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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从而找到学生可能的学习困难所在和可能

的先决知识缺陷，并通过与学生面谈来验证原

先的判断，尔后采取必要的教育补救措施。有

选择地研究那些学习特别困难且需要帮助的学

生的试卷，结合平时观察和测验判断，对学生

进行因材施教，这是教师的责任，也是最有人

文关怀的教育方法。 

（3）教学诊断分析 

通过考试分析，对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老师

的教学水平可以作出某个侧面的评价。更为重

要的是，课任教师通过分析所教学生的答卷，

尤其是分析选择题的各种选项比例，有可能发

现在一定范围内共同存在的学习错误问题和教

学薄弱的方面，对教学存在的问题作出诊断分

析，提出改进教学或教学补救的方案。这是教

师提高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有

效措施之一。 

 

 

 

反思  提升 
3 月 14 日陈敬川副校长反馈区进修教研听课情况 

 
 

一、 本次听课教研指导活动的目的意义 
 

2013年 3月 14日，区教师进修学校各个学科教研员一行 47人深入我校进行听课、教研、指导

活动。 

区进修学校开展本次活动的目的是听课、调研，了解被调研学校课堂教学现状，为区教师进修

培训定位。我校参与本次活动意在通过第三方评价，客观了解我校课堂教学中教师教育教学理念、

教师课堂教学专业水平、课堂教学技能发展状况，诊断我校课堂教学质量发展水平，选择校本专业

培训方向，使我校教师培训与指导更加有效。 

本次活动中，我校共提供 295节常态课，教研员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年级进行选择，共听课

97节，被听课率为 33%。因此，听课抽取的样本数据具有代表性，总体上能反应了我校课堂教学现

状。 

二、 区进修教研听课反馈具体情况 
 

1. 听课反馈中的主要优点 
 

1）注重集体备课 

具体体现为：有统一，有研究，有主题，有个性。教学实施过程既实现了同课异构，又体现了

因材施教。备课组氛围和谐，态度认真，已初步形成教研风气，部分学科组、备课组对区学科教研

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引领教学发展的重要作用。 

2）基本功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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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设计目标明确、教学内容选择比较行当，教学过程构思合理，逻辑结

构环环相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语言流畅、板书整洁，师生交流平等，充分体现了“以教师为

主导”的理念；教师具备良好的驾驭课堂的能力和水平。 

    3）有关注学情意识  

    教师能够依据学情选择教学内容，在设计教学时，关注学生的认知起点、已有知识水平以及个

性差异，从学生的学习经验出发，并根据学情主动调整教学，根据班级实际学力采用不同教学方式

与方法。因此，我校具备了较强的学情意识。 

4）青年教师进步显著  

    青年教师的基本素质较高，角色转变快，教学中激情十足又不失稳重；教学设计在遵从集体备

课的基础上，也体现出了个人的大胆创新。  

5）充分体现学校教风  

学校教风：“敬业 爱生 博学 善导”在课堂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6）密切关注质量意识  

    教学过程关注全体学生，关注学生对于知识的落实情况，努力提高教学的有效性。高三、初三

年级的教学能有意识地展开针对性的教学与训练。 

7）不断强化能力培养  

在教学中，教师能帮助学生梳理知识、总结方法，并给予学生学习方法指导。大部分课堂练习

关注思维训练，关注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教学设计尝不能达到以能力为重的目的。 

 

2. 听课反馈中的发现的问题与建议 
 

1）部分教师教学观念陈旧，不能与时俱进 

在我校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仍有部分教师讲授过多，学生的参与度不高，使得“课堂成为了教

师展示才华的场所”。究其原因，教师的课堂教学任务观太强，对“以学生为主体”的理解与实施

不够深刻、到位。此外，教师的教学方式较单一，课堂生成少，虽有最近发现区意识，却不能与学

生的认知对接。 

2）少数教师未能把握学科规律与本质 

少数教师不能深入理解学科本质与学科思维特点，不能站在整个学科系统的高度，看待一节课、

看待一个阶段的教学，因此，对学科内容的理解存在认识片面、孤立以及主次不分的现象。教学中

的具体表现为只有知识没有思维，只有结果没有过程，使学科教学失去了学科味道。这种重结果轻

过程、重知识轻思维的思想导致教学中重记忆轻能力的现象，因此，学生的体验、感悟少。集体备

课有待拓展深度。  

3）存在个别教师不能按教学规律处理教学，教学技能运用不恰当的现象 

在教学过程中，个别教师不能按照学生的学段和实际学力选择与设计教学内容，选配例题和练

习，而是过早地使用高考、中考试题和最新的模拟考试题，违背了随序渐进的教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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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个别教师在教学中滥用学生活动，对于活动的目的和设计欠

思量，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特别是当学生遇到学习困难或是思维障碍时，个别教师存有单

凭学生讨论、活动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心理，缺乏及时的指导和引领。 

    4）一些教师对学科育人功能的重视不足 

在教学中，一些教师只顾教书不想育人，教学以知识讲授为主，而忽视了对学科精神的挖掘与

渗透，对学科育人功能的重视不足。因此，部分教师的教学出现了教育与教学相分离的现象。这降

低了教学的功能，脱离了教育的终极目标与追求，更有将教学降级为肤浅的教学的危险。 

 

三、今后几点想法 

基于以上优点与问题，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必须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注重能力培养； 

2. 更新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提高专业水平。 

针对以上问题，学校拟开展以下几项活动： 

1. 广泛开展教研。通过“教师沙龙”等平台，为教师搭建相互讨论、交流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

平台，增强教师对日常工作有效思考的意识；开展“小项目研究”，设立“项目经纪人”，充分发

挥教研先进的典范作用，引领教师广泛开展教研，聚焦、研究和解决教育教学中的真问题。 

2. 建立“学习共同体”。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教师专业发展不是被动的发展，而是基于专业 

发展内驱力进行的主动发展。“学习共同体”旨在凝聚教师，团结教师，引领教师走向自主发展。 

3. 办“校内校外研修班”。依据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真实问题，结合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举办教师“研修班”，通过专家讲座，外出考察学习，听评课等活动，为不同层级教师的专业发展

提供有效的支持与资源。 

 

    通过总结此次听课活动，我们应当看到成绩，更要看到并重视存在的问题。课堂教学是学校实

施教育教学的主阵地。要想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提升课堂教学的整体水平是

必由之路。为提升我校课堂教学的总体水平，我们需要努力构建学习型的学校，以教师专业发展为

抓手，扎根课堂，以教师的进步与成长带动学生的发展，并成就自身，推动学校的发展。 

 

 

疑而后问，问而后知，知之真则信。故疑者，进道之萌芽也。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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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中教师的教学行为将发生哪些变化 
 

新课程要求教师提高素质、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必然也要求教师的教学行为产生相应的变化。 

一、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 

 “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为了实现这一理念，教师必须尊重每一位学生

做人的尊严和价值，尤其要尊重以下六种学生：①尊重智力发育迟缓的学生，②尊重学业成绩不良

的学生，③尊重被孤立和拒绝的学生，④尊重有过错的学生，⑤尊重有严重缺点和缺陷的学生，⑥

尊重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学生。 

    尊重学生同时意味着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①不体罚学生，②不辱骂学生，③不大声训斥学生，

④不冷落学生，⑤不羞辱、嘲笑学生，⑥不随意当众批评学生。 

教师不仅要尊重每一位学生，还要学会赞赏每一位学生：①赞赏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兴趣、

爱好、专长，②赞赏每一位学生所取得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成绩，③赞赏每一位学生所付出的努力

和所表现出来的善意，④赞赏每一位学生对教科书的质疑和对自己的超越。 

二、在对待教学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帮助、引导 

教怎样促进学呢？教的职责在于帮助：①帮助学生检视和反思自我，明了自己想要学习什么和

获得什么，确立能够达成的目标，②帮助学生寻找、搜集和利用学习资源，③帮助学生设计恰当的

学习活动和形成有效的学习方式，④帮助学生发现他们所学东西的个人意义和社会价值，⑤帮助学

生营造和维持学习过程中积极的心理氛围，⑥帮助学生对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并促进评价的

内在化，⑦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潜能和性向。 

教的本质在于引导，引导的特点是含而不露，指而不明，开而不达，引而不发；引导的内容不

仅包括方法和思维，同时也包括价值和做人。引导可以表现为一种启迪：当学生迷路的时候，教师

不是轻易告诉方向，而是引导他怎样去辨明方向；引导可以表现为一种激励：当学生登山畏惧了的

时候，教师不是拖着他走，而是唤起他内在的精神动力，鼓励他不断向上攀登。 

三、在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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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职业活动为思考对象，对自己在职业中所做出的行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

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教学反思被认为是“教师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核心因素”。新课程非常

强调教师的教学反思，按教学的进程，教学反思分为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三个阶段。在教学前

进行反思，这种反思能使教学成为一种自觉的实践；在教学中进行反思，即及时、自动地在行动过

程中反思，这种反思能使教学高质高效地进行；教学后的反思——有批判地在行动结束后进行反思，

这种反思能使教学经验理论化。教学反思会促使教师形成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自我监控的能力。 

四、在对待与其他教育者的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合作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面对学生外，还要与周围其他教师发生联系，要与学生家长进行

沟通与配合。课程的综合化趋势特别需要教师之间的合作，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教师要相互配合，

齐心协力地培养学生。每个教师不仅要教好自己的学科，还要主动关心和积极配合其他教师的教学，

从而使各学科、各年级的教学有机融合、相互促进。教师之间一定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团结互

助，这不仅具有教学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教育的功能。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教师必须处理好与家长的关系，加强与家长的联系与合作，

共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首先，要尊重学生家长，虚心倾听学生家长的教育意见；其次，要与学

生家长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再次，要在教育要求与方法上与家长保持一致。 

 

 

 

科技界 31 组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回应“钱学森之问”—— 

减负是出大师之需，更是国家之急 

 

“为孩子减负，是家长之愿，出大师之需，更是国家之急。”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

会议科技界 31 组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李邦河提出自己的观点后，引起了政

协委员的热烈讨论。 

 

“小学奥数，荒唐透顶。”这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经获得过华罗庚数

学奖的数学家，看到如今的小学奥数题却觉得头昏脑胀：“列出 1、11、121，问接下来应该是多少。

我不明白，逼着孩子做这些题到底有什么意义!” 

 

李邦河委员认为，“玩”是孩子的天性，然而，家长却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从小就开始向

孩子施加压力。“海量做题，上各种培训班，根本无法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唯有给孩子

减负，保护好青少年的好奇心，杰出人物才会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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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教育都在‘抢跑’——幼儿教育小学化，小学教育中学化，中学教育大学化，到了大

学，我们发现有许多本应从小培养的良好品格，如勇敢、善与人相处、坚忍不拔等，大学生们往往

并不具备，还得再从头开始培养。”李邦河委员向记者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周围许多院

士、科学家都这么认为。” 

 

李邦河委员的发言引起了小组委员的强烈共鸣。成都市政协副主席戴晓雁委员表示：“学业负担

过重，造成中小学生学习没有快乐，这何谈创新能力？”科技界第 31 小组组长、国家电监会原副主

席邵秉仁委员则建议，将中小学生减负作为小组的联名提案。 

 

经过热烈讨论，委员们决定将李邦河委员的发言与其他委员的讨论结果综合起来，以小组的名

义提交一份提案，建议教育部门切实解决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 

 

“我们小组 38 名委员，全部是科学家，其中两院院士就有 9 人。我们这些科学家不讨论科技，

却呼吁为孩子减负，这不是不务正业。”李邦河委员告诉记者，“‘钱学森之问’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头

当然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我们的中小学生负担太重，严重阻碍了孩子好奇心的形成和创造性的

培养，没有好苗子，出不了大科学家，还谈什么科技创新和科学发展?” 

 

在这份 2800 余字的提案中，科技界 31 组 38 名政协委员联名呼吁，要求教育部门采取切实措施

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包括进一步改革高考、中考，特别是要改变对学校的评价标准，比如评价学校、

评价教师，要看学生 30 岁后的成才率，40 岁后是否出大师。同时，要改进中小学教师科研的导向

和评价体系，让教师专注于教学，把精力真正用在学生身上。 

 

 

 

北京今年高考题难度将调整 高招办: 

为学生减负 

今年北京高考将适当调整难度，在北京市网络咨询会上，北京市高招办工作人员表示，调整考题难度的目的是“减

轻学生负担”。据了解，北京市对高考难度系数原则上控制在 0.55 至 0.65 之间，也就是说，如果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考生的平均成绩一般应该为 82.5 分至 97.5 分。 

今年北京高考将适当调整难度，在北京市网络咨询会上，北京市高招办工作人员表示，调整

考题难度的目的是“减轻学生负担”。 

在网络咨询会上，有家长留言表示“听说今年北京市的考题难度会降低”，北京市高招办工作人

员回答说，实施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在确保命题安全性、科学性的前提下，将适度调整试题

http://www.dzwww.com/xinwen/xinwenzhuanti/2008/ggkf30zn/201304/t20130420_83857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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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但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分数高低不是最重要的，成绩排名是最重要的。 

据了解，北京市对高考难度系数原则上控制在 0.55 至 0.65 之间，也就是说，如果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生的平均成绩一般应该为 82.5 分至 97.5 分。 

有资深教研员分析，虽然对于高考录取来说，分数高低不是主要因素，成绩排名才是关键，

但高考试题难度的下降可能造成名次的“重新洗牌”。高考难易题的比例通常是“2 比 6 比 2”，20%

的容易题，60%的中等题，20%的难题。这个比例不会有变化，而所谓的难度下降，是指 60%的中

等题适度向“容易题”靠拢。而为了保证考试的区分度，20%的难题中，部分题目有可能比以往提高

难度。 

另据了解，今年《招生专业目录》将在 5 月初公布。这是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了解学校招生计

划、招生专业最准确的依据，内容包括招生院校录取批次、招生专业、招生计划、学费等。此外，

今年高考成绩预计 6 月 23 日公布，考生可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录取结果可查询北京教育

考试院网站。 

     

 

 

 

 

、、                       一次考试三套试卷 

               2013 年 4 月我校初中为学生减负实行有效措施，教师不顾自 

身辛苦，同一年级期中考试一次拿出 ABC 三套试卷，教师期望不同 

层面的学生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 

                         

 

教育小思 

          作为教师我们要承受肩上教育这副沉沉的担子，这担子里装着的 

绝不仅仅是考试、成绩、分数、作业，那里面是学生的期盼、是社会 

的期盼、是祖国的期盼，殷殷期盼着教师能够让这些孩子健康、快乐 

地成长为一个个成熟、稳健、会思想、会生活的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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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舞台还给学生 

——课堂的主角是学生 

刘峥嵘 

12月 11日，我参加了国培计划北大骨干教师研修班同课异构的课堂展示——《角的比较》。到

底采用什么样的授课方式，一直在困扰着我，课堂设计也经历了三四稿，最终呈现的是 11日的课堂

内容。经历了准备、思考、反复、讲授、讲评、反思的过程、最终收获学生有效的课堂学习。 

“课堂到底是谁的”一直成为争论的焦点，是教师的“一言堂”、“一问堂”，还是学生的“讨论

堂”？是“讲堂”，还是“学堂”？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所以，把课堂还给学生，还学生的学习主动权。学生是天生的学习

者，我们教师“夺权”，把学生的学习当成了教师自己的事情，今天学习什么内容，老师说了算，

霸占了课堂。教师应该当导演，当观众。学生是主角，今天的舞台发挥，学生说了算。让课堂变成

师生共同探索知识的载体，把单一体变成共同体。教师应该是导学者而不是讲学者，教师是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参与者、组织者、引导者和意见交换者，让学生由被动学习走向互动学习，把学习的主

动权真正地交还给学生。 

下面就《角的比较》一节看教师如何将课堂还给学生。 

一．教师的“导演”功能：  

1. 心中有数学生自己有什么，能“演什么” 

课堂再现 评课改进 

 

1.回忆比较两条线段长短的方法 

 

2.两条线段在利用叠合法比较大小时，发现了三条线

段的关系 

 

 

这个铺垫是教师为了用类比方法学

习角的比较进行的复习，是教师的

提问。评课后不妨改为因为学生需

要，所以复习，学生能够自己提出

角的比较，和线段比较有类似之处，

再进行方法回顾，这样的改进会令

人感觉更自然，是因为学生学习所

需，从它自身角度主动汲取。 

A B C 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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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三个滑梯的滑道哪个设计比较合理？你能够

从中抽象出我们要关注的数学问题吗？ 

      

通过学生小时候的滑梯引入本节课内容，需要学生自

行选择，在选择中提出新的“话题”，使学生自身求发

展，进而引出角的比较大小。设计符合学生的心理需

求。 

虽然问题提的比较好，但还是教师

给出的，如果是学生在生活中发现

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角的比较就更好

了，或可以结合当时新闻热点航母

style中的起飞角度等。相信每个学

生都有他想要解决的角的比较问

题，由他们提出更能够激发他想解

决问题的渴望。 

2.将“老师要拿来”变成学生“自己要准备”——模型 

课堂再现 评课改进 

问题一：利用你准备好的模型摆出一个角

并与同学合作，你们都有哪些方法可以比

较出两个角的大小，  

【角的模型是教师为了让学生的课堂互动

提前要求学生做的】在这个环节中，学生

有没有过疑问，我做这个干什么，如果这

件事不是学生主动想做的，是被动“拿来

的”，就像一个演员不知道手中的道具是做

什么的，只是导演让我拿我就拿，这样的

道具是没有生命力的。如果这件道具是演

员有想法，觉得演出不能没有它，相信他

会让道具“说话”。 

可以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让“演员”先读“剧

本”，问问学生我们还需要哪些“道具”。如果

学生说角的模型，“导演”可以追问，要模型做

什么，相信“演员”会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包

括如何使用，都会考虑其中。为了让“道具”

说话，“演员”一定会更加自问，我为什么拿它，

它能做什么，能说明什么，能帮助我们解决什

么问题？带着这些问题，相信学生在课堂会充

分的将自己的想法表述给其他同学听，课堂也

无疑会活跃起来，而不是几个同学演独角戏。 

3.不能变的没商量——数学语言专业化 

“演员”有时记不住台词，总想自由发挥，但是有些内容是不能变的。在多次教研活动中陈敬

川老师提出了学说数学话，学写数学字，学画数学图。这无疑就是几何学习的三种语言的转化——

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图形语言。在这里是不能够随意改变的，因此在这个环节中没商量。并且要

求学生规范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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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描述 图形语言 符号语言 

当 ED落在∠ABC内部时 

  

∠ABC＞∠DEF 

当 ED与 BA重合时 

  

∠ABC=∠DEF 

当 ED落在∠ABC外部时 

  

∠ABC＜∠DEF 

4. 学生的模糊概念，思路卡壳教师要导入正规 

学生没有学习过角的比较，虽然在摆道具的过程中，摆出了实物图，但毕竟刚刚是几何起步，

将实物模型转换成为几何图形还会有卡壳的时候，就在学生不知所措时，教师的适时引导，将一语

道破天机，使学生顿悟。课堂上学生高伟杰在转化图形时，总是不自信的看着老师，生怕画错，教

师只需告诉他，在画出之前都是对的，画出之后错了可以 NG。高伟杰听后，果断的画出图形，不再

用询问的眼神看着老师。其实老师就像导演一样，在演员拿捏不准角色时，导演只需指点一下，演

员自然会去揣摩思考，如何将需要表现出来。 

5. 学生的跟进练习教师心中有数 

学习新知后要进行巩固夯实，选择什么样的练习强化，教师要心中有数，目的性要强。学习了

角的加减，如果仅仅是几何图形的罗列计算，就像电影没有高潮。因此“导演”设计了摆三角板。 

课堂再现 评课改进 

你能用一副三角板画出 15°，

75°角吗？还能画出其他小于

平角的角吗？画出所有可能的

情况。并思考这些角是怎么来

的？  

【在教师的提示下学生利用一

 

如果改进问题的提法：结合今天所学内容，用一副三角板

你能画出多少度的角？整个将问题抛给学生，在角的比较，

角的加减课题内容下进行操作既不会无的放矢，又将思路

拓宽，相信对学生的思维训练会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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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三角板的功能，通过角的相

加，相减画出 15°和 75°】 

局限了学生思维后，仅得到两

个角度，也就是说教师将学生

的思维引导的过于狭窄 

 

6. 学习过程中生成问题是课堂的点睛之笔 

教师在备课时充分备足了知识的难点，重点，讲法，如何引导学生；对于练习也预估了这样那

样的错解对策。但是学生既然成为了主体，有时就不由教师的主导起作用，会出现一些“无备”而

来的状况，教师为了进度，只能够生拉硬拽的将主体回归主导。其实课堂就是解决问题的地方，既

然在学习新知中产生问题，不妨研究一下问题产生的渊源，是学生将两个毫无关联的问题牵扯到一

起，还是问题本身就有关联。将生成问题解决好，无疑是帮助学生减少了学习自主路途上的障碍。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应当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途径，在课堂解决生成问题有助学生思考。 

二．学生的“演员”功能 

一部作品的好坏，先入为主的应该是演员，因此在课堂这个舞台上，学生应该是主角，作为导

演的教师应该在幕后。当演员能够很好的把握角色时导演可以一言不发，当演员出现问题时，导演

只需用精简的语句提示引导。学生的学习也是如此，课堂是学生的课堂，他们是主角，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结问题应当学生先于老师，学生的话应当比老师的话多。 

三．评课后的反思 

在专家点评后自己也进行了反思。详读新课标，更关注了学生学的过程。 

修改后教学目标 修改前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 

① 初步掌握角的比较大小方法—度量法、

叠合法。 

②用叠合的方法理解角的和差运算，并用数

学符号表示。 

【知识技能】 

（1）通过学生活动，探究角比较大小的方法

——度量法、叠合法。 

（2）在操作中认识并分析角的和、差。 

【数学思考，问题解决】 

①通过学生动手和观察，类比线段比较大小

的方法，学会角的大小比较方法。 

②在类比实物加减的基础上，对图形拼接切

【过程与方法】 

（1）通过学生动手和观察，体会角比较大小

的方法有度量法和叠合法。通过对叠合法的探

究，让学生从感性认识叠合法上升到理性认

75° 105° 

13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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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形成角的加减运算的图形解释。 

③通过探究角的和、差，了解知识的形成过

程，提高学生对图形语言、文字语言、符号

语言的认识。 

识。 

（2）通过探究角的和、差，了解知识的形成

过程，培养学生思维的有序性，提高学生对图

形语言、文字语言、符号语言的认识。 

【情感态度】 

①在数学活动中发展学生交流、合作的意

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②通过“形”的方式比较角的大小，感受从

实物加减得到数的加减，从图形的割补得到

角的加减的认知过程（从有形到无形再到有

形），深化对事物的认识，体会事物之间内

在相互的联系。 

【情感态度】 

（1）在数学活动中发展学生交流、合作、探

索的意识，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2）让学生体验类比、分类等思维方法，培

养学生的严谨的科学态度。 

新课标下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今好课的标准不再是教师讲的多好，而是看课堂中学生学

了多少；不是看老师的表演，而是看学生的主动互动。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主动地想一想，摆

一摆，写一写，画一画，练一练，议一议，讲一讲等，都是从学生角度出发体现学生的学的功能。

问题由学生发现，方法让学生寻找，步骤让学生体验，问题让学生解决，结论让学生概括。 

课堂是学习的课堂，是学生的舞台，教师是导演，成功的教师应当是让每一位学生都在课堂上

成为自主学习的主角。 

 

 

 

《苏州园林》教学设计 

赵艳君 

[教学目标] 

    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三维角度制定以下目标： 

1. 梳理文章的写作思路，感受逻辑思维的有序  

性； 

2. 深入体会苏州园林设计者的美学思想:人与  

环境的和谐之美。 

[教学重点]  

    梳理整篇文章的写作思路，感受逻辑思维的

有序性；深入体会苏州园林设计者的美学思想:

人与环境的和谐之美。（目标 1、2） 

[教学难点]  

    梳理整篇文章的写作思路，感受逻辑思维的

有序性。（目标 1） 



 

 21 

 

[教学方法]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教师不想方设法

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

急于传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

漠的态度，而不动感情的脑力劳动就会带来疲

倦”。所以，我想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为学生们

创设一个有利于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环境，

通过启发和讨论，激发学生自主地“进行探究性

学习”。 

[教学资源] 

创造性地使用课文：我以教学目标为最终目

标，大胆地只将课文的开头两段和结尾三段留下，

然后将主体部分中的 5个语段打乱顺序，让孩子

们在深入研读之后，将中间主体部分中的 5个语

段按照合理的顺序重新回填到文章中。旨在让孩

子们通过比较，最真切而直接地感受逻辑思维的

有序性。 

苏州园林 

叶圣陶     

（  1  ）苏州园林据说有一百多处，我到过的

不过十多处。其他地方的园林我也到过一些。倘

若要我说说总的印象，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

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

林的影响。因此，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

州园林就不该错过。 

（  2  ）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

修建成功的园林当然各各不同。可是苏州各个园

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

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

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

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总

之，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决不容

许有欠美伤美的败笔。他们惟愿游览者得到“如

在画图中”的美感，而他们的成绩实现了他们的

愿望，游览者来到园里，没有一个不心里想着口

头说着“如在画图中”的。 

…… 

（  8  ）苏州园林里的门和窗，图案设计和雕

镂琢磨功夫都是工艺美术的上品。大致说来，那

些门和窗尽量工细而决不庸俗，即使简朴而别具

匠心。四扇，八扇，十二扇，综合起来看，谁都

要赞叹这是高度的图案美。摄影家挺喜欢这些门

和窗，他们斟酌着光和影，摄成称心满意的照片。 

（  9  ）苏州园林与北京的园林不同，极少使

用彩绘。梁和柱子以及门窗栏杆大多漆广漆，那

是不刺眼的颜色。墙壁白色。有些室内墙壁下半

截铺水磨方砖，淡灰色和白色对衬。屋瓦和檐漏

一律淡灰色。这些颜色与草木的绿色配合，引起

人们安静闲适的感觉。花开时节，更显得各种花

明艳照眼。 

（  10  ）可以说的当然不止以上写的这些，这

里不再多写了。 

 

 

（    ）游览苏州园林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

有墙壁隔着，有廊子界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

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

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的，实际是隔而不隔，界

而未界，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有几个园林

还在适当的位置装上一面大镜子，层次就更多了，

几乎可以说把整个园林翻了一番。 

（    ）苏州园林里都有假山和池沼。假山的堆

叠，可以说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或者是重

峦叠嶂，或者是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全在

乎设计者和匠师们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才

能使游览者攀登的时候忘却苏州城市，只觉得身

在山间。至于池沼，大多引用活水。有些园林池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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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宽敞，就把池沼作为全园的中心，其他景物配

合着布置。水面假如成河道模样，往往安排桥梁。

假如安排两座以上的桥梁，那就一座一个样，决

不雷同。池沼或河道的边沿很少砌齐整的石岸，

总是高低屈曲任其自然。还在那儿布置几块玲珑

的石头，或者种些花草：这也是为了取得从各个

角度看都成一幅画的效果。池沼里养着金鱼或各

色鲤鱼，夏秋季节荷花或睡莲开放，游览者看“鱼

戏莲叶间”，又是入画的一景。 

（    ）我国的建筑，从古代的宫殿到近代的一

般住房，绝大部分是对称的，左边怎么样，右边

也怎么样。苏州园林可绝不讲究对称，好像故意

避免似的。东边有了一个亭子或者一道回廊，西

边决不会来一个同样的亭子或者一道同样的回

廊。这是为什么?我想，用图画来比方，对称的

建筑是图案画，不是美术画，而园林是美术画，

美术画要求自然之趣，是不讲究对称的。 

（    ）游览者必然也不会忽略另外一点，就是

苏州园林在每一个角落都注意图画美。阶砌旁边

栽几丛书带草。墙上蔓延着爬山虎或者蔷薇木香。

如果开窗正对着白色墙壁，太单调了，给补上几

竿竹子或几棵芭蕉。诸如此类，无非要游览者即

使就极小范围的局部看，也能得到美的享受。 

（    ）苏州园林栽种和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

高树与低树俯仰生姿。落叶树与常绿树相间，花

时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这就一年四季不感到寂

寞。没有修剪得像宝塔那样的松柏，没有阅兵式

似的道旁树 ：因为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

这是不足取的。有几个园里有古老的藤萝，盘曲

嶙峋的枝干就是一幅好画。开花的时候满眼的珠

光宝气，使游览者感到无限的繁华和欢悦，可是

没法说出来。 

【链接材料 1】：所谓园林，是指运用工程技术

和艺术手段，通过开辟山水地貌、营造建筑、种

植树木花草等途径创作而成的供人们观赏、游憩、

居住的环境。 

【链接材料 2】：苏州园林是宅园合一的建筑，

不仅要可赏、可游，更要可居。 

【链接材料 3】：借景是中国园林艺术的传统手

法。一座园林的面积和空间是有限的，为了扩大

景物的深度和广度，丰富游赏的内容，造园者常

常运用借景的手法，收无限于有限之中。 

【链接材料 4】：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是这样

描述西方园林的代表的。“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

则于园林艺术的是法国的园子，它们照例接近高

大的宫殿，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形成林荫

大道，修剪得很整齐，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

笆造成的。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为一座露天的

广厦。” 

 

[教学过程] 

（一）简介作者，直接导入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说明文。这篇说明

文是生于苏州、长于苏州、钟情于苏州的“一

代师表”叶圣陶老先生写的《苏州园林》。大

家之作自然与众不同，它恰似一扇古典之窗，又

如一道岁月之门，推开窗，打开门，请随我欣然

起行去探究本文彰显出的无限魅力。首先请同学

们根据文章标题说说：这是一篇事物说明文还是

一篇事理说明文，说明对象是什么，然后通读材

料进行验证。 

（二）深入文本，探究学习 

1. 整体感知之后，我们首先来深入研读 1、2

段,请同学们思考并且使用原文语句说说苏州园

林的总体特征（共同点）是什么？ 

【明确】： “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

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

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4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5651.htm
http://tieba.baidu.com/f?kw=????&fr=hot_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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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 

 

2. 为了让读者能够清晰准确地了解苏州园林的

这个总特征，请你猜想一下后文的语段作者会写

什么？会按照怎样的顺序写？为什么？请你们

自由朗读第 2段，深入思考，寻求答案。 

为了考验大家最近脑子磨得怎么样，老师故

意把文章主体部分中的 5个语段拿掉了，然后打

乱顺序贴在了旁边那半页上。下面就请你们将主

体部分中的 5 个语段按照合理的顺序重新回填

到文章之中，并将自己的排列结果和小组其他成

员分享，互相讲明理由。[提问 2人] 

 

3. 同学们各自初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下面请

随我一同来读读叶老的原作，看看他是怎样安排

的，同时思考这样的安排合理吗？为什么？ 

（1）同学们和作者都是根据第 2 段中四个“讲

究”的先后顺序安排了 3、4、5、6 这四段的顺

序 ，认为它们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我

将这四个“讲究”的顺序随意调换，那么后面的

这四段的顺序也就可以随之发生变化了，可以吗？

为什么？请你参考我所给的三个链接材料深入

思考，寻求答案。 

【链接材料 1】：所谓园林，是指运用工程技术

和艺术手段，通过开辟山水地貌、营造建筑、种

植树木花草等途径创作而成的供人们观赏、游憩、

居住的环境。 

园林造景的三要素是什么？和文中的四个

“讲究”有什么关系？ 

【链接材料 2】：苏州园林是宅园合一的建筑，

不仅要可赏、可游，更要可居。 

苏州园林的核心功能是什么？这和四个“讲

究”的顺序安排有关系吗？ 

为什么接着介绍“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呢？

那么花草树木的作用是什么？ 

【链接材料 3】：借景是中国园林艺术的传统手

法。一座园林的面积和空间是有限的，为了扩大

景物的深度和广度，丰富游赏的内容，造园者常

常运用借景的手法，收无限于有限之中。 

这则材料告诉你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和

四个“讲究”的顺序安排有关系吗？ 

【明确】：建筑、山水、花草树木是园林造景三

个必不可缺的要素。苏州园林首先要满足居住者

的生活要求，全面地安排建筑，而且从游览者的

角度看，苏州园林中的建筑都十分小巧、精致，

其独特的造型是最容易引人关注的部分，所以先

介绍如何“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其次，假山

池沼搭配组合能够为居住者也是游览者提供一

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营造一种优美的观赏意境；

第三，花草树木与建筑、山水以及它们彼此间的

互相映照衬托，让居住兼游览环境焕发生机、充

满活力；第四，前三个要素已经安排好了，可是

在面积和空间有限的园林内想要创造出无限的

美，该怎么办呢？那就借助花墙、廊子和镜子吧！

通过借景的手法，收无限于有限之中。所以作者

仍然是按照由主要到次要的逻辑顺序来安排写

作的。 

（2）请你们速读 7、8、9 三段，找出每一段的

说明对象，并且想想这三段之间的顺序合理吗？

这三段为什么要放在那四段的后面。 

【明确】：从内容上来说，“角落”相较于前面的

四个“讲究”这些“局部”来说属于“细部”，

较为次要；而且“角落”是“极小范围的局部”，

与前面关系最为密切。此外，从提示词语的角度

看，“也”“另外一点”提示我们第 7段的内容是

对前面四段所说明内容的补充。所以第 7段要紧

随那四段之后。 

而在建筑布局、山水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4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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