作文，从文章的内容、选材，字、词、

句、段等方面研究修改，一看习作是

否紧扣要求，立意如何，选材是否恰

当；二看语言运用是否得当，素材引

用是否贴切；三看有无错别字、病句

和用错的标点，把作文内容写具体、

完整没有。

总之，语文教师要当好学生写作

的引路人，让学生在写作的起跑线上

感受到精彩，体会到乐趣，引领学生轻

松迈入写作的天地。

（作者单位系宁夏固原市原州区

第十二小学）

•教学背景

学生学习数学概念一般要经过

从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的

过渡。在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联系

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前概念知识，运用

各种直观因素，让学生借助充分的感

性材料，发现、总结一类事物的一般

特征和本质特征，从而辅助其建构抽

象的数学概念。学生在一年级下册

的学习中已经认识过三角形，也通过

四年级上册的学习知道垂直的概念

和平行四边形、梯形的高。人教版数

学四年级下册《三角形的认识》一课

着重通过“操作—辨析—共识—判

断”的课堂形式，引导学生进行数学

概念建构，深刻理解概念的本质，发

展数学抽象、直观想象、转化思想等

核心素养内涵。

•课堂实录

情境导入

师：首先我们来欣赏一组图片，

仔细观察你能从图片中看到三角

形吗？

（出示图片：古埃及的金字塔、现

代的建筑物、起重机、巨大的钢架桥）

生1：金字塔的外面是三角形，高

架桥中有许多三角形。

生2：建筑物的屋顶是三角形，起

重机固定的支架是三角形。

师：原来生活中存在着这么多

三角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三

角形。

三角形的概念

师（板书“三角形的认识”）：看到

三角形三个字，你想研究三角形的哪

些内容？

生1：三角形有哪些特征？

生2：什么样的图形叫作三角形？

生3：三角形的高指的是什么？

师：同学们提的问题非常有价

值！现在我们就先来解决什么是三

角形，请大家用小棒拼一拼或者在本

子上画一画，创造一个三角形吧！

（学生动手“创造”三角形）

师：现在请一个小老师介绍一下

自己是如何创造三角形的。

生1：我将 3 根小棒连起来拼成

了一个三角形。

生2：我在本子上画了 3 条连起

来的线段，就画好三角形了。

师：不管拼一拼还是画一画，我

们都用到了什么？

生（齐答）：3条线段。

师：那么大家观察一下，本来每

条线段有2个端点，3条线段应该有6

个端点，但为什么大家创造的三角形

只有3个端点了呢？

生3：因为每相邻两条线段的端

点相连。

师：现在你能结合刚才创造三角

形的过程说一说什么是三角形吗？

生4：三条线段组成的图形叫做

三角形。

生5：我觉得除了三条线段，这三

条线段还必须首尾相连围成。

师：说得很好，像这样三条线段

围成的图形叫作三角形。

师（课件演示）：在课前做的练习

中，我们也一起判断了什么样的图形

是三角形，老师对同学们的判断结果

做了一个统计，请看大屏幕。现在你

能运用刚学的知识来解决一下吗（见

上图）？

师：最后一个图形有这么多人发

生分歧，现在你更支持哪个观点？为

什么？

生6：最后一个图形的三条线段

没有首尾相连围成，所以不是三角

形……

师：认识了三角形后，谁愿意根

据自学成果分享一下自己标注出的

三角形各部分的名称。

生 7：三角形有三个顶点、三条

边、三个角。

生8：三角形还可以用字母来表

示，“△ABC”。

生9：三角形还有“高”和“底”。

三角形的高

师：同学们在自学过程中都提到

了三角形的高，老师这里有一个三角

形，它的高在哪里？谁能指一指？

生1（边说边比划）：三角形的中

间画一条垂直的线。

生2：从三角形的顶点到一条边

垂直。

师：那就请同学们尝试着画出三

角形的高，想一想，你准备怎么画，用

什么工具？

生1：量角器。

生2：三角尺。

（学生上黑板展示画高的过程）

师：这位同学画高的过程介绍非

常完整……老师也将画三角形高的

方法做成了一个微课，我们一起来欣

赏一下：先找准三角形的顶点A和对

边 BC，用三角尺的一条直角边与三

角形的一条边重合，另一条直角边慢

慢平移到顶点，然后画一条垂直线

段，作上直角标志，AD就是三角形的

高，高一般画成虚线，BC就是三角形

的底。

师：同学们，看清楚了吗？你能

将我们刚才介绍的画高方法用简短

的话语归纳一下吗？

生3：重合底与一条直角边，移动

量角器重合顶点与另一条直角边，画

一条垂直线段，标上直角标志。

生4：一合二移三画四标。

师：这个画高的方法有没有给你

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在前面学

习哪个知识中也用到过？

生5：画垂线段。

生6：过直线外一点作这条直线

的垂直线段。

师：按照这个方法，给它再围上

两条线段就变成了画三角形的高了。

生7：原来我们学习的知识之间

竟然有这么神奇的联系！

师：结合刚才画高的过程，同桌

交流一下什么是三角形的高。

生8：从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到它

的对边作一条垂线，顶点和垂足之间

的线段叫作三角形的高，这条对边叫

作三角形的底。

生9：我觉得三角形的顶点到它

的对边的垂直线段就是三角形的高。

师：现在我将这个三角形旋转了

一下，你还能找到BC底边上的高吗？

生 10：我在心中去掉了 AB 和

AC 两条边，就跟过直线外一点画这

条直线的垂线方法一样。

师：那如果我再旋转一下，你还

能找到吗？

生11：还是找到顶点 A，向对边

作一条垂直线段。

师：通过这几次三角形的位置变

化，你有什么发现吗？

生 12：不管三角形的位置怎么

变，只要从顶点 A 向对边 BC 作一条

垂直线段，就是三角形的高。

生 13：不管三角形位置如何摆

放，只要是从三角形的顶点出发，向

对边作的这条垂直线段就是三角形

的高……

师：我们找到了BC边上的高，那

你觉得这个三角形只有这一条高

吗？先思考一下。

生14：我认为是1条。

生15：不对，我认为有 3 条，3 条

边就有3条。

生16：我想补充，因为三角形有

3 个顶点和 3 条对边，从一个顶点就

能向对边作一条高，所以三角形就有

3条高。

师（课件补充完整 3 组高和底）：

现在有了这么多的高和底，你还分得

清哪条高和底相对应吗？

生17：高和底是一组一组地出现

的，一条底对应着一条高。

师：那就请你画出练习纸中指定

边上的高吧。（故意地）我找不到这个

直角三角形的高在哪里！

生18：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

是 底 ，另 外 一 条 直 角 边 是 它 对 应

的高。

师：这个钝角三角形的高在哪

里呢？

生19：它的高只要任意画一条垂

直线段就好了。

生20：不对，这条底的高应该从

对面的顶点出发作它的垂直线段，只

是这条高“跑”到三角形的外面去了。

师：你形容得真贴切！

感悟特殊的高

师：同学们，真了不起，我们都能

顺利地找到三角形中的高了。请同

学们仔细看，老师这里还有一个三角

形，我把这个三角形放在两条平行线

之间，现在如果让这个顶点A沿着这

条平行线跑动，请同学们想象一下，

会发生什么情况？

生1：三角形的形状会发生变化。

生2：三角形的面积变了。

生3：三角形的高会左右移动，有

可能会跑到外面去。

师：和你们的猜测一样吗？现在

我要慢慢移动顶点，请你们仔细观察

三角形的高，它的位置发生了什么变

化吗？高从外面到里面会经过哪个

地方？

生4：原来三角形的高不仅可以

在三角形的里面，还可以在三角形的

外面。

生5：三角形的高有时还会和它

的一条边重合。

生6：三角形的底不变，高的位置

会随着顶点的位置变化而变化。

（关于三角形的研究继续深入下

去）……

•课后反思

着手起点：在备课之前，我对本

校四年级学生进行过三角形概念的

前测，发现大部分学生都是从三角形

的组成和特性去定义三角形的概念，

缺乏合乎逻辑地对三角形的概念进

行定义。教材中是采用发生式定义

方式介绍三角形的概念，而学生没有

经历过概念定义的发生过程，自然无

法形成正确的三角形概念定义。因

此在教学中，我特别重视三角形概念

的发生过程，通过拼一拼、画一画三

角形等数学活动，让学生在操作感悟

中得出三角形概念的定义，实现概念

的有效建构。

着力难点：学生在形成三角形高

概念的过程中容易受到非本质属性

的影响，因此需要教师通过教学行

为，引导学生对概念本质的关注，凸

显数学概念的本质内涵。所以课堂

中我先让学生在头脑中想象三角形

高的形成过程，然后经过三角形不断

旋转，让学生认识到无论三角形的位

置如何变化，高就是从顶点出发到对

边的一条垂线段，真正厘清三角形高

的本质，从而建立三角形高的概念。

随后借助几何画板移动，让学生直观

地看到三角形顶点和高是同步移动

的，从而认识和感知特殊的高。

着眼结点：三角形高的理解掌握

过程需要对三角形“三条边、三个顶

点、三个角”的基本特征与“高”的概

念之间建立相应的联系，并认识到与

其他图形不同，三角形的高需要画在

三个特定的位置，故三角形的“底”和

“高”规定为3组，这样就能形成知识

的整体性，最终形成完整的概念建

构。而三角形的高的前概念就是四

年级画垂线，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

有意识地将画三角形高这个新概念

纳入到学生已有的概念结构中。教

学中，我将画垂线与画高方法的结

合，就更好地将学生所学的“概念点”

织成“概念网”，构建出画高的模型。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北仑

区小港实验学校）

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走进奇妙的三角形世界

好课实录

□ 胡天波

课堂策 以生活为底 让写作有法 □ 刘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