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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玉梅

单元起始课的创新处理
——以《分数的意义和性质》为例

不懂就问，是良好的学习习惯，也

是促进学习真正发生的必经之路。课

堂上，有的学生能大胆说出“这个我不

懂”；有的学生没有真正懂，却以为懂

了；还有的学生不懂装懂。

一次，教《田忌赛马》一课时，我

用三种方式解决了学生的“我不懂”。

预设出学生的“我不懂”。《田忌

赛马》一课中，有个要求会写的生字

“赢”。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学生很

容易写错这个字。一些教师都用最

直白的方法指导学生记住“亡口月贝

凡”。我发现与赢相近的字有“羸、

臝、嬴、鸁、蠃、驘”，推断出赢由两部

分组成，但不知道这两部分的意思以

及字的本来意思。于是上网查“象形

字典”，制作了相关课件。

课堂上，我问学生：“赢由几部分

组成？”所有学生都不假思索地说：

“五部分，亡口月贝凡。”我突然神秘

地说：“赢由两部分组成。”学生很惊

讶。我随即给学生演示了赢的演变

过程，并告诉学生左边这个字表示

“多桨的龙舟”，一排桨演变成了凡，

龙口演变成了月，龙头演变成了亡和

口，并讲解了赢本来的意思——划着

龙舟去海里拾贝，结果满载而归。学

生不仅感兴趣，还加深了对赢的理解

和识记，同时激发了对汉字文化的喜

爱之情。

鼓励学生大胆说出“我不懂”。

《田忌赛马》一课词语表中有几个词

语要求理解：“赏识、脚力、胸有成竹、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出谋划策、引

荐”，我又增加了“门客、不动声色”，

要求学生课前查词典理解。上课时，

我先检查预习情况：“课前，大家都查

过词典了，有没有哪个词语查过词典

还不懂？”课堂突然安静下来，没有人

举手。我又说：“不懂就问是良好的

学习习惯，不能不懂装懂。”这时有人

举手了：“老师，门客我还不太懂，他

跟奴仆有什么区别？”我立即表扬：

“这个问题问得好，有没有人知道？”

我看没有人举手，又说：“既然不懂，

为什么不问呢？”我立即给学生讲解：

门客主要作为主人的谋士保镖而发

挥其作用，他们不干苦力活，平时也

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主人需要他

们办什么事时，才给他们安排工作。

倾听出学生的“我不懂”。倾听

是课堂教学中的核心活动，倾听儿

童的声音是教学实践的基点，教师

应该从学生的言说中倾听出学生的

“我不懂”。

《田忌赛马》是一篇历史故事，我

先让学生阅读赛马的过程，也就是课

文的 10-13自然段，读完了再用连线

的方式把齐威王和田忌的对阵图标

画出来。我巡视了一遍，所有学生的

连线都是正确的。我让一个学生站

起来说说赛马的过程，学生说：“第一

场，齐威王用上等马对田忌的下等

马。”我立即打住，让他再说一遍，并

提醒所有学生认真倾听：“他这样说

对吗？”其他学生看了看书，发现与书

上说的不一样。另一个学生立即纠

正：“田忌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

马。”我追问：“这两种说法一样吗？”

几乎没有一个学生发言。

看似简单的赛马过程用语言表

述，学生就出错了。看来，学生没有

真正懂。于是我进行引导：“齐威王

知不知道田忌出下等马？田忌知不

知道齐威王出上等马？田忌怎么知

道的？”学生一一回答。我告诉学

生：“齐威王不知道田忌出下等马，

而田忌知道齐威王出上等马，只能

说田忌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

马，颠倒了词语的顺序意思就不一

样了。”

课接近尾声，我抛出问题让大家

讨论：“孙膑怎么会想到这种办法

的？”我没有让学生直接讨论、回答，

而是让学生拿出学习单，“连一连，看

看双方有几种对阵图，并分析胜败情

况”。有的学生很快就能画出双方的

6 种对阵图，也有一部分学生只能画

出几种，看来需要同伴的帮助。我让

学生4人小组交流讨论，探究、分析6

种对阵图的胜败情况。同时也深入

部分小组，倾听学生的交流，与学生

一起探究。

有个学生说：“齐威王的上等马

对田忌的上等马，齐威王赢。”还有学

生说：“齐威王的上等马对田忌的上

等马，平局。”持这两种观点的学生不

在少数。看来，学生没有真正弄懂孙

膑为什么用这个办法赢得齐威王

的。我启发学生思考：“齐威王的上

等马对田忌的上等马，结果究竟如

何？好好想想。”有个学生说：“不好

说，有可能齐威王赢，有可能田忌

赢。”我说：“对，一切皆有可能，因为

当双方的马脚力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就要看比赛时的发挥和运气。”经过

大家的合作、探究、讨论，学生终于弄

懂了孙膑的思维过程。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兴化市边城学校）

当学生提出当学生提出““我不懂我不懂””

单元起始课，是运用结构化思维

引导学生系统规划单元知识学习进

程的一节课，在整个单元学习中起到

统领性作用。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大

多是按照教材编排进行课时授课，很

少考虑教材为什么这样编排，这样编

排的目的是什么。反观学生学习时

也是跟着老师在走，至于为什么要学

习这些知识，如何学习这些知识，知

识之间有没有联系等问题更是极少

考虑。如此背景之下，就出现了大部

分教师教的糊涂，大部分学生学的糊

涂，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而

单元起始课的有效设计和实施恰好

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整个单元

呈现“总—分—总”的教学架构，单元

起始课为整个单元的学习提供了相

关背景、基本问题、知识框架、学习路

径和应用价值。那么，如何有效进行

单元起始课的教学设计呢？本文以

《分数的意义和性质》为例，讨论单元

起始课的有效设计和实施策略。

明晰学生的学习起点

单元起始课的教学应当结合学

生的认知基础和心理特点形成整体

思维。因此，明晰学生的学习起点

至关重要，而学情前测是一种非常

有效的方法。本单元前测内容：你

知道“分数”怎么来的？你认为“分

数”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呢？关于分

数，你还有哪些困惑，或者还想研究

哪些问题呢？根据问题，教师结合

前测对学生的认知、理解水平进行

统计分析。

通过测评与统计分析，可以发

现学生能够初步知道分数的由来，

但是对于分数是一种什么样的数理

解存在问题；学生能够理解分数具

有数的基本属性，可以进行运算。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学生的学习起

点为初步知道分数是一种数，理解

难点是分数的意义。

确定单元学习标准

1. 通过纵向和横向分析确定单

元教学核心目标。

纵向分析是指通过知识的前后

关联，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学生

从三年级开始学习分数，已经初步

知道了分数是一个新数，是基于分

一个物体而产生的，能够表示具体

的数量。

横向分析是指，对比五年级不

同版本的教材，基于课程标准，进

一步细化教学目标。比如本单元

我参考了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

版、青岛版四个版本的教材，教材

的目标都涵盖了以下内容：基于分

数的产生进一步理解分数的意义；

理解分数与除法的关系；理解真分

数、假分数和带分数的意义并能进

行互化；理解分数的基本性质并能

应用解决问题。因此，单元核心目

标为：在分物、度量、计算中进一步

理解分数的意义。

2. 结合教学核心目标，确定单元

基本问题。

通过前测和对单元核心目标的

分析，单元起始课设计了三个教学探

究活动。

◆一号探究

请小组长将小球（5个）平均分给

小组的其他成员（4人）。

通过分小球，发现了哪些有关分

数的知识？

再思考：针对发现的知识，有什

么新的问题提出？

◆二号探究

以小组为单位，利用手中的“尺

子”（无刻度）测量彩带的长度（不能

整分）并进行记录，针对结果交流后

展示。

思考：你在测量的过程中遇到了

哪些困难？是如何解决的？

再思考：通过探究，你有什么新

的发现或新的问题？

◆三号探究

计算下面各题

8÷4= 1÷2=

3÷5= 7÷3=

通过计算，有什么发现或问题吗？

以上三个教学活动的实施，不在

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旨在通过测量、

分物、计算让学生理解分数是怎么来

的，初步感知分数是一个怎样的数。

通过操作、探究、辩论促使学生提出

问题，明晰本单元基本问题为：分数

从哪里来的？分数是一个怎样的

数？分数有什么作用？

3. 基于课程标准和单元基本问

题，确定单元学习标准。

基于以上分析，学生对分数意义

的理解需要从产生分数的现实背景

出发，以“分物”为起点理解部分与整

体的关系，再通过“度量”进一步理解

“比率”的内涵，最后从运算角度理解

分数“商”的意义，让分数与整数、小

数建立联系，最终达到对分数作为

“数”的本质理解。

因此，理解分数三种意义的内涵

是本单元的核心目标，结合教学目标

和基本问题确定学习标准（见上表）。

明晰单元结构

基于单元学习标准及学生学习

起点，对于本单元的学习可以预设学

习路径，让学生明晰单元结构。

首先，理解“部分与整体”的意

义。通过分物或度量，理解分的是一

个“物体”或多个“物体”。我们把一

个“物体”或多个“物体”看作一个整

体，这个整体数学上用单位“1”表

示。利用数线、集合等不同模型理解

等分单位“1”得到的是总份数，而分

数表示的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一

种“比率”。结合分数单位的理解，通

过不断累加顺势学习假分数和带分

数的意义及互化。

其次，理解“商”的意义。利用知

识迁移，从平均分的除法情境入手，

通过除法计算，商从整数到分数，借

助实物理解分数与除法的关系。知

道解决除法问题时，分数同整数和小

数一样，都可以表示一种结果。在一

定情况下分数表示的结果更加精确，

同时进一步延伸到分数的另外一种

附加理解，即表示求一个数是另一个

数的几分之几。

最后，知识迁移，形成新知。结

合分数、除法、商三者之间的关系，利

用旧知迁移和探究，形成对分数基本

性质的理解。结合对分数基本性质

的应用，进一步理解分数的内涵。

如此一来，本单元的学习内容与

知识间的关联，学生也就产生了基本

的架构，对学习的感知和知识整体的

建构也就初步形成了。

单元起始课，作为单元学习的开

篇，往往对该单元后续教学起着开启

和引领的作用。单元起始课教学设

计是基于单元的“整体建构”，不在于

解决实际问题，重要的是进行数学教

学的创新处理。通过单元起始课的

实施，教师可以让学生感知单元的基

本问题，明晰单元的基本学习路径，

初步了解单元的学习标准。在这些

基础上，产生学习本单元知识的子问

题、明晰学习路径、初步形成学习策

略和方法、做好学习准备。虽然单元

起始课在学生的思考和疑问中结束，

但也是一个单元学习的开始，能够让

学生明晰自己的学习起点、准确了解

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向，从以往的被动

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并进行知识的

有机融合，形成新的知识，产生新的

理解，进而促进学习真正的发生。

单元起始课的有效实施，能够起

到从关注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的转化，

真正落实核心素养，实现学科育人。

（作者单位分别系山东省潍坊市北

海学校、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教体局）

唐诗宋词是传统文化的瑰宝，

诗词集语言美与情理美、韵律美与

意境美、音乐美与绘画美于一身。

鉴赏经典诗词，弘扬传统文化精

髓，有利于提高文化素养及鉴赏能

力。教学中，我运用诗词赏析法，

引领学生赏读经典。下面以《七

律·长征》为例阐述。

“知”——知人论世。孟子在

《孟子·万章下》中认为，作品与作

家的思想及时代背景关系密切。

知其人、论其世，了解写作背景及

作者思想，才能准确把握作品的

思想。

只有了解诗人及写作背景，才

能真正读懂诗词的内涵。只有了

解长征的艰难历程，才能感悟到红

军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

“增”——把诗读“厚”。诗词

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怎

样把诗词读“厚”？给诗词增肥减

瘦，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呈现

一幅幅精彩的画面，给人别样的

美感。

想象画面，填补留白。“金沙水

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为何

而暖？为何而寒？这是诗人为读

者留白。发掘教材内涵，深入历史

背景，在挖掘中补白。红军“声东

击西”“调虎离山”，不用一兵一卒，

巧夺金沙江，这是“暖”；敌人用凶

残的手段，掀开泸定桥上的木板，

红军在枪林弹雨中飞夺泸定桥，这

是“寒”。想象补白，还原历史，让

诗意立体丰厚。

增肥减瘦，改诗成词。把诗

《七律·长征》改编成词《长相思·长

征》：“远征难，只等闲，万水千山横

阻挡，生死两相依。腾细浪，走泥

丸 ，五岭乌蒙磅礴山 ，翻山若无

奇。云崖暖，铁索寒，金沙水拍大

渡桥，涉水抢先机。千里雪，尽开

颜 ，跨过岷山终年雪 ，三军过后

喜。”一首美诗，瞬间变成一首绝妙

好词。改编赏读，别有一番风味。

古今贯通，故事欣赏。把这首

诗改编成故事：1934年开始了二万

五千里长征。红军不怕远征的艰

难，把历经千山万水的艰难困苦看

作是平常的事。更欣喜的是翻过

皑皑白雪的岷山，红军个个笑逐颜

开。1935年10月长征胜利。

一个荡气回肠的战争故事，毛

泽东仅仅用了 56 个字就写出长征

的艰难历程与红军的英勇无畏。

学生一遍遍读、改、增、删、换、品，

真切感受到诗词的韵律美、画面

美、色彩美、意境美。

用“散文素描法”“故事欣赏

法”“配图感知法”等，再现诗文意

境，品悟情怀，获得审美体验，陶冶

情操、净化心灵。

“拓”——拓展延伸。拓展诗

人的其他作品。拓展“为人民服

务”等书法；赏读《沁园春·雪》等诗

词；了解《毛泽东诗词全集》等书籍

及《恰少年时代》等影视，对毛泽东

会有更丰富立体的感知。

拓展诗人有趣的故事。毛泽

东有许多幽默风趣的故事，幽默的

“石头论”振奋人心。“辣椒拌梨”道

出了红军苦尽甘来的形势，激励红

军乘胜前进……

举一反三，围绕主题拓展。拓

展“长征”主题诗句，如毛泽东的

《念奴娇·昆仑》，林伯渠的《长征》，

李志民的《江城子·忆长征》等。同

主题对比学习，拓宽积累。

一首首诗词，就是一段段历

史、一个个故事、一幅幅图画、一首

首音乐。而巧妙运用诗词赏析法，

能够让我们走进诗词意境，领略诗

词的魅力。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阳江市阳

东区实验学校）

感悟诗词教学的
别样韵味

□ 敖杏桃

课堂策□ 王 亮 张 琳

教学设计

教学反思

分数

从哪里

来的？

分数

是什么数？

分数

有什么

作用？

知道在生活中或数学中有些问题不能用整数解决时，可以用分数解决。

知道分数产生于度量、分物、计算等活动中，分的是一个“物体”或多个“物体”。我们把一个“物体”或

多个“物体”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数学上用单位“1”表示。

理解分数最初表示的是比1小的数，解决的是小于1的问题。

知道分数同整数和小数一样都有计数单位，分数的计数单位叫分数单位，能够准确找出一个分数的分

数单位。

知道分数是由分数单位累加组成的。

能够理解当一个数由整数和分数组成时，可以用假分数或带分数表示。

理解分数既可以表示具体数量，也可以表示数量之间的关系。

知道解决除法问题时，分数同整数和小数一样，都可以表示一种结果。在一定情况下分数表示的结果

更加精确。

能根据分数与除法的关系，结合商不变的性质，理解分数的基本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