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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课实录

喜欢苏霍姆林斯基，想做一名

像他一样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和教学智慧的好老师。常读他的

名言，看他的著作，尝试着像他一

样去爱学生，爱自己的事业。

一次在三年级（3）班上《灯泡

亮了》一课，我发给每组学生一节

电池、一个小灯泡、一个开关、几根

导线，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使小灯泡

亮起来。学生开始分组讨论、实

验，我走下讲台观察。

几分钟过去了，这时从一个小

组传来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孩子们

高兴地说：“老师，我们成功了！”我

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夸他们“真

棒”！不一会儿，又有几个小组的

小灯泡也成功亮起来，孩子们都非

常兴奋。这时，一个孩子向我报

告：“老师，我们组长哭了。”我连忙

走到他们小组，只见组长郝子欣趴

在实验桌上哭得很伤心。我问其

他同学：“怎么了？”孩子们告诉我，

他们的电路连好了，可是小灯泡就

是不亮，组长急得哭了。我帮组长

擦了擦眼泪，温和地说：“是不是看

着别的小组灯泡都亮了，自己有些

着急？”“嗯。”孩子委屈地点了点

头。“没关系，不要灰心，来，我们看

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安慰道，然

后和他们小组的学生一起检查组

装的电路。孩子们把每一个接线

头都拽开认真检查，很快就发现有

一段导线的一端铜丝没有露出来，

大家直接把外面的塑料皮连在了

电池的夹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啊！”郝子欣的脸上显得轻松了一

些。我拿起剪刀帮孩子们剪好导

线，使铜丝露出来一部分。郝子欣

连忙把导线接好，“哇！亮了！亮

了！”孩子们高兴地欢呼起来。郝

子欣也兴奋得拍起了巴掌。

汇报展示的时候，我让郝子欣

端着他们小组组装的电路给大家

汇报。她详细向大家介绍了他们

的具体做法，以及在实验中遇到的

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汇报完毕，我

对学生说：“同学们，一开始他们的

小灯泡没亮，郝子欣同学都难过得

哭了。从这一点上看，她是一位多

么认真、多么有责任感的组长，我

建议大家把掌声送给她。”孩子们

马上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接着说：“后来，在老师、同

学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小组找出了

灯泡不亮的原因，最终实验成功

了。我建议大家为他们小组这种

不怕困难、团结合作的精神再次鼓

掌！”只见郝子欣极力控制着自己

的激动，泪汪汪的眼睛里盈满了笑

意。看到学生笑了，我好像也得到

了莫大的奖赏。

事情还没有结束，我接着问郝

子欣：“通过刚才实验由失败到成

功的过程，你有什么问题吗？”她迫

不及待地说：“老师，我刚才就想

问，为什么连上塑料皮小灯泡不

亮，连上里面的铜丝就亮了呢？”我

刚想开口，女孩又忙不迭地说：“老

师，我知道了，是不是塑料不导电，

铜丝导电啊？”“猜得很有道理，到

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这就是我

们下节课要研究的内容，相信大家

下节课会有更精彩的发现。”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回想起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的话：“儿童

信任你，因为你是教师、导师和人

性的榜样。你必须严格、坚决地关

心儿童，毫不妥协地反对我们的教

育工作中那种对儿童漠不关心、冷

酷无情的现象。”在学生的科学探

究过程中，随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

难，这不仅要求教师亲身介入并认

真观察学生的科学探究活动，随时

掌握他们在活动中所取得的进展、

面临的困难和出现的问题，还要对

活动的状况及时作出判断，并决定

应当采取的指导策略。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宁市任

城区李营中心小学）

当灯泡亮起
□ 李 芳

学生学习经典诗歌，教师进行诗

歌教学，字词是需要解决的第一关。

这里所指的字词教学，主要指经典诗

歌字词背后的字理、炼字、音韵、意象

和典故等的教学。

经典诗歌在语言词汇上与其他文

体有明显的不同，凝练含蓄，意象隽

永。同时，经典诗歌是诗人遣词造句、

精心推敲的语言精华，具有丰富的历

史意蕴和诗歌意象等。课堂上，教师

要引导学生学习理解诗歌关键字词，

尝试解读诗歌意象、典故等，这不仅是

解读诗歌的必经之路，也是传承和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

小学诗教中的字词教学，大致涵

盖关键字的字理、音韵、意象、典故等

内容。

辨析字理。“字理，也就是汉字的

构字理据和组成规律”。经典诗歌中

的“识字”教学，如果仅仅是根据注释，

或查询词典中的义项，容易陷入枯燥

的境地。在教学实践中，对于经典诗

歌的关键字词，教师可以从引导学生

感受、探究字理切入。这样既符合汉

语言的基本规律，也符合小学生形象

直观的认知方式。而解析诗歌中关键

字的字理，有助于让学生在小学阶段

以生动形象的方式理解古诗中字词的

本义。例如“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

花无处寻”（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

如果仅仅是联系注释，或者检索词典

来理解“走”这个关键字的字义，难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能充分展

现经典诗歌的美。教学中，建议教师

出示“走”字的金文“ ”，让学生观察

字形，能形象地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字

原本指的就是甩动双臂快速向前跑动

的人。如果依据此义，引导学生联系

生活情境想象诗歌中蕴含的生动画

面，自然水到渠成。

推敲字义。古诗文中的语言非常

凝练。诗人创作诗歌，历来有“炼字”

等传统，如贾岛和韩愈关于“推敲”的

典故，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绿”字的

确定过程等。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

通过辨认字形、联系诗作、比照意义等

方法，体会关键词的准确、形象、生动，

是诗教中字词教学的重要内容。例如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高鼎《村居》），“醉”字很传神。“醉”是

形声字，“酉”为形旁，是酒坛的意思，

“卒”表声音，原意是指一个人酒喝多

了，醉了。教师可以启发学生想象，此

处还可以用什么词来替换（比如舞、

摆、和）？为何作者把在春风中的杨

柳，用“醉”来形容？通过比较、联系生

活经验，引导学生感受杨柳沉醉在美

妙的春风中，随风摇曳，仿佛在欣赏美

妙春光的画面，融识字、说话、审美教

学为一体。

体味音韵。诗歌原本是用来吟唱

的。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也是声音的

艺术。《尚书尧典》有言“诗言志，歌咏

言，声依永，律和声”，杜甫有诗云“新

诗改罢自长吟”，声音为表达情感的本

原。小学诗教视野下的诗歌音韵，建

议从学生的身心特点出发，适当关注

平仄、押韵、叠词、象声等方面的内容，

以期引导学生更好感受古典诗歌的

美。“声音之美，著于重言与双声叠

韵”。生活中师生耳熟能详的古诗词，

以及入选统编教材中的古诗词作品，

叠词和双声叠韵的例子极多：“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客

载机。我心伤悲，莫知我艰”……在经

典诗词、对联或成语中，双声叠韵词也

很多：参差、芳菲、黄昏属于双声；缤

纷、徘徊属于叠韵。“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就运用的双声词

“清浅”“黄昏”，增益诗歌的美。又如

古典诗词中的象声，杜甫的诗“无边落

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萧萧

下’状落叶声，‘滚滚来’状江声皆妙”

以造成与描绘的景物相类似的听觉效

果，使读书如临其境，产生共鸣。教学

中，建议教师展开多种形式的朗读，让

学生在反复诵读和比较的过程中感受

诗歌的音韵美。

体验意象。经典诗歌中的语言，

不少沿用了前代诗人的语言材料，逐

步形成了相对稳定而又特殊的诗歌

语言。这些语言穿越历史长河，形成

了特定的诗歌意象。而体味、欣赏诗

歌中的意象，是小学诗词教学的难

点。例如，“杨柳”这个意象。“杨柳”

一词一般与离别有关。其一，古代有

折柳送别的习俗，因为“柳”与“留”谐

音；其二，古代笛曲中有《折杨柳》，曲

调伤感。通过类比、想象等方法，学

生比较容易能感受到“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中的“杨柳”，蕴

含春意盎然、生机勃发的早春景象；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杨柳东风树，

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

多”蕴含依依惜别之情；“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蕴含思归之

意；“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

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

人”“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等作品中的“杨柳”意象，容易引发读

者关于离愁别绪的联想。

了解典故。经典诗歌中的一些典

故一般都有一个较早的源头，由此规

定了基本的文化意蕴和含义，并为历

代诗人所沿用。可以这样说，用典故

是古代诗文的惯例。例如张籍诗作

《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

意万重”，此处的“秋风”典故，源于《晋

书·张翰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

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

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乎！’”“洛阳城里见秋风”，此处的秋

风，即言因秋风起而起挂冠归去之

意。又如，李白的诗作《早发白帝城》

三峡猿鸣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后

世的“断肠”典故多源于此，用来表达

哀伤、忧愁等情感。对比之下，此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却充满欢欣鼓舞的情绪，艺术手法上

的创新，与李白此前在流放途中遇赦

而还的心境两相映照，这个典故的反

用，可成为解读此诗的钥匙。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广济中心

小学校长）

教学背景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限于课件与

学案，学生对平移只停留于浅层认

识，没能熟练掌握。因此，本节课以

人教版七年级下册教材中拓展探索

中的题目为基准，对平移的应用进行

剖析并归纳为三种情况，精选出近年

来中考的相关题目，尝试运用数学活

动课型，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让图

形“动”起来，帮助学生在运动变化的

过程中理解并运用图形不变的几何

性质，形成并积累这些数学活动经

验，为后续轴对称、旋转等相似学习

提供范例。

教学实录

1. 情境引入，感知平移

（教师用课件展示平移的动图，

学生欣赏动图，图略）

师：这几幅图片展示了图形的哪

种变化？

生：平移。

师：你还见过哪些平移现象？

生：电梯的运动，推拉门……

师：很好！那你能用肢体展示一

种平移运动吗？

（学生展示）

师：大家的展示真棒，让老师发

现了生活中更多的平移现象。通过

这两个活动，你能说说对平移的理

解吗？

生1：平移不改变图形的形状和

大小，只改变图形的位置。

生2：平移是由平移的方向和距

离决定的。

生 3：图 形 平 移 的 实 质 是 将 图

形上所有点按同一方向移动同样的

距离。

师：同学们对平移的学习有了一

定的基础。

2. 活动探究，运用平移

活动1：巧算周长，化零为整

师：平移是一种图形变化，它的

应用非常广泛，今天我们通过数学活

动在平移的天地里一起探秘。请看

活动1：

（2013·岳阳中考题）夏季荷花盛

开，为了便于游客领略“人从桥上过，

如在河中行”的美好意境，某景点拟

在如图 1 所示的矩形荷塘上架设小

桥。若荷塘周长为 280 米，且桥宽忽

略不计，则小桥总长为 米。

图1

图2

A B

O

图3

师：同学们，我们每个小组的小白

板上都有用磁力纸贴好的图1模型，请

大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交流，运

用平移的知识完成本活动。

生1：我们把所有水平方向的小

桥平移到矩形的顶部，把所有竖直方

向的小桥平移到矩形的左部，发现所

有小桥长度之和是矩形周长的一半。

师：非常好！从他的回答中，你

们学到了哪些数学思想或方法？

生2：当各个线段的长度之和不

容易直接计算时，可以通过平移法把

这些线段拼接起来，实现化零为整，

运用的是整体思想。

（教师在黑板的左右两边分别板

书：“巧算周长”“整体思想”。接着，

用课件出示变式1）

变式1：如图3，在直角三角形AOB

的斜边AB上有5个小直角三角形，已

知大直角三角形的周长为60厘米，这5

个小直角三角形的周长为 。

生3：与刚才活动 1 的思路一样，

把小直角三角形所有同一方向的直

角边都平移到大直角三角形相应的

边上就可以了。

生4：运用平移法，把分散的线段

都拼接起来，就容易算出它们的和了。

师：是的。平移不仅是图形的一

种变化，还是一种巧妙的解题方法，

能实现化零为整，在求解面积时同样

也有很大的优势。

活动2：巧算面积，化繁为简

（2002·河北中考题）图形的操作

过程：如图 4，已知一个长为 a、宽为 b

的长方形，在图 4-①中，将线段 A1A2

向右平移 1 个单位到 B1B2，得到封闭

图形 A1A2B2B1（即阴影部分）；在图 4-

②中，将折线 A1A2A3 向右平移 1 个单

位 到 B1B2B3，得 到 封 闭 图 形

A1A2A3B3B2B1（即阴影部分）。

（1）在图 4-③中，请你画一条有

两个折点的折线，同样向右平移 1 个

单位，从而得到一个封闭图形，并用

斜线画出阴影。

（2）请你分别写出上述三个图形

中除去阴影部分后剩余部分的面积：

S1= ，S2= ，S3=

联想与探索：如图4-④在一块矩

形草地上，有一条弯曲的柏油小路（小

路任何地方的水平宽度都是 1 个单

位），请你猜想空白部分表示的草地面

积是多少，并说明你的猜想是正确的。

师：图 4-①中，线段 A1A2的平移

方向和距离分别是什么？

生 1：线段 A1A2 向右平移了 1 个

单位。

师：你们能计算出图4-①中空白

部分的面积S1吗？

生2：根据平移的性质，可以知道

四边形 A1A2B2B1 是平行四边形，它的

面积是b，总面积是ab，所以S1=ab-b。

师：你运用了平移的性质解决问

题，很好，还有其他思路吗？

生3：我把右边空白的部分向左

平移 1 个单位，刚好与左边空白部分

组成了一个新的长方形，如图5，它的

长为（a-1），宽为b，面积为ab-b。

图5

生4：老师，平移前后图形不是全

等的吗？为什么阴影部分却是从原

来的平行四边形变成后来右边的长

方形呢？

师：同学们，每组的桌面上有图

中的各个纸板模型，请大家对纸板模

型进行平移操作、拼接组合，看看有

什么发现？

生5：老师，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发

现，平移的对象是图4-①中右边空白

部分，它的形状没有发生变化，符合

“平移前后图形全等”这个性质。阴

影部分不是平移对象，它的形状发生

改变是可以的，但它的面积不变，也

就是说，图4-①中阴影部分的面积与

图5中右边的面积是相等的。

师：这两个面积为什么相等，能

解释一下吗？

生5：图4-①中，阴影部分的面积

等于总面积减去空白部分的面积，图

5中右边长方形的面积也是总面积减

去空白部分的面积。

生6：我们小组在探究过程中发

现，图4-①至图4-④这4幅图右边空

白的部分平移后，总能与左边空白部

分组成长方形，最后得到的全都是图

5。所以每幅图的阴影部分面积都能

转化到图5中右边长方形的面积。

师：同学们的思考很有价值！能

小结一下刚才的收获吗？

生7：当某些图形的面积不容易

直接计算时，可以通过平移法把这些

图形组合成一个易于计算的图形，实

现化繁为简，体现了转化思想。

（教师在黑板的左右两边分别板

书：“巧算面积”“整体思想”。接着，

出示变式2）

变式 2：（2010 秋·江苏宝应中考

题）如图6是一块长方形草坪，长是16

米，宽是10米，中间有两条小路，一条

是长方形，一条是平行四边形，那么

有草部分（阴影部分）的面积有多大？

2

10

16

2

图6

师：图6中，有草部分的面积有多

大呢？

生8：跟例 2 类似，先把右边部分

的草地向左移，与左边的部分拼合起

来，再把下边的部分与上边的部分拼

合起来，组成了一个长方形，长是14，

宽是8，面积是112。

师：你能举一反三，真棒！

3. 活动总结，内化平移

师：今天我们运用平移的知识进

行了几项数学活动探究，大家有哪些

收获？

生1：平移除了是一种图形变化，

还是一种巧妙的方法，尤其在求解周

长和面积时。

生2：平移法运用的重点是了解

平移的对象、性质、方向和距离。

……

师：大家总结得非常到位，希望

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多迁

移、多反思。

教学反思

本节课围绕“平移性质的迁移与

应用”这个主题展开，设置几个数学活

动，运用几种不同的学具分别从计算

周长、求解面积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渗透了“化零为整”“化繁为简”的数学

思想，从简单到复杂，层层递进，把学

生的思维引向深入。

整节课，活泼有趣的情境引入、循

序渐进的活动探究、简明精准的方法总

结，让学生的探究活动渐入佳境。更为

难得的是，每当学生遇到挑战性的问题

或碰到疑难困惑时，教师不是直接告知

答案，而是引导学生通过动手操作来自

主思考，促进了学生知识的迁移与应

用，促进了深度学习的发生。

（作者单位系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课事

课堂策

以字词教学展现经典诗歌之美

走进图形平移的探究世界
□ 林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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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铁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