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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主题创课教学（一）
———以《天使，在身边》为例

□孙建锋

在我看来， 小学阶段核心素养的关
键词，主要涉及“平等合作意识，初步逻
辑思维，知识学习兴趣，保存活泼天性”
等。 为此，我开启了基于核心素养的主题
创课教学， 旨在从知识技能教学转向核
心素养教学，聚焦学生思维素养主题，创
构教学内容和形式， 达到培养学生思维
素养之目的。

在此，以习作教学公开课《天使，在
身边》为例，浅谈一些践行体悟。

平等合作
从名词世界流向动词世界

【教例一】
师：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看起来真精

神———目光炯炯、情绪饱满！ 我们第一次
见面，一起喊一遍我的名字。

生：（齐）孙建锋———
师：大庭广众之下，直呼我的姓名。

你的想法是？ （自然地蹲在一个学生面
前，递上话筒）

生：我觉得老师很容易让我们亲近。
师 ：第二次 ，不喊姓 ，只喊最后两

个字 。
生：（齐）建———锋———
师：这与喊三个字 ,你有什么不一样

的想法？
生：我觉得建锋两个字，是“爱称”。
师：你是不是现在“爱”我了？
生：可以这么理解！
（一阵笑声）
师：第三次,只喊最后一个字,一般情

况下我是不允许别人当众喊我最后一个
字的。 今天开放了！

生：（齐）锋———
师：这回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生：这样一喊你就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
【自悟自析】
平等合作意识，是人的核心素养。 较

之于学习内容， 学生与教师的人格对等
应该率先“置顶”。

怎样缔造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呢？
课始，我蹲下来，从身体到心里蹲下

来，目光放平，与学生人格对等。 怂恿学

生直呼姓名，学生无拘无束，畅快呐喊：
三个字、两个字、一个字，字数越喊越少；
“亲近”、“爱称”、“留在心里”， 师生感情
却越来越亲。 亲其师，信其道。 你懂的！

缔造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 意味着
生命与生命温情对话。 生命温情对话需
要 “上 帝 ” 思 维 ：OPEN 心 场 , 发 射
“WIFI”，把自我与学生的心连接起来，把
师生对等的人格连接起来， 把彼此的爱
连接起来。这个“WIFI”的密码———“平等
合作”。

若此，“平等合作意识” 才会真正终
结于纸上谈兵， 从抽象的名词世界流向
实操的动词世界。

激发兴趣
让每个独特的思维都开花

【教例二】
师： 有人说， 中国小朋友的想象翅

膀，比不过美国小朋友，你觉得呢？
生：我不服气，都是人，为什么他们

就比我们强！
师 ：那就比一比 ，比想象 ，比思维 ，

比智慧 。
一位美国三年级的小朋友， 写了一

篇作文———
生：“我们几个小男生，到郊外去玩，

在芦苇丛中发现了一只蛋。
有的说是蛇蛋，有的说是鸟蛋，有的

说是龟蛋……大家争论不休。 后来，我们
决定把蛋拿回去放到烘箱中去孵……

壳快破了，大家紧张地盯着看……
哈，蛋里孵出的是 ！ ”
师：蛋里孵出的是什么？ 需要我们猜

想。 这是与美国三年级的小学生比想象。
当然，猜想在这里没有对错，每个猜想都
是美丽的。

生：（同学们各自独想……）蛋里孵
出的是小鸡 、恐龙 、手榴弹 、一条龙 、一
只凤……

（这时一个学生突发奇想）
生： 蛋里孵出的是一位名叫孙建锋

的老师。
（惊呼！ 大笑！ ）
师：请（这位学生）站在自己的椅子

上，“蛋里孵出的是……”
生：先孵出的是孙建锋，再孵出的是

我自己。

（大笑）
师：（再请这位学生站在自己的课桌

上）更上层楼（师蹲下身，伸长胳臂递过
话筒，仰视学生），请告诉大家，蛋里先孵
出来的是……

生：蛋里先孵出来的是孙建锋老师。
师：蛋里又孵出……
生：又孵出了我。
师：“双黄蛋”啊！
（哄堂大笑）
师：请看“原著”（屏幕投影）———
生 ：“哈哈 ， 蛋里孵出的是奥巴马

总统 ”！
（笑）
师： 其实你的想象并不比美国小学

生的逊色。 他想象孵出了奥巴马，你想象
孵出了我们俩，“我们俩”大于“奥巴马”。

（学生鼓掌）
……
【自悟自析】
“蛋里孵出的是什么？ ”激发兴趣中，

每个孩子的想象都是独特的， 特别是那
个蛋里孵出“‘我’和孙建锋”的学生，更
加卓尔不群，丝毫不输给孵出“奥巴马”
的美国小朋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生命秩序中 ， 每个生命的

DNA 不同，指纹不同、声线不同。 每个
个体的独特性，最终只有在面对其他独
特的个体时才有意义， 才得以形成、得
以显露。 故此，在上文教例中，我创设情
境，尽情绽放每个生命个体独特的思维
之花。

独特的思维是一种能量。 每个生命
个体的独特思维，彼此相遇，相互碰撞，
交织出不可思议的能量之网。 思维相似
的能量吸引着相似的能量———形成了相
似的“能量块”，一如蛋里孵出“‘我’和孙
建锋”和蛋里孵出“奥巴马”的相似能量，
彼此相遇，相互吸引，相互融合，形成相
似“能量块”。 当越来越多的这种独特想
象的“能量块”黏合起来，便会形成高级
的联合思维。 这是一种能够产生创造奇
迹的潜在力量。 我们没有理由不让每个
独特的思维都开花！

（作者单位系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

一堂“跑偏”的科学课
□方明星

期末复习
可以这样做

□王红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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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复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个核心理念：复习不是简单的、低层

次的重复，是把书从厚读到薄的提升过程。
讲不等于懂， 从讲到懂必须以学生主动
“学”为桥梁；懂不等于会，从懂到会必须以
学生科学的“习”为桥梁；会不等于通，从会
到通必须以学生独立的“悟”为桥梁。

两种课型：复习课、试卷讲评课。
复习课基本流程：1. 让学生选择不

同方法对单元知识进行归纳、总结，把碎
片化知识构建成系统知识网络。 总结方
法有 :罗列法 、比较法 、列表法 、知识树
法、鱼骨头图法、思维导图法。 步骤为:自
我初步总结———观看、 学习优秀学生总
结———修订、 完善自己的总结———理解
消化记忆总结中的知识点（精学）。 2. 师
生、生生合作，对本单元题型、解题方法、
思维类型进行“规律+典型例题”式总结
（精析）。 3. 生生合作对典型例题（特指
逆向思维、变式思维、综合思维的题）进
行剖析，让学生分享易错点、易混点及积
累好题 （精练）。 4. 独立完成检测 （精
测）。 5.习后反思（精结）。

如果复习课内容较多， 可釆取一课
两上。 一课时完成步骤 1，另一课时完成
步骤 2、3、4、5。

试卷讲评课基本流程：1. 运用图表
对本次考试结果进行激励性评价，忌对考
试成绩不太好的学生给予打击。比如语文
可以这样通报：总分前 5 名，男生前 5 名，
女生前 5 名，进步最大的（男女）前 5 名，
作文前 5 名、阅读前 5 名等。 2. 学生自我
订正，询问别人讨论订正。 3. 师生合作重
点订正。可按错因、知识点、一题多变等程
序组织，可釆取让若干优等生对错题进行
同步展示，其余学生哪个题不会去听哪个
题，即同步展示、流动分组。 4. 让学生对
错题进行五步纠错：找出错题原因、规范
订正、找一两道同类题变式巩固、整理本
题涉及的知识点、 思考此题还会怎么考。
5. 考后反思：成绩评价、影响成绩的主要
因素、采取的措施。

三大忌讳：单元复习、专题复习、综
合训练交叉进行，忌纵横复习；倒推时间
制订并执行复习计划， 忌前松后紧或前
紧后松；明晰考试二八定律 ，即 20℅考
点占 80℅分值，对核心知识点 、考点重
点复习，忌平均用力。

四大复习管理常规：1.凡考必改，改
后必评，评后必纠，纠后必结。 2.充分利
用展示， 每节课让学生利用黑板进行三
次展示:课前 3 分钟，让中等生提问学困
生， 在黑板上对此前的基础知识进行巩
固；课中边说边写，课后，让有错题的学
生找同学在黑板上讲两遍。 3.重视早晚
自习。 4.充分利用高效课堂自记、对记、
组长提问、爬黑板、跨小组竞赛等形式调
动复习欲。

五大策略：
一是同质分区，差异化复习。方法不

同： 同一内容， 优等生独立钻研会 （会
学），中等生合作讨论会（学会），学困生
教师点拨引导会（讲会）；难度不同 :优等
生做拔高题，中等生做能力提升题，学困
生做基础题；题量不同：对优中差在同一
时间内完成的题量做不同要求。

二是 1371 星级复习。 “1”指当天试
卷错题当天规范修改；“3”指隔天只看错
题，一看就会的划掉，还不明白的标上一
星；“7” 指到一周后只看标一星的题，会
的划掉，不会的标上二星；“1”指考前一
天，只看标上二星的题。 如此一来，学习
的都是自己不会的， 提高了复习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三是过筛卷 （二次重考）。 将 2-3
套试卷中的错题组成新卷再考 ， 也可
多印 20℅试卷，讲评后让学困生再考 ，
力争达到考后 100 分。

四是双生讲题活动。 每天选一道压
轴题，让组长先做，做后在小组讲一遍；
课后， 让有错题的学生找同学在黑板上
对本题讲两遍。

五是让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内竞争，
即分层同质竞争。 以 80 分、70 分、60 分
及 60 分以下划为 ABCD 四个层次 ，同
一层次排名次， 奖励各层前两名保持者
及每层进步名次最多的学生，跨层重奖。

（作者系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理事长）

过去的一年中， 我一直任教三年级
和五年级的科学课。

说起科学课，相比较于语文、数学等
课程，还是有其特殊性的。 其一，科学课
需要准备许多的实验器材；其二，科学课
有独特的趣味性。 一年多来，我渐渐喜欢
上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他们的善良和
强烈的求知欲， 让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去准备课。 这其中还发生过许许多多趣
味盎然的故事，以下便是一例：

执教《动物的生命周期》这一单元的
第一课《蚕卵里孵出的新生命》，当时我
是这样提问的。

师：同学们看了书以后，明白蚕是怎
样生出蚕宝宝了吧？

生 1：是蚕先排出蚕卵，然后蚕宝宝
从卵里面出来。

孩子的回答非常正确， 于是我开始
追问第二个问题。

师：哦，很好，既然蚕宝宝是从蚕妈
妈排出的蚕卵里出来的， 那请同学们看
一看你们手中的蚕卵， 然后谁能说一说
你看到的蚕卵是……

我话还没说完， 就有一个孩子高高
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我停下来，觉得有
必要先倾听一下孩子的问题。

生 2： 老师， 蚕是从蚕卵里孵出来
的，那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停顿了一下， 从生物学上回答这
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从小学生的思维角
度去回答，还是需要一点考量的。

师：你的问题非常好，说明你很善于思
考与书中有关的问题，老师可以告诉你，你
们包括老师， 都是在妈妈肚子里先发育成
胎儿，然后当胎儿发育到一定程度后，从妈
妈肚子里直接出来的。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好回
答。 由于长期以来对性教育的刻意回避，
许多教师和家长不敢正面回答这样的问
题，或者随便应付一下，说“你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或者说是“从石头里蹦出来
的”。 这样的回答其实是对孩子的不尊
重，更是一种不当的教育方法。 作为科学
教师， 我们应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关
注对他们的性启蒙， 正确引导孩子认识
生命的由来。

然而，在课堂上，这一问一答，就像
是导火索， 让接下来的思考和发问一发
不可收拾。

生 3：老师，你说我们是由妈妈肚子
里的胎儿发育而来， 那妈妈肚子里的胎
儿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问题似乎“跑”出了这节课的内
容，但看着孩子那一副求知若渴的眼睛，
我决定还是“接球”吧！

师：要让妈妈肚子里有胎儿，需要爸
爸妈妈在一起才行。 你现在只要知道这
些就行了，等以后你自然会更清楚。 知道
了吗？ 请坐！

之所以这样回答， 是基于两方面考
虑： 一方面， 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认知有
限， 如果直接说精子和卵子结合才会产
生胚胎，他们就更糊涂了；另一方面，模
糊的回答会给孩子充分的想象空间，保
持孩子对科学问题的求知欲。

不过，这些都是我一厢情愿的理由，
孩子们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发问：

生 4： 为什么要爸爸妈妈在一起才
会有我们呢？

他们果然有想象空间，有后续的学习
动力，可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师：因为爸爸是男的，妈妈是女的，
就像我们的世界，因为白天有太阳，晚上
有月亮，所以总是那样的美。

提问的孩子快乐地微笑了一下，全
班同学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不禁对自己
的艺术性回答十分得意， 以为其中充满
了哲学思考，让孩子们感到相当满意。

可是接下来， 孩子们的问题照样一
环扣一环，反复不止。 本来这节课我要讲
的是《蚕卵里孵出的新生命》，现在似乎
变成了《你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这是一堂似乎被“浪费”了的课，因
为课“跑偏”了。 不过我想，之所以“浪费”
一节课的时间， 不厌其烦地回答孩子们
提出的与本节课无关的问题， 是因为孩
子们提出的任何科学问题都是值得大人
们认真去回应的。 尊重提出问题的每个
孩子，保护他们还在萌发中的求知欲，这
不正是每一位教师的职责所在吗？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半山实
验小学）

课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