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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踏着重重的步音，敲碎一池春的柔媚。纵然人们心头离情依依，也无人能将

春裙的一角留住，包括了细雨和春风。花已千树，春已暮，夏天就是这样的来到了。在

这个时刻我们也迎来了《科研园地》2009年的第二期。 

在本期的教学论文中我们收录了薛瑛老师的论文《浅谈素质教育在我校的实施》。

在这篇文章中，薛瑛老师论述了素质教育的概念以及当前实施的现状，解释了素质教育

与应试教育的关系，详细概括了素质教育在我校的实施情况，文章中她特别强调真正的

素质教育一定是对学生，包括创新能力、理解能力、热爱自然、关爱他人、抗挫折能力

等等的综合教育和提升。我们还收录了石波老师的《让物理学史融入物理课程》、谷良

老师的《浅谈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良好“生”态环境的营造》以及顾朝晖老师的《高中

英语作文教学中“互动”的研究》，三位老师分别对自己研究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本期的德育研究我们收录了傅强老师在参加江阴培训后的感悟。傅强老师在培训后

最深切的体会是：“不管是教育的“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李镇西提醒我们要充分

发现每一笔教育资源，要展现我们集体里每一个人的善良和体贴，提醒我们怎么对待教

育，怎么对待工作，怎么对待自己和学生！”。  

课题研究本期我们选录了陈燕玲老师的《如何设计适时有效的课堂提问》、郇玲的

《高中数学概念学习的现状剖析和对策》、倪菊兰老师的《物理课堂教学问题的设计》、

王剑老师的《高中英语作业的布置与检查有效性探究》、郭群老师的《合作学习在英语

课本剧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张管凤老师的《让学生亲近文言经典》。各位老师都对他们

所研究的问题展开了深入地探讨，很多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每当春夏交接的时候，每当就要跨进夏日疆界的时刻，我们心中难免有些惴惴不安。

因为夏天正长，一旦进入夏统治的王国，就不知何时才能走出那灼人的炎热。夏天的艳

阳，好象千百盏灯光一齐扭亮，让人好生疲倦！在这样的季节里，捧一卷“园地”，品

味着其中的袅袅清香，你会发现自己如沐潺潺溪水，逐渐洗净了心头的燥热和烦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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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薛 瑛 

一、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概念和现状分析 

1．什么是素质教育？其实很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对它的概念都不是很清楚。

目前，在认识上依然有几个误区：一是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学生减负。教育部三令

五申要求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因此，一些人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减轻学生负担。

二是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的特长。因此各种特长班、兴趣班应运而生，家

长和教师对此乐此不彼。三是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培养能力。动手能力就是训练做

家务、搞活动、比赛，特殊技能就是学电脑、上英语兴趣班……四是认为素质教

育就是轻松教学。因此老师上课时保持一种轻松、活泼的教育环境。五是认为素

质教育就是开展课外活动。于是出现“课内抓升学，课外抓素质”的现象。 

要搞清楚素质教育的真正含义，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素质。素质的含义有狭义

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素质概念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即“遗传素

质”。《辞海》写道：“素质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在

心理学上，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

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这是关于

狭义素质的典型解释。广义的素质指的是教育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指“人在先

天生理的基础上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

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通常又称为素养。主要包括人的道

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素质教育中的素

质，指的是广义素质。  

全面完整的给素质教育定义很难，我认为真正的素质教育一定是对学生，包

括创新能力、理解能力、热爱自然、关爱他人、抗挫折能力等等的综合教育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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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有效的素质教育应该是这样的方式，如：减轻学生们的考试压力；教会其创

新方法，问题解答能够举一反三；在各学科教学中能体现创造思维；让学生们走

出去，到大自然中去体验，到社会、农村等地去实习，寒暑假到外地去考察、体

验生活；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开展小课题研究，养成独立思考、分析判断的习

惯等等。 

2．应试教育，通常被视为一种偏重于通过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水平的教育

制度，与素质教育相对应。应试教育的特征是考什么学什么，导致偏科，出现加

班加点拼命灌输知识的现象。应试教育中，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忽视学生个性

的全面发展，出现了片面追求智育，忽视甚至取消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

教育的现象；在智育上又只重书本知识和理论知识，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如：

对于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科目采取 “题海战术”，靠大量的试题来达到提高应试

能力的目的。 对于政治和历史等人文科学科目采取死记硬背的策略。 由于分数

就可决定一切，有可能导致考试作弊，道德滑坡。学生思维僵化，没有独立思考

能力。有的学生为了考高分而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苦读的生活空间里，从而产生

了“学习厌倦症”、“考试恐惧症”。 

二、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答案当然是进行素质教育。我的观点是：素质教育

是我们教育的最终目标，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阶段，我们应该加强学习，

提升理念，不断地进行教育教学的各项研究和实验，逐步全方位转向素质教育。 

一方面，应试教育在中国存在了这么多年，有它一定的基础。它是中国传统

考试制度的产物。“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换

得“金榜题名”等这些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还根深蒂固。其次应试教育也是当前

我国生产力不发达，就业岗位有限的产物。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能力为教育大

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教育资源上的供需矛盾还不可能彻底解决，因此教育

机会的竞争必不可免。 

还有很多人认为应试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能够促使学生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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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学生在考试（如高考，中考）的压力下，学得很努力，很扎实。设想

如果没有了考试，也许学生会有更多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对一些基础

科目的掌握肯定不会那么扎实，如何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和研究? 有些人认为这

种以统一标准评估学生水平的方式较为公平，较少出现因为个别评核者的偏好而

做出不准确评估的状况。“以分取人”是当前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再有,众所

周知，对学生素质的评定并不容易，对于每年有几百万考生的大国来说，逐个评

定的几乎不可能。如果将权力下放到学校和教师，一来对考评人员的培训工作将

是一个大工程，二来在现在的环境下，光靠道德约束很难做到公平公正的，弄不

好可能使腐败现象更为严重。 

作为一名教师，我亲身经历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我觉得我校现在的

很多做法还是相当不错的。 

三．浅谈素质教育在我校的实施 

1. 根据 3个年级段的特点，科学有序开展素质教育 

经过了初中的分流之后，高三还要经历一次分流，这次是和择业相关。因此

学生在高中阶段要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将来的发展、就业联系起来。 

高一、高二阶段，学校里开设了大量的必修课程，学生在扎实学好每门基础

课的同时，还可以在开设的课程中寻找自己喜欢且有潜力的学科拓展学习。另外

学校还增加了各类活动课、实践课、选修课，以及研究型课程等。团委、学生会、

政教处处组织学生进社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还有下乡劳动、劳技等必修活动。

校园的其他活动项目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如“红五月科普艺术节”、运动

会等。我校还有学生的课题研究即研究性学习，每位学生都要参加，在小组合作

学习的过程中提升各种能力。因此很多学生在高一、高二扎实学习，增长了学科

知识，开阔了眼界，培养了兴趣爱好，大部分为自己的将来学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确立了方向。到高三，学生要向着自己的理想奔跑。在各学科的高考复习中，加

强知识的融会贯通，提高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另外，在高三阶段，学校还组织

各类有意义的活动，如：十八岁成人仪式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渗透理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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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2．素质教育的基点：优化课堂教学 

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重点应落实到课堂教学之中。在各科课堂教学

中，我们教师现在也正努力从多方面入手，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我校教学研究氛围一直很浓，教学改革实验，长盛不衰，各种公开课、研究课、

观摩课、评比课等，每学期少则几十次，多则上百次。通过研究、讨论、交流、

切磋，教师们教学相长，共同提高，教学质量稳步上升。 

比起以前的教学，现在的课堂教学有了质的转变,教师努力把新课程的教学

目标落实到每一堂课，乃至教学每一个环节。虽然在目标的实现策略和具体操作

等方面，与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我们在努力提高。我们教

师在课堂上注重思维开发（重在思维品质的培养）、能力培养（包括一般的学习

能力和特殊的学科能力），也注重科学观教育，科学意识教育，正确对待名利，

善于与人合作、高度责任心等科学态度教育，实证精神等科学精神教育。 

3．提高考试命题的质量和考核的科学性 

以前对考试的研究很少，就大部分教师而言，他们或凭经验命题，或直接将

市场上的模拟考试题稍作修改或原封不动地用于测试学生的水平，并把考试成绩

等同于学生的学习能力。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考学生、这样命题方式是否科学、根

据这些考试成绩对学生的学科水平作出评价是否合理、这些试题中是否体现学生

的学习能力，老师关心较少。虽然在考试方面有诸如上面所提到的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考试，或者搞素质教育就不要考试。 

我们要研究考试，提高命题质量，体现考核的科学性。拿英语考试为例，现

在的命题是以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外语测试的两大理论支柱，它们对语言的实质

和人学习语言的规律从理论高度做出了解释，在它们的指引下，命题更具科学性。

在考试内容上和形式上，从原先的单一笔试，到现在增加了听力测试和口语考试，

内容上也是力求能测试出一个学生听、说、读、写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同时也注

意到了对学生基本素质的考查，如心理品质、应考策略、逻辑思维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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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考试合理且有科学性的话，从考试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学生某些方面

的素质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其他领域的进步（如心理学的发展），我们相信素质教育

定会全面实施，学生素养定会不断提高。 

参考书目： 

①《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 3200页  

②《面向 21世纪中小学素质教育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 3页  

③ 宁本涛：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中国学校教育变革的价值基础

追思》第 9页  教育硕士教育学讲义专题三 

④舒运祥：《外语测试的理论喻方法》，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1999年 

⑤叶澜主编：《教育学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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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石 波 

一、物理学史教育的现状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有一重要的教学资源长期不被重视，这就是物理学史的

教学。传统教学观念认为物理学史仅仅是课堂教学中的一味调料，对物理概念的

理解无多大的帮助，难登大雅之堂。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物理学史教学环节显

得单薄且随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动引进物理史的态度不够积极，一方面是

缺乏基本的物理史教学意识及物理学史材料储备；另一方面是担心教学任务重，

增加了教材以外的内容而难以完成教学任务。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由于对物理学史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造成的。二期课

改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为重新审视物理学史的教育价值和必要性提供了契机。新

课程将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要求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而物理学史在培养学生科学

素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物理学史的教育教学价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

面，在课堂教学中又如何灵活运用呢?  

二、物理学史教育的重要性 

  在物理新课程中，要求物理教师应善于运用物理学史的教育，培养学生的科

学素质和科学精神。科学素质是指在接受一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适应人

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品质和能力，诸如科学知识、科学情感、科学态度、科

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等等。新物理课程明确把培养和发展学生科学素质

作为核心目标，突出对科学探究、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教学要求，把知识、方



教学论文           

 - 8 -

法、能力列入了课程目标，也把情感、态度纳入了课程目标体系，即所谓的三维

目标。在中学物理教科书中引入物理学史的主要内容有：科学家的生平；我国古

代的科学技术与物理文化；科学方法的介绍；重要实验、概念、规律发现的过程

和产生的历史背景等。充分发挥物理学史教育的重要功能，挖掘隐含在教学内容

中的情感、态度，可在培养学生科学素质方面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物理学史的教育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激发兴趣、唤起科学情感 

把物理学史引入到物理教学中，让学生参与物理知识的发现过程，分享物理

学家的成功与失败，体验物理学发展的曲折，可以让学生明白物理并不是一门枯

燥的学科，而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生动有趣的学科。历史所展示的物理问题产生的

原因与结果、物理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以及物理学家的成功历程等，都可以有效地

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主动学习物理和探究物理奥秘

的积极情感，有利于实现新课程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2．揭示知识的来源与应用，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新课程注重向学生呈现知识背景，重视实际问题的抽象过程和物理知识的应

用过程。事实上，每个物理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几乎都是为了生活和生产实践的需

要而提出来的，而最终又被应用到实践中去。物理史可以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物

理的价值，提升物理应用意识。在物理学发展史上，许多事例表明，科学巨匠们

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是他们取得成就的内驱力；科学伟人们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是他们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的重要保证。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

定律的建立和应用、法拉第用十年研究电磁感应定律及电能的广泛应用等，这些

物理学史都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科学态度的形成，激励学生树立崇尚科学，研

究科学、造福人类的科学精神。 

  3．帮助学生形成物理观 

  一部物理学史就是一部物理先驱创造、发明的科学史。物理的形成和发展不

单纯是知识和技巧的推导，物理的每一个重大发展，往往伴随着对科学认识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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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建立起新旧知识间的联系，并将过去的知识与新知识连接在一起，从而使接

纳了新知识的新的认知结构更加紧密和合理。如牛顿经典力学的建立、爱因斯坦

的光子学说、卢瑟福原子核式结构的建立等等。物理学家质疑、求变和科学思维

方法无一不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物理学家运用各种科学方法，攀登科学之颠

的足迹，都可使学生受到形象、生动、具体的科学方法教育。物理史可以使学生

体验物理学家的严谨态度和思维方式，增进对物理的系统理解和对物理本质的认

识，促进知识的有效迁移和接受，帮助学生学好物理。 

三、让物理学史教育融入物理教学之中 

1．通过物理实验和科学体验，实施物理学史教育 

新物理教材中的物理概念、规律，都是物理学家在实验的基础上，经过科学

的概括、思考、推导而获得的。在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现有实验条件把物

理学家做过的实验引入物理课堂，或利用多媒体的DIS实验室模拟理论的形成过

程，说明当时的文化背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通过呈现物理史中物理学家所产

生过的争论、质疑、错误概念的建立和修正，可以使学生了解以前科学家的错误

探究过程，也可使学生在知识和技能的形成过程中培养科学态度，获得科学方法。 

2．在课堂教学中，适度实施物理学史教育 

物理概念与理论具有严密性和逻辑性，比较抽象，学生较难理解。而一个新

的概念、理论的产生，常常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一个由浅入深阶段性发展

的过程。课堂教学中，适时适量的物理史实可以说明有关的物理认识是怎样发展

的，有关的定律是怎样得来的，使学生既突破认知难点，又不断了解物理学家在

科学发展中所采用的普遍适用的思想方法。 

如在学习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实施教学，首先介绍一些

运动现象，并提出问题：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还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其次由

学生分析运动与自然现象的联系，使学生形成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的观

念；第三步就是具体和系统地介绍牛顿是怎样总结伽利略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分

析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概括和推理得出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教学起到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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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3．通过网络平台辅助物理学史教育 

在物理学科研究性学习中，采用学生常用的网上学习方式，结合学生研究小

课题和物理课堂教学实际，引导学生在互联网上访问与物理知识相关的网站。通

过对相关知识的搜索，学生可以知道焦耳的生平、欧洲及古希腊的物理学发展史，

可以认识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霍金等等大科学家。在物理课堂教学中也

可适当播放物理学史录像，如电视节目 “科技与创造”、 “异想天开”、“科

学与教育”等栏目，结合课堂教学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学情感、科学价值观和

科学精神。 

四、物理学史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1．学生科学素质的形成，是一个在各类教育因素影响下长期发展的过程，

物理学史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在物理学史教育中，一方面，教

师应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制定系统实施物理学史的教育计划，

确定教育内容，从而持续不断地发挥物理学史教育在培养学生科学素质中的教育

功能；另一方面，由于物理教科书的编写要受各种因素制约，教科书中已有物理

学史教育内容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同样作为学习者的教师要勤于搜集史料，丰富

物理学史教育内容。要取得物理学史教育实效，教师掌握大量的令学生信服的教

育素材则显得十分重要。 

  2．要在师生情感互动和共鸣中实施物理学史教育。物理学史的教育过程，

应该是教师与学生间情感交流与体验的过程。只有教师充分重视物理学史的科学

素质教育功能，用积极的情感去讲授教师自身对物理学发展历史的深切感受，明

之以史实，晓之以道理，才能唤起学生对物理学家的景仰和对科学真理的追求。 

3．实施物理学史教育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尊重物理学发展历史

的事实，把物理学的发展看成是社会与科学发展的一部分，把它置于整个特定的

社会环境中去加以考察。只有从物理科学内部的理论演变特点及其规律性来加以

分析，才能使学生不断认识物理科学发展的规律。教师既要充分肯定物理学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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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发展中的杰出贡献，又要注意不能片面夸大物理学家的功绩和能力。既

要注重介绍外国物理学家揭开物理世界探索历程，也应大力介绍我国古代物理学

发展的成就，以激发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的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的

缘故”。作出重大贡献的物理学家不仅牛顿如此，凡是科学家都是善于批判和继

承的，学习物理学史有助于活跃学生思维，增强学习的意识和信心，使学生更自

觉地继承前人的事业，有效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新课程设置已将提高学生的科学

素质、研究性学习纳入新的课程体系，通过物理学史进行科学方法的教育就变得

尤为重要。综上所述，把物理学史的知识融于物理教学中，无疑应该具有很重要

的价值，特别是实施新课程改革的今天更是迫切需要的，同时也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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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语文课堂中良好 “生”态环境的营造 

u 谷 良 

【摘要】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指学生能在语文教师的引导下充满热情地参与课堂活

动，开动思维的运转，从而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带动整个教学环节的顺利进行，

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和对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那么，怎样才能营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呢？笔者将从发挥教师语言、肢体、表情的感召力；发挥教师“问”的多

元能力，发挥教师对语文活动的引导作用三个方面谈起。 

【关键词】   

“生”态环境  思维链  语言  肢体  表情  提问  活动 

【正文】 

我们寻常所说的“生态环境”（字典义）指的是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

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

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而笔者认为，在我们

的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也应引入“生”态环境的概念（此处“生”态指学生

在课堂中的情绪状态）。即语文教学过程是由教师、学生、文本构成的整体，

师生的沟通建立在对文本的理解与探究上。但文本是相对固定的。而学生能否对

学习内容产生兴趣将间接地、长远地对语文教学以及语文素养的提升发生影响。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产生语文学习的热情、带

动思维链的运转，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那么，教师该怎样激发学生参与语文学习的热情并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呢？除了提高教师自身人文素养；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兴趣所在；深入研读文

本等等，笔者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与思考，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一、发挥教师语言、肢体、表情的感召力，营造良好的课堂“生”态环境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情绪、思维在不同状态下，接受新事物的快慢会不一

样。当人们的情绪、思维处于兴奋、积极的状态时，接受新事物就快，反之则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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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就必须让学生“会学”和“乐学”。而充满人

文气质的语文课堂更应该在展现理趣和情趣中激活学生的学习热情，营造良好的

“生”态环境。那么，如何才能激活课堂中的生态链，激发学生的激情从而带动

一系列的良性运转，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尝试： 

1、 将情感注入语言、肢体、表情中，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 

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曾形象地指出：“一个能够动听地、明晰地教学的教师，

他的声音便该像油一样浸入学生的心里，把知识一道带进去。”语文教学是一门

语言的艺术，要充分调动起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激情，就需要用生动形象、充满

情感的语言打动学生，使学生在充满激情的语言世界中接受知识、培养能力、陶

冶情操。 

笔者在上《母亲这样的女人》一文时，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到读文本的体

会中与学生进行交流就取得了教学不错的效果。“也许只有离开家才能有这样深

刻的体会！因为离开了家，你才能站在一个空旷许多的地方回头看自己从前的生

活，看自己的父母，看自己的家！才会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父母亲人以及那

个家是什么样的！感慨便自然而生。……当我们遭遇挫折而投入母亲的怀抱寻求

安慰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母亲有了委屈到哪里找安慰？当我们每天在抱怨，在厌

倦自己的母亲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母亲需要什么？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有没

有为他们能这样的付出着而感动过？ 有时，我们所谓的关爱是不是在给母亲带

来了更大的压力……”当讲到这里时，已经有学生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而再读文

本时，学生饱含深情的朗读更是打动了我。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只有

通情才能达理，达理必先通情。教师在讲课时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并通过语言表

达出来。才能唤起学生的求知欲，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将幽默注入语言、肢体、表情中，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 

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面部表情是多少世纪培养成功的语言，是比嘴里

讲的复杂千百倍的语言。”在交流中，人们用表情和手势来表达他们的感情。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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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语言专家 Fen Lafle Angles 曾经说过：“假如失去了肢体语言，婴儿不可能

成长为一个正常人。”其实青少年也如此。教师的语言、肢体、表情能极大地鼓

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为了达到理论和知识的提取的高效而丰富，也同样

要求教师拥有生动、活泼、极富感染力的姿态。 

例如：讲授《哦！香雪》一文时，我并没有按照寻常的教学方法：先介绍时

代背景，再介绍作者等环节。而是直接在黑板上写下了文题，然后，我双手一摊，

做出一个惊愕的表情：“哦（ó），香雪？”。在语音语调中我尽可能的把音调上扬，

学生们顿时笑了起来，叽叽喳喳地说道：“奇怪些什么呢？香雪是什么样的人

啊？”没等他们的议论发表完，我做出了一个沉重的表情，双手合十说了一句：

“哦（ò）香雪!”声音拖长，尽可能的显出一种沉重感。有学生悄悄地说：“看

起来香雪挺可怜！”这时，我做出一个充满向往的表情，眼睛望着远方，声音轻

柔了许多：“哦（ō）香雪……”学生一阵大笑。趁势我又做出了第四个表情，眼

睛斜向一方：“哦（ǒō）（这是 90后学生的口头语）香雪”。学生的笑声更大了！

我顺势问道：“香雪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应该发出怎样的

感叹呢？”学生的笑声慢慢地静了下来，他们渐渐的沉浸于文本。而在这种氛围

之中，学生拉近了与文本的距离，更拉近与时代的距离，真正的走进了那生活背

景并不相同，但却同样充满朝气的“香雪们”的心灵。 

3、将学生的“兴奋点”注入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 

罗杰斯说：“教学过程中只有让学生处在一种无拘无束、自由畅达的空间里，

他们才会尽情地‘自由参与’与‘自由表达’。” 

对于刚刚进入高中大门的同学来说，文言文的基本语法知识是一道障碍。如

果单纯地就语法讲语法，势必会导致学生对文言文学习丧失兴趣。于是，在讲文

言句法的时候，我以最简单的现代汉语句式加上班级同学的特点作为例子（选择

同学时要慎重不能伤害其心灵），进行语法分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xx吃炸

鸡腿。我要求学生在这个环节中分析出主谓宾，然后要求他们加上“时间”和“地

点”。如：在凌晨时分，xx在被窝里吃炸鸡腿。这样学生很快就明白了“时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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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和“地点状语”的位置。我又要求他们加上“修饰语”来使这个句子更富有

“色彩”。有学生这样说：“在凌晨时分，肥头大耳的 xx 在被窝里吃又肥又大的

炸鸡腿”。这样学生就明白“定语的作用”是什么。当我把这些成分的位置调整

后，学生一下就明白了什么是定语后置，什么是状语后置，什么是宾语前置，这

种做法不一定是很科学的，但学生却在积极热情的参与中能很快地掌握看起来枯

燥的一些知识。 

教师在了解学生兴奋点的基础上充满情感、幽默感的语言、肢体、表情更能

调动学生各个感官的活动，更能引起学生的关注，从而将学生的学习状态调整到

最理想的程度。也只有当学生在自由、平等、充满快乐的学习氛围中，才能真正

地运转起语文课堂教学这个大的“生态环境”的良性运作，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有

有效性。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师的语言素质，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

上的脑力劳动效率。”同样，肢体、表情的良好运用也对学生的学习效率产生着

影响。 

但应当注意的是，我们提倡通过教师的语言、肢体、表情魅力来激发学生的

激情，但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根据文本以及课堂生成情况来进行，而不能脱离实际

的课堂氛围而乱用、滥用。否则则会导致混乱的课堂“生”态状况，学无效，教

无用。 

二、发挥教师“问”的多元能力，营造良好的课堂“生”态环境    

高中语文新课标提出阅读教学的目标是：“学生能根据自己的特点，扬长补

短,逐步形成富有个性的语文学习方式。通过阅读和思考,领悟其丰富内涵，养成

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增强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和批判性。” 

而心理学告诉我们，思维是从问题开始的。学生的学习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

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明代学者陈献章说：“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

进。”一个好的提问可以引发学生的积极参与，思维的运转，从而带动课堂氛围

的良性运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这不正是良好“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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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期许么？ 

1、发挥教师在课堂预设中提问的能力，带动学生思维链的运转 

棋道中有句话：“一子下错，满盘皆输。”课堂提问设计的成功与否，对于

教学的成败往往会有惊人的联动效应。而这也就是笔者所言“预设提问”，即教

师在对文本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针对学生的学情以及兴趣点找准文本解读的切入

口进行的预设性提问。从而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引发学生对解读文本

的积极性，主动性。 

例如：《师说》历来是教材中的经典篇目，怎么才能把这篇文章的精髓体现

出来，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生长久习惯于疏通文意，字词解释等传统的

文言文教法，甚至对这种教法下的语文学习已然麻木。 

因此，在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中，我以一个问题来引领学生对全篇的思考，即：

“找出这篇文章中的感叹词，体会一下应该读出怎样的语气？”。学生自然会找

到：“嗟乎、其……欤、呜呼、矣……”；自然会去寻找“嗟乎”的原因（……）、

“呜呼”的原因。仅仅是对几个感叹词的分析，就把整篇文串联在一起。与此同

时，学生们也发现具有如此感慨的韩愈，他所谈及的并非仅仅是时弊，更多的则

是对社会未来的担忧，而这不正基于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么？面对这样一个文化

名人，作为青年人的我们怎能不去效仿，不去膜拜？ 

2、发挥教师在课堂生成中追问的能力，带动学生思维链的运转 

课堂是生成性的。课堂是变幻多姿的。我们的预设时常会因为学生生成性的

问题而显得多姿多彩。 

学生有了疑问，才会进一步思考问题，才能有所发现，有所体悟。有经验的

教师，常能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在解读文本时产生的各种问题并能及时质疑、追问，

创造一种“愤悱”的心理情境，从而使学生更好地走进文本，更深刻地领会其中

的精义。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教学片段（《告别权力的瞬间》）： 

生：我觉得华盛顿告别权力有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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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原因是：“衰老，已经使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 

     第二个原因是：“庄园的悠闲，是那样的诱人”，而华盛顿正向往着庄园幽

静的生活。 

     第三个原因是：“他不愿意让权力如此长久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他的理想

的民主社会，应该制约个人的权力，应该让更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 

师：你能谈一谈你对这些原因的理解么？ 

生：华盛顿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建立一个民主社会。 

师：嗯，这好像你所说的第三点。可是老师倒有个疑问．．．．．．．。刚才那位同学说，第一

个原因是衰老，第二个原因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那是否说明华盛顿没有责任

感，他贪图安逸生活？ 

生：他已经在能力的范围内对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他觉得他在连任两届

之后，他应该功成身退了，给以后的那些更有才能的人一些机会。 

师：你用了一个词，是“功成身退”。恰当不恰当？．．．．．． 

生沉默。 

师：也就是说华盛顿成就了一番事业，然后在最顶峰然后退下来？是对成功的满

足么？ 

生齐摇头 

生：华盛顿带着疲乏的倦容，但他已经对国家进了最大的努力，所以他是真正富

有责任感的领袖。 

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个教学环节中，教师的两次追问由浅入深，既强化了学

生对文本的理解，对人物形象的深切认识，又纠正了在用词表达上存在的不准确

的问题，强化了学生语言的能力。 

明代学者陈献章也说：“疑者，觉悟之机也。”及时发现学生在思维过程中出

现的“疑点”，并抓住适当的时机加以点拨，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发挥教师在整合分析时加问的能力，带动学生思维链的运转 

这里的“整合加问”，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思维链的运转适时地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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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进行知识的迁移。引导学生拓展阅读体验，达到温故知新的目的，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能力。 

如：在教《六国论》一文时，我发现有学生将《过秦论》、《阿房宫赋》其中

的思想内容与本文的解读联系在了一起。但他们还不善于对学过的课文进行比

较、鉴别和联想。因此，教完《六国论》后，笔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六国论》

《过秦论》《阿房宫赋》三文的主题有何不同？作者发议论的事实是什么？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学生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自然地将已有知识串联成一个

整体，实现知识的积累。 

古人云“学起于思，思起于疑”。 文本不应是孤立的，思维不应是局限的。

在对文本有了一定程度的解读之后通过“整合加问” 的形式对语文课堂内容进

行整合，发散能加快把知识转化为语文素质能力的进程，是发展学生思维，保证

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在预设环节进行高屋建瓴

的提问设计；在生成环节进行灵活机智适时追问；在总结归纳环节进行深化发散

型的“加问”，也许就是我们带动学生思维链，营造良好“生”态环境的一个支

点。 

三、发挥教师对语文活动的引导作用，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高中阶段的学生，思维是最活跃的，求知欲望也是最

强烈的。但是，他们的社会阅历浅，思想还不够成熟，自控力也并非我们教师所

想像的那么强。如果不考虑学生的“求新、求变”的心理特点，而是一成不变地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新的课文，请大家打开课本×页……”那么，课堂就

难免会出现一潭死水的情形。而良好“生”态环境的营造更无从谈起。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利用课内外的有效资

源进行形式各异的语文活动，可以更好地引发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热情，从而实

现课堂上和谐、高效的良好“生”态环境。 

1． 以“游戏”的形式，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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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自古就是文人雅客的游戏对象。吟诗、做赋、行对等等都是高品

味的文字游戏。而语文课，作为传承祖国语言美、文字美的一种形式更应让学生

“动”起来，让学生动口动脑，激发智慧的潜力，发展个性特长，培养学生的语

文能力。也只有积极的参与，才能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达成语

文教学的目标。 

例如：学习《新序二则》（即《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宋人有得玉者》）一文

时，学生对学习内容反映平平，没有什么激情。为了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激

发学生积极地学习状态，我在黑板上写下关键词“诚信无欺”并补出主语“延陵

季子”。然后，我说道：“这样美好的品德怎能不流传？”便在黑板上接着写“后

继岂无子？”。“如果说‘诚信无欺延陵季子，后继岂无子？’是一副对联的上联，

你能不能根据《宋人有得玉者》的内容对上下联？注意对仗的工整性。”一个问

题抛出，学生们顿时活跃了起来，“诚信无欺对廉洁有德”；“延陵对司城”；“季

子对子罕”；“后继岂无子对今子实不罕”…… 

在这样的文字游戏中，学生们的积极参与不正实现了对语文能力的培养么？ 

而我们的语文课本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游戏资源，如学《我愿做急流》时，我

们完全可以进行章节性仿写；学《沁园春••长沙》时，可以让学生在按格律填词

等等。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教师应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开发课程

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丰富多彩的语文

游戏正是语文教学创造性、实践性的体现，也是拓宽学生语文学习空间，语文课

堂教学的有效延伸和补充，是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 

2． 以“情境”的形式，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心理学表明，虽然高中学生的抽象思维逐步占主导地位，但其思维中的具体

形象的成份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学习这种抽象的活动中，更需要具体、可感

的直观感性经验来支持。语文课如果能让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通过参与有兴趣

的活动来丰富自我知识体系，这样不仅能活跃课堂形式，更能使学生了解到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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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乐趣更激发起学习兴趣。 

《商鞅》一文，尽管是以剧本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但什么是话剧，这出

剧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都是抽象难懂的！单纯地说教，学生不爱听，倒不如让他

们自己根据文本内容自己排演课本剧来得更有吸引力。 

我的学生们利用课下时间分配角色，背台词，体悟角色性格，更制作了王冠、

拂尘等道具，甚至为了增强秦王的威严感，有同学在黑板上画了一条巨龙。当课

本剧演出完毕，我提出了三个问题：“①剧本包括哪些重要的组成部分②你对所

演角色有怎样的理解（或你认为那个形象演的最生动）③这出剧想告诉我们些什

么”。 试想，怀有如此激情的学生又怎么会不主动的参与到课堂中，参与到文本

的解读中呢？有这样充满激情、积极参与的课堂又怎会是低效的呢？ 

3． 以“竞赛”的形式，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特级教师魏书生说：“即使对毫无直接兴趣的智力活动，学生因渴望竞赛取

胜而产生的间接兴趣，也会使他们忘记事情本身的乏味而兴致勃勃地投入到竞赛

中。” 

学习《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世间最美的坟墓》、《告别权力的瞬间》等等

以人为写作主体的文章时，我会带领学生制作主题人物小报并进行评比。而评比

内容为：文面设计；内容安排；编者评论三个部分。 

学习诗歌单元，我会组织学生进行诗歌朗诵、创作评比，以此强化学生们对

语言的体悟能力。 

通过这种“竞赛”形式来拓展学生的阅读，丰富学生对素材的了解、认识。

它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尤其有利于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观察感受能力、

搜集信息的能力、综合表达的能力。 

同时，有了这样的训练、积淀，学生才能在课堂上有话可说，说得有理，说

得自信。对课堂“生”态环境的营造才能形成良性的运转。 

4． 以“展览”的形式，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心理学研究表明：高中阶段学生心理更倾向于个性的张扬，他们追慕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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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同年龄层次中的偶像。因此，及时发现语文学科中的“偶像型”人物并发

挥他（她）的带动能力，对于激发学生整体的学习良性状态是很重要的。 

    笔者班级曾有位男生沉溺于“仙剑”游戏（网络游戏），甚至为游戏中人物

写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在交流中，我发现这位同学的文笔不错，便给

他讲格律，讲练字，鼓励他进行诗词创作，并专门为他举行了个人作品展。在此

摘录部分作品： 

《守    候》 

晓风残月人影乱，离人抚柳柳丝断。白梅香风有谁怜，云掩繁星几时现？ 

独上西楼门空掩，花散门庭窥泪颜。泪洒西风泪易干，落花如雪风似剑。 

《念奴娇·寂夜消魂曲》 

    和风细雨，无会意，芳魂倩影同销。一缕清烟任飘摇，几点孤星寂寥。夜半

恨重，抚曲待破晓。清风抚面，何忍别离煎熬。 

  明月忧照残楼，想把梦留，梦中伊人笑。无奈梦逝若破镜，人醒梦碎难圆。

花残月没，魂销人倦，强颜中欢笑。花飞梦断，独留孤星自傲。 

《如梦令·花魂交响曲》 

桃花芳菲自吐，娉婷岂是无助。红晕泛起处，竟惹桃花也妒。且住，且住，

落英飘落何处？ 

在同学们的集体的讨论中，我们对他的作品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比如：做

作的视野要放大，不要总是局限在对网络游戏的体会和人物评价上；文辞要大气，

要有深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绚丽文字的堆砌上等等。一时间，班级中学习诗词的

气氛极浓。 

而在此事例之中，我也明白了只有开拓了学生的学习空间，学生才会学得塌

实，学得灵活，学得起劲；只有给学生一片崭新的语文学习天地，他们才能在充

满情趣的活动中去体验语文的情趣，感受语文的魅力，才能真正摆脱原来的那种

只做学习的奴仆的被动局面，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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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教学过程

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活动过程”。教师通过发挥语言、肢体、表情的感召力，

发挥“问”的多元能力，发挥对语文活动的引导作用等形式，营造语文学习良好

的“生”态环境就可以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地促进作用，从而带自动整个语文学

习、语文教学的良性运转。所以，关注语文教学环节中良好“生”态环境的营造

就是对提高教学有效性，实现语文教学目标不可忽略的一环。 

【参考文献】： 

1、《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试行搞） 

2、《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区培民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年 9月版 

3、《语文教学谈艺录》， 于漪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 5月版。 

3、《言说抵抗沉默》，郭初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月出版 

4、《形成创新教学课堂氛围的“五大因素”》，潘泽南，《人教期刊》2004年第

2期 

5、《语文八论》，郭开平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 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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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顾朝晖 

 根据新《上海市中学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英语课程改革必须关注并培

养学生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英语能力，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语言交际的机会，帮

助他们掌握恰当的交际方式，促进思维的发展。”二期课改新课程理念强调以学

生为主体，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尊重个体差异，提高学生多元文化下的交际

能力。所有这些新理念的实施都离不开英语课堂教学“互动”的实施。在我们的

教学实践中有这样的教学体会：教学活动是师生双方进行交往、沟通，把教学看

作是一个动态发展着的教与学统一的交互影响和交互活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通过优化“互动”的方式，即通过调节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人与文本之间

等各方面及其相互作用，形成和谐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学习个体与教学媒介

的互动，强化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信息交流，实现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补

充，继而达到共识、共享，实现教学的有效性。因而，本课题研究通过探索英语

写作课堂教学中的互动模式，打破以往对于英语写作课堂教学只局限于理论上研

究的局面,将许多教育学者、心理学者和社会学者比较成熟的关于“互动”的研

究理论运用到了英语写作课堂实践中，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并引起大家的关

注和讨论，使本课题研究更加完善和成熟，以便在理论的支撑下，真正应用于教

学实践。本课题的研究也试图引起思考，是否可以改变传统的枯燥的写作教学方

法，（如背诵范文，机械地背单词和词块），而是在高中英语写作课中，充分利用

高中生已经具备较强的语言能力的优势，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屏弃

写作课就是单一训练写的能力的做法，而是体现英语语言学习听、说、读、写能

力的统一结合，使课堂成为学生英语写作能力发展的最佳途径，为学生的全面发

展奠定基础，促成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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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互动”的基本含义 

课堂教学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教学内容是通过教学参与者相互作用共同完

成，这个教学交往过程就是教学互动。所以，教学“互动”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

学参与者之间通过教学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的社会交往活动。在结合优

秀教师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优化教学互动为特征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即

通过调节师生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学习个体与教学媒

介的互动，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模式。互动的教学模式能积极引导学生

“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激发学生语言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课堂

教学有效性。互动教学模式深刻颠覆了传统师生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和教学的单向

传输形态，把课堂教学看作是师生交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是传统的

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权威角色，而是学生的辅导者、学习环境的设计者、意义建构

的合作者和促进者。因此，互动教学模式是全面把握教学动态的过程与发展，使

课堂教学由单维走向互动，注重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互动”是师生双方或生生之间在一定的课堂教学环境中所发生的各种形

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心理相互作用或行为的相互影响，是师生双方或生生

之间以平等对话为基础，以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价值互动和行为互动为内容，

以谋求共同发展为目的的社会性互动，它的本质是平等与相互尊重。互动式教学

理念是一种改变课堂教学中教师绝对的主导地位，创造出师生平等、合作、和谐

的课堂氛围，使师生在知识、情感、思想、精神等方面的相互交融中实现教学相

长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它的本质是平等与相互尊重。互动式教学理念的进步在

于它促进了师生间或生生间的双向甚至是多向交流；它推动了不对等的交流向平

等的交流转变；它促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接受转变；它使学生由被动地接受

向主动地创新、创造转变；最重要的是，它使学生由单一知识教育向综合的素质

教育转变。本论文就英语写作课堂教学中的互动教学模式，在时间上分成三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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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写作前的互动、写作中的互动和写作后的互动；同时分成了两个维度：师生

之间的互动和生生之间的互动。 

二、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互动模式探究  

写作是英语教学“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之一，学生不仅需要掌握

其技能，还应通过写作课的学习，促进其语言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对于已积累了

一定英语知识的高中学生来说，这种能力犹为重要。但长期以来，英语写作教学

一直是高中英语教学较薄弱的环节。随着新课程标准的逐步实施，写作教学开始

受到重视。如《新世纪英语》课本中，除了课文内容之外，非常清晰和有条理地

呈现了写作练习教和学的步骤。写作是学生英语学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能力的一

种输出形式，也是英语高考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怎样提高写作课的有效

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除了常规的英语写作教学方法以外，要非

常注重互动在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学生的写作过程上，而不是仅仅着眼

于最终的写作成品。而过程教学法的基础理论是交际理论，即写作的过程实质上

是一种群体间的交际活动，而不是个人的行为。因此，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互

动要贯穿于整个写作过程，老师在过程中起辅导的作用，旨在培养学生对写作学

习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多维度的互动中潜移默

化地了解怎样写好英语作文。写作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在互动中

不断接受建议，改正错误，不断完善的过程。可以把重点放在帮助学生写作行为

的实践方面，如谋篇布局、寻找素材、讨论方案，撰写提纲或润色和修改文章等

方面。 

第一，写作前的互动。在学生落笔写作之前，教师可以引导他们进行一些相

关的前期活动。首先，教师要精心选择作文题，既要与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息息相

关，又要让学生有话可说，这就要求教师能通过平时师生间的互动，对学生有较

深的了解。其次，教师让学生一起阅读作文题，并给予每位学生思考和讨论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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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提供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机会，要求他们以小组为单位，确定文章主旨、

用以支撑主旨的分论点、选用好词好句和把握整个文章的脉络结构。老师请几个

小组的发言人分别向全体同学展示本小组的写作构思，在此过程中，教师和其他

同学可以对该方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肯定或是否定，并说明理由，通过生

生和师生间的互动，使全体学生在不断的思考中对如何写好一篇作文有具体的认

识。老师将各小组展示的方案中得到师生肯定的部分汇总在一起，让学生们自由

选择自己欣赏的部分并应用到将要写的文章中去。同时，老师也可以将自己认为

好的文章主旨、用以支撑主旨的分论点、将选用的好词好句和整个文章的脉络结

构供学生参考。整个交流的过程是一种对话教学的互动模式， 它不但在教学的

目标观、过程观和课程观方面彰显了时代气息的新理念，而且教师角色、学生角

色以及师生的关系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要使这种写作课中对话教学的互

动模式起到作用，首先要建立民主、平等的观念。教师不应以知识的权威者自居，

不能对学生存有偏见和歧视。教师要从情感的角度进入学生的心灵世界，让学生

在一种精神之域的交往中体验到平等和民主。这样在师生互动中，双方在相互理

解和沟通中都能获得新的经验和知识的扩展。要倡导每一个学生都能真实地表达

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要让每个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排除焦虑与不安，教师

也必须投身于学生的学习活动中，与学生形成合作伙伴以及“共同学习者”关系。 

第二，写作中的互动。写作前的准备活动之后，学生们通过课堂内师生和生

生的互动，已经有了自己的或是从老师和同学处学习到的文章主旨、用以支撑主

旨的分论点、选用的好词好句和整个文章的脉络结构，可以顺利地进入真正写作

的阶段。教师可以采用让学生作为回家作业完成作文的形式，也可采用在课堂内

进行作文实践的方式。我认为采用后者较好，能体现限时写作的优点。教师可以

要求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整篇文章的写作，亦或是要求各个小组分别写文章

的不同部分，即：Introduction，Body或是 Conclusion，然后汇总在一起。在此期

间，教师根据师生间的互动，了解学生情况，根据学生学情分配给不同的小组以

不同的写作内容。尽管写作时我们要求学生能静下心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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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知识以文字的形式输出。但在互动的写作课堂教学中，学生们在遇到困难和

困惑时可以向老师提问，也鼓励学生之间的相互讨论和帮助。在写作过程中，教

师作为中介者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是互动的一种主要形

式，活动前讲授、进行活动、结束活动和提供反馈是有效组织小组活动的四个重

要环节。在小组讨论进行的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巡查、指导，必要时教师

可介入活动，倾听学生的建议、交流思想。教师作为中介者要创设互动环境，环

境既是构成英语写作教学的主要因素之一， 也是支持和促进英语写作的重要场

所。首先，教师应根据不同的互动活动采用不同的座位安排模式。其次，应优化

学习小组的构成。由于学生的语言水平参差不齐，在分组方式上应以“异质”分

组为主，辅以“同质”分组。要营造和谐的情感氛围，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老

师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用竞争型还是合作型互动课堂组织形式。 

第三，写作评价中的互动。在课堂教学中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完成写作后，教

师可以将某些组或某些同学的作文以幻灯片等形式进行展示，也可以请该组或该

同学自己展示，并可采用多种方法对其评价。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中面对全班当场

评价，在此期间，其他同学也可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形成师生和生生互动。

教师应该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贴近每位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长因材施评。

这不仅可以缓解学生思想上的压力，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要选择正确的

评价方式，过多的表扬或批评都不利于学生的发展，表扬或批评要恰到好处，促

使学生乐于接受批评并不断提高自己。对于写作基础较好的学生除了肯定之外还

要给出改进意见；对于写作基础较差的学生，则应采取鼓励与指导相结合的方式，

使用激励性的语言使该生树立自信心，并用商量的口气予以指导。教师也可以在

课内或课外面批作文，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评价更直接、人性化和高

效。这种互动的方式具有很高的针对性，因为每一位同学的错误都是不一样的，

非常符合“学生个性化学习”的理论。教师也可让学生相互批改，形成生生互动，

学生在此过程中“以人为镜”，照出了许多自己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

中，为了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认真地修改他人的作文，教师应该密切观察每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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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进度，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要，以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这种方法产生了

多层面的互动，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了丰富和正确的反馈信息。 

三、实施过程与体验 

 1．写作前进行互动，丰富写作内容 

我选择了与学生生活和学习有关，学生有话可说的作文题“成功的途径”。

首先，教师要求学生认真审题，确定文章主旨。然后，我按照座位将学生分成每

四人一组，讨论用以支撑主旨的分论点、选用支撑分论点的好词好句和把握整个

文章的脉络结构。要求每一组学生全体参与讨论，指定其中的一人为记录员，一

人为发言人，四位同学在讨论的过程中要各抒己见，并说明各自想法的理由，但

要达成最终统一的认为最好的方案。讨论时间为 6分钟，在此期间，我不断主动

参与各小组学生的讨论，学生也举手向老师寻求帮助。6分钟过后，我请几组学

生的发言人将方案用投影的方式向全班展示，并对该方案进行解释。如一组同学

认为：文章可以分成三段，引入段、分论点段和总结段；分论点为（1）.going abroad 

(去国外)（2）.setting up in business(创业), 相应的好词好句有 widen their horizon 

拓宽眼界，live on one’s own独立生活等。在学生将该小组的方案呈现完后，我

请其他小组的同学发表看法。有同学指出，该小组同学的好词好句都能较有力地

支撑分论点，但分论点本身不是很妥当，尤其是“去国外”，这并不是大多数人

所承认的一定会成功的途径。他们认为，成功的途径应该指努力、坚持或创新精

神等个人的品质。而发言人及其小组也作出了回应，认为途径应该是具体的怎么

做，而不是抽象的品质。我随之进行点评，肯定了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并赞同“去

国外”不是很好的分论点，但是指出成功的途径可以是抽象的品质也可以是具体

的行为，但是一定要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成功途径。最后，我将学生们好的方案

进行梳理，并展示自己认为较好的分论点和相应的好词好句。通过师生间和生生

间的互动，学生对文章的写作框架有所了解，从各组的交流中摘录了自己喜欢的

好词好句，并明确怎样选择分论点。 

写作前的互动丰富了学生的写作内容，在互动的写作课堂教学中，写作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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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写作者个 

体的行为，而是包括教师在内的整个班级的交互活动。因此，学生个体不再是闭

门造车，而是通过小组活动或班级活动集思广益，提高了写作兴趣，参与了写作

构思过程，丰富了写作素材。同时，写作前的互动帮助学生有效改正写作中存在

的问题，通过小组的互动，小组成员之间进行先期讨论，并将好的建议保留，不

好的建议说明理由后放弃。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就起到了

有效帮助解决学生写作中已存在的问题的作用。而通过各小组的展示和解说，教

师的评价，学生又可以以人为镜，照出许多自己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及时改正。 

2． 写作中渗透互动，提高合作能力 

由于时间的限制，更由于在写作前的互动中，学生在选择分论点时出现了问

题，我要求学生在课堂内限时完成 body 段的写作。我将学生重新分组，仍然是

四人一组，但其中一至二人有相对较好的写作能力。同学们根据写作前互动过程

中的习得，重新调整自己的写作方案，并开始成文。在写作时，可以向同组的同

学寻求帮助，我也不断地观察，适时给予指导和帮助。 

这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他人写作中的长处，学生常常不会刻意去背诵作文书

上的好词好句，因为他们觉得这比较枯燥和乏味。但是，在互动的写作课堂中，

通过小组和班级活动，每位同学都各抒己见，最终得出好的分论点和恰当的好词

好句。由于这是自己参与而得到的结果，并且都是身边的同学鲜活的例子，学生

就会主动摘录，主动学习。同时，互动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在整个写作

过程中，学生相互请教、相互探讨。从写作前以座位安排的四人一组到写作中根

据学情安排的四人小组，个人提出自己的想法，集思广益，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尤其在写作前，要求各小组展示写作方案，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为了

团队而群策群力。 

3． 写作评价运用互动，促进思维发展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进行观察，发现一位平时写作能力较薄弱的同学

在今天的写作中有了很大进步，达到了优质英语作文的要求。我为了鼓励该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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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他的写作兴趣，将他的 body 投影在屏幕上，一起朗读，让其他同学谈谈文

章的哪些地方值得学习。同学纷纷发表意见，认为他的文章内容正确，语言丰富

多变，结构紧凑，文章流畅。在发表意见的过程中，学生在进行主动的思考。此

外，我也发现个别同学有用词上的问题，进行了个别指导。 

写作评价中的互动能充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在互动的写作课堂教学中，

每位学生都要参加小组讨论，发表自己看法的同时要阐述理由，也要认真听取组

员的想法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在班级交流活动时，每位学生必须认真思

考，给出恰当的评价。并且要说明哪部分不好，为什么不好，怎么改进；哪部分

很好，为什么好，如何向该同学学习。整个过程中，学生都是在主动思考着，改

变了传统的被动接受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反复的讨论、修改、评价中开拓思路，

即完善文章内容，又促进思维发展。 

教育和教学的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活动，是通过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之间的互动而形成和发展的。即使在写作课中，我们也可以打破成规，通

过师生和生生间的有效互动，让学生在思考中学习，真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学

会如何写作。总之，这些“互动”教学环节如果能在我们的写作课堂上灵活运用，

不但能提高写作教学的效率，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还促

进了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以及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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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培训随感 

u 傅 强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李镇西讲班主任工作中遇到的无数“第一次”：开学第一

次见面、第一次集体谈话、第一次排座位、第一次家长会，等等。 

凡事，第一次总是让人难以忘怀，李镇西讲究不露痕迹的教育，善于抓住教

育的时机，比如在开学第一天见面，他讲：为学生提供第一份温馨的服务。他自

己是校长兼班主任，亲自到班级，大热天打好一盆水，在学生没来之前给学生擦

好桌椅，让学生深切感受到写在黑板上的一句话：“让别人因为我的存在而幸福”

是举手之劳。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准备好一封写给学生的信，信是他给学生一份

有意义的见面礼，不仅是一声问候、一份关怀还有自我的介绍，对学生的要求。

信里他写：“请同学们监督眼前的李老师，看他是不是爱学生，爱不是教育，但

没有爱，肯定没有真正的教育。老师从来认为我们教师是和学生一起走向成熟和

成功的伙伴，希望你们能战胜自己，因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这个“战胜自己”、“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也是第一次跟学生见面时他写在

黑板上的另外两句话。李老师说：“我们走在一起，相亲相爱一家人，我们跟那

些不自律的人不一样。他们可以不认真作业，我们不一样；他们可以上网游戏，

我们不一样；他们可以谈情说爱，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李镇西老师的班级，

我们来自于一个优秀的集体。” 

我想优秀班主任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的热情投入和对学生满腔的

热爱。而像李镇西这样令人赞叹的优秀班主任，他更多的是拥有一种崇高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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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种对教育近乎宗教信仰的情怀，他才如此智慧，才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入

的思考。他在大会上提出：教师，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灵魂？ 

他说，对于中国，你有没有自己的思考？对教育，你有没有自己的解剖？对

课本，你有没有自己的理解？——离开了教参，你还能备课吗？他推荐阅读吴非

的《前方是什么》，我翻了下，看序言就眼前一亮：人有信仰，即便单枪匹马也

会无所畏惧。因为看够了成群结队，听够了众口喧嚣，我对独来独往的虎豹或鹰

隼一直怀有敬意。教育，是为了要让学生有自尊地活着，要让他们活得美好。前

方是什么？我们相信，教育能改变人生，改变社会。他们都是一群有信仰的教师，

有信仰是一种幸福！ 

他追求和尊崇的幸福观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我们的教育信念应该是：

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我想如何获得教育的幸福，往往是在生命的每一天，对繁琐的事物也有一种

浪漫情怀，像李镇西一样能抓住教育的时机，能在琐碎里享受自己的职业乐趣。

对我们而言，现在面临的不是第一次，临近期末，高二的分班，高三的毕业，更

多的是最后一次，这也是一个教育的契机，如何让最后一次，使学生对班级美好

岁月发觉是如此令人留恋和铭记，让他们记得原来这一年两年来，我们为自己的

生命留下一些令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 

高二面临着分班，而我们班级有一位很优秀的学生，她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

生，却因为户口问题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被迫要回到老家去读书，据说因为企

业有一个新的政策要中考在上海考过，很多同学忍不住问我为什么她要回去，能

不能留下。看到她的沉郁苦闷，听到同学说她说离开后不知怎么过，看到同学眼

里的留恋……我知道我们对她的去留无能为力，但是，在她走前，在班级分班前，

我应该做些什么，让学生做些什么，让她踏上归程时候，让我们在分班的时候，

带上一些阳光驱走心灵的阴霾。看到学生们沉默的表情，其实我心里也有很多依

恋，我要学学李镇西，给她写一封信，我要同学们真情留言，我要让《祝你一路

顺风》的歌在班会课放起来：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午夜



德育研究      

 - 34 - 

的钟声刺痛离别的心门，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

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江阴之行给我更多的是提醒，不管是教育的“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

李镇西提醒我们要充分发现每一笔教育资源，要展现我们集体里每一个人的善良

和体贴，提醒我们怎么对待教育，怎么对待工作，怎么对待自己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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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李 萍 

我曾经叫学生列举自己的十大优点，令人感慨的是，这竟然平添了不少学生

的苦恼。的确，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家长更多的是指出孩子的不足，这使得他

们在评价自我和他人时也以“挑刺”的眼光，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那些学业不

精、调皮好动的孩子心理上更多了一份自卑而“破罐子破摔”、不求上进。这严

重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班级和谐文化建设。 

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说：“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肯定”。 任何一

个人在受到肯定和赞赏之后，往往会更自信、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长处和潜能，

最终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功。因此在“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新教育理念的引

领下，我们班主任要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的闪光点，增强学生不断上进的信心，以

赏识教育健全学生个性、提升学生素质，从而构建和谐班级文化，促使每一个学

生进步和发展。 

一、对班级文化的界定 

作为学校教育和教学最基本的活动单位——班级教学制，它既是一种教育制

度，又是一种文化模式，其核心内容就是班级文化。所谓班级文化，就是指班级

内部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班中学生共同思想、作风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它是班

级的灵魂所在，是班级发展的动力与成功的关键，对于中学生的教育和学习，成

长和成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而中学的班级文化建设，必然要摆在中学校园

文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上，成为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班主任是自己

所在班级文化建设的主要设计者和引领者，应引领全班学生开展各种有益的活

动，切实有效地进行班级文化建设。 

二、对赏识教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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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教育是根据人的社会性需要，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一种良好的教育方法。通过赏识教育可增强其自信心；可以维护学生的自尊，挖

掘学生的潜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另外，赏识教育敢于放手让学生在生

活、活动中得到磨练，使学生不同的个性特点尽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学生

更好地发展。 

赏识教育有助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弘扬真善美，鞭

笞假丑恶。学会了赏识，就学会了“免疫”；学会了赏识，就学会了鉴别，学会了

批判，学会了改变，学会了创造；学会赏识的学生，更能承受挫折，更能坦然地

面对困难和失败。 

赏识教育的 6条原则，12个“学会”。 

  1）信任——学会崇拜，学会自豪 

  2）尊重——学会倾听，学会请教 

  3）理解——学会陪伴，学会感激 

  4）激励——学会发掘，学会分享 

  5）宽容——学会反思，学会等待 

6）提醒——学会批评，学会分担 

   信任的是潜能，尊重的是人格，理解的是差异。作为教师，要热情地激励，

要耐心地宽容，要真诚地提醒，教师在赏识学生的过程中，引导、启发学生学会

赏识自己、赏识他人，并学会积极感悟。 

    三、以赏识教育构建和谐班级文化 

认识他人必须首先认识自己；要使青少年正确地认识世界，无论是在家庭、

社会还是在学校进行的教育，都应首先使他们认识自己。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

才能真正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的反应。在学校培养这种情感同化的态度，对一个

人一生的社会行为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班主任和教

师要尽可能地为每一位学生创设认识自我、展示自我、发展自我的机会和空间，

使他们在赏识自我、赏识他人、赏识集体的过程中，成为班级文化建设的设计者



德育研究      

 - 37 - 

和参与者。 

1、确立目标，调动群体赏识热情 

班级座右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才是我们的本色！自强不息、信心永贮才

有我们的未来！； 

班级要求：学生——总结昨天，把握今天、展望明天。 

班主任——不看你的昨天，关注你的今天，相信你的明天。 

班级奋斗目标——争创“先进班级”。 

“我”的口号——班级好我才会更好！ 

2、营造氛围，创设群体赏识情境 

⑴ 学会赏识自己（个人）： 

① 制定自己的学期和阶段目标及计划，努力把握机会争取“闪光”和寻找

“闪光”点。 

② 每月就日常行为规范、班级活动与工作、学习情况、校外表现等方面，

做好“我的成长足迹”记录，进行阶段性自我评价，并确定努力方向。 

③ 以“我的成长足迹”记录为依据，回顾一学期的成长历程，利用《成长

手册》进行自我总结和操行等地的自我评定。 

⑵ 学会赏识他人（小组）： 

① 小组内定期交流并互相补充“我的成长足迹”记录，在关心班级、同学

的基础上，取长补短。 

② 小组内推选各类活动、竞赛的候选人和表彰对象，为表现突出的成员提

供更多成功和发展的机会。 

③ 小组内进行期末操行等第和《成长手册》的互评，在赏识自己和他人的

过程中寻找差距，提出改进方案。 

学生能正确地评价自己、他人，就能把道德认识变为组织个人行为的自觉力

量，扬长避短，从而积极地调节身心发展的方向。学生的自评和互评，更能真实、

全面、客观地评价一个学生，同时也提高了他们赏识水平，不断培养和调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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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判断事物的能力，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⑶ 发挥赏识教育的作用（班级）： 

① 班主任：赏识教育要求教师，尤其班主任尽可能地了解学生，走进学生，

随时捕捉学生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表扬、鼓励。同时，对学生要进行连续性的观

察、了解、帮助，认真发现他的每一次进步。另外，要经常与家长联系，每月进

行学生在校成长情况反馈，少告状、多报喜，以得到家长的配合，达到家长、老

师教育的一致性，共同搞好教育工作。 

② 任课教师：要鼓励学生多动脑筋、多想办法，要不怕学生出错，只有这

样才会让学生学得主动，同时还可能会取得意外收获。当学生的方法好过你老师

时，应虚心向学生学习，以更好地调动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成

为学习的主体。对成绩较不理想的同学，更要多发现他在课堂上的每一点进步，

使他的兴趣得到激发，主动性得到发挥，避免使他成为遗忘的角落。 

③ 家长：家庭教育必须与学校教育形成一股合力，因此创造条件让家长参

与赏识教育，是促使孩子形成自信、走向成功的催化剂。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

帮助家长了解一些现代教育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学会了解孩子，尊重孩子，赏识

孩子，理解孩子，掌握教育子女的方法和艺术。 

④ 班级：以“我的成长足迹”为依据，结合学校活动，开展各类评选和奖

励活动，如“每月之星”、班级之最“、“优秀团员”、“三好学生”等。通过表彰

学生在各方面的进步和贡献，来激发他们不断追求自我发展、促进班集体建设的

积极性、自主性和主动性，从而构建起团结、奋进、和谐的班级文化。 

3、把握尺度，提高群体赏识效率 

赏识需要正确客观的分析和恰当的尺度。学生要如实、客观地赏识自己和他

人。教师要了解学生的身心需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表扬、

鼓励。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牵强的赏识，不仅对该生起不到真正作用，而且会影响

周围的学生，让他们感觉到赏识的一种虚伪性，同时失去对教师的信任度。同样，

赏识过度，会导致学生对自己认识不足，而产生自满自傲的心态，稍遇不顺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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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蹶不振。另外，赏识要因人的性格而合适操作。对胆小的学生要多肯定、鼓励，

对调皮、好动的学生，要适当赏识，同时要多提新要求，以促使他们不断克服不

良习惯。 

赏识是一种理解，更是一种激励。开展赏识教育，是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

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良好的教育方法；是帮助学生获得自我价值感、发展自尊、

自信的动力基础；是让学生积极向上，走向成功的有效途径。只要我们能够真正

理解学生，尊重学生，赏识学生，几十颗“闪亮之星”会在团结、奋进、和谐的

班级文化氛围中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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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陈燕玲 

精心设计适时有效的课堂提问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那么，适时有效的课

堂提问在英语教学中有何意义？如何设计课堂提问？用什么方法提问？要使课

堂提问起到良好的效果需注意哪些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 课堂提问的意义 

1.适时有效的课堂提问有利于教学思想和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只有充分利

用这一手段，才能牢牢控制课堂教学的节奏和方向，突出授课的重点与难点，从

而成为课堂的主导。教师可通过适时有效的课堂提问集中学生注意力，激发学习

兴趣，启迪学生思维，锻炼学生表达能力，提供反馈信息。通过提问让学生积极

思考、主动参与并达到学生学会自己归纳、总结和掌握。成功的外语课堂提问可

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活跃课堂气氛，诱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想象力，增进

师生之间的了解和沟通，从而达到语用目的。最终达到在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完成

预定的教学目标。 

2. 有效的课堂提问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布鲁姆.乔伊斯说过“教会学生独立思考，我们就给了他们自我教育的能力。要

使学生在课堂上敢于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要求学生放弃一切活跃的思考，

盲目地相信某种结论。”而适时有效的课堂提问无疑是体现该思想的重要手段。 

适时有效的课堂提问会使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化、具体化。而目标明确又

是推动学生主动学习和克服困难的内在动力。它能诱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想象

力，学生会循着教师精心设计的课堂提问主动积极地去阅读语篇信息，并在语篇

的众多信息中有目的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始终是学习的

主体，因而会有强烈的成就感，从而培养起学习英语的浓厚兴趣。久而久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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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锻炼出较好的自学能力。而针对老师的提问，不同学生充满个性的回答常常会

闪烁出创新的火花，这恰恰是我们素质教育所期盼的。 

3. 适时有效的课堂提问有利于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课堂交际活动的开

展。交际教学法强调信息的传递与交流。这就要求交际双方存在合理的信息差，

而提问为课堂创设了自然合理的信息差，师生会在真实的交际情境中以提问这一

桥梁自然地实现信息传递与交流，完成课堂交际活动。在此过程中，学生的交际

能力与表达能力自然地得到实践和提高。 

此外，适时有效的课堂提问还有利于分层次教学、提高学生注意力集中的

程度、融洽师生关系等。总之，课堂提问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二、 不同类型的课堂提问设计 

首先，课堂提问具有时段性的特点，课堂教学的不同阶段应设置不同的提问

形式。 

1. 预习型提问：教师在上新课前依据课文的主要内容，要求学生上网或到

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掌握课文的背景知识，为新课做好准备，如:New Century 

English Senior Book four Module Three Exploring Nature Unit 5 Scientists 

一课，涉及到的伟人及有关的历史背景知识，教师可让学生就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great scientist Albert Einstein ?”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First World War?”“What great achievements has he made in science ?” 

等问题进行预习。设置一些导向性的课堂提问，引导学生对课文内容进行讨论，

激活学生的相关知识，使学生产生强烈的阅读愿望。 

2. 阅读中的理解分析型提问 此类问题旨在学生精读课文的基础上，对课

文的信息层次、人物关系、情节变化等作深层检测，帮助学生理解、消化所学内

容。常用的提问方式有 What does the ….paragraph tell u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d….?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 

3. 读后评价性提问 此类问题旨在培养学生吸收信息、利用信息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在回答问题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社会知识和经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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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课文作出价值判断，这也是阅读交际化的过程。如:New Century English 

Senior Book Three Module One Unit 1 Eating Around the World 一课，我们

可设计如下几个评价性问题： 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What Chinese diet 

do you like? Do you think Chinese food is the healthiest food in the world? 

Would you please give us your opinions?  What western diet do you like? 

What kinds of food do you usually have everyday?  引起学生们的热烈发言，

学生会表达自己喜爱食物并说出自己的观点，而这一过程也使学生的综合运用语

言的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 

三．提问的方式、方法 

提问是课堂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因而教师必须根据课堂教学的具体要

求进行考虑，通过提问可以摸准课文的行文线索，抓住课文的语言特色，围绕中

心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课堂教学。提问时要注意问题的生动性和层次性，以培

养学生积极思维、提高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首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类型进行提问。以下我就 New Century 

English Senior Book Five Module One Unit 1 Our Common Home 一课所设计

的各种提问类型： 

1. What date is World Animal Day ? （预习型） 

2. Why is the place chosen as the new home for the yellow-eyed penguins?

（理解型） 

3. Giant pandas are in danger of becoming extinct. What has caused 

this ?（分析型） 

4. Why is it difficult to persuade the people not to eat the animals ?

（分析型） 

5.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animals in China ? 

（评论型） 

另外，我们也可以引导学生在对课文进行阅读理解的过程中，自觉主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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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发现、归纳和总结语言的规律和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提以下问题： 

1. What does ….refer to here ? 

2. Can you give another word/phrase?  

3. Which means more or less the same ? 

4. What does….mean in this context ? 

5. What’s another way of saying….? 

6. Could you 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is sentence, using your own 

words ? 

这样的提问可以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语义情境，辩析词汇涵义和句型特点，

以及理解中西语言表达和文化习俗上的差异。 

再次，课堂提问应与所学内容紧密相联。根据所学课文的内容和写作特点

可设计出不同的课堂提问法： 

1. 时间顺序提问法： 对于时间顺序明显的课文如人物传记、历史事件等

可以以时间顺序提出问题。 

2. 运用比较提问法： 一些课文中的人物、情节具有对比性，针对这类课

文可提出一些比较性的问题让学生分析和比较。根据心理学神经对称规律，两种

性质不同或类似的对象同时或先后出现，可促进学生对新知识的感知。 

还可以根据题材相近的课文中的人物或物的异同点设计这类提问。 

3. 逻辑顺序提问法： 指提问时按照课文的逻辑顺序，由浅入深、层层深

入地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理解和领会。此种提问法尤其适合逻辑性和说

明性强的课文。 

4. 直观形象提问法： 运用 ppt、幻灯片、实物等进行课堂提问可使抽象复

杂的事物变得具体实际。这样做，既可提高学生的兴趣，调动他们积极思考，又

由于形声结合，增加刺激强度，使多种感知协同活动，增强接受效果。 

5. 联系实际、诱发想象提问法： 此类提问的目的是把教材内容贴近实际生

活，同时又把实际生活引入教学过程中，使课文学习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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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联想、想象，使新旧知识融会贯通。 

四、课堂提问应注意的问题 

我认为要使课堂提问起到良好效果，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做到因人施问。课堂提问在难度上要有选择性、

针对性。要本着分层次提问的原则对不同层次学生设置不同难度的问题。对于学

习困难生，可提一些浅显的表层性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应用课文信息就可回答，

易使他们产生参与感与成就感。对于中等生则可提一些深层次的细节性问题。这

类问题需要学生对课文进行分析、归纳，并根据个人经验补充相关信息。对于优

等生可提一些概括性、评价性问题，从而给他们提供向更高层次冲刺的适当机会。 

2. 充分注意课堂提问的反馈及其处理。首先，在提问后要给学生足够的时

间思考、准备。其次，学生回答问题难免出错，教师不可见错就纠，否则易打断

学生思维的连贯性，也易挫伤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对于不全面或有错误的回

答可采取课堂讨论式让其他学生补充、纠正，必要时教师应给予启发帮助。对于

回答基本正确的则要及时表扬鼓励。学生回答后，教师一定要及时恰当地对其答

案作出反馈，这样才能使课堂提问发挥应有作用。 

3. 课堂提问要适度、多样。课堂提问不是越多越好，要本着必要、适度的

原则提问，因为课堂提问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启发学生思维的手段。 

总之，课堂提问是外语课堂教学中重要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课堂提问的

艺术和策略与学生的思维能力、外语交际能力的提高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因此，

研究教师的课堂提问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国全 “ 课堂教学技能训练指导”，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年 

2. 俞燕明 “优先教师与普通教师英语课堂提问对比研究”中小学英语教学

与研究 2009第 3期 

3. 王才仁 “ 英语教育交际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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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堂提问是物理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优化课堂教学的必要手段之

一。教师有效的提问，能使课堂教学效率大大提高，达到启发学生心智，培养学

生能力，促进学生发展的目的。因而在新课程理念下，有效提问是提高我们提高

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一种常用方法。 

关键词：课堂教学、有效提问、设计 

 

课堂提问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 恰如其分的提问不但可以活跃课堂

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及时了解学生掌握知识情况，而且可以开启学生心灵，

诱发学生思考，开发学生智能，调节学生思维节奏。通过提问，可以引导学生进

行回忆、对比、分析、综合和概括，达到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但近年来国

内的研究资料表明，中小学一般教师平均每堂课的有效提问率仅为 56％。也就

是说,教学中尚有一半的提问是无效的。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提问的技巧和策略，

将会极大改善这个局面。“二期课改”新课程强调以问题为纽带的课堂教学，提

倡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教室，带着思考走出教室。那么它就要求我们在物理课堂

教学中要善于提问，充分发挥提问的功能。通过提问，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驱

使学生积极思考，积极参与学习探究过程，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新课程强调学

生的有效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促使我们更加关注课堂提问的设计以及课堂提问

的有效性问题。 

一、有效性提问的含义和常见误区 

 “有效”从传统意义上说是“有效果”，大家最关注的可能是结果的好坏和

有无良好的效果。发展到今天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有效提问是引发学生心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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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促进思维能力发展的一种方法和手段，是成功教学的基础；有效提问是课堂

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一种相互交流与互动、传递与反馈的桥梁与导航，它

将教师的教学意图传达给学生，又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反馈给教师；有效提问即为

理解而提问，让学生思维活跃起来。 

但是我们有些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却常走入这样的提问误区：有时是为提问而

提问，与课堂教学重、难点相距甚远，结果让学生在一个个没有思维价值的问号

前疲于奔命，使课堂陷入冗杂繁复的“满堂问”之中；有时只是面向少数学生提

问，使大多数学生不能体验到成功带来的喜悦，坐了“冷板凳”；有时没有把握

恰当时机，超前的提问容易使学生的思维陷入一种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而滞

后的提问又会因缺少思维含量而显得乏味。 

问题的提出过程是学生思考、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是

创新意识的重要体现。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重要。

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

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有效提问是教学问题浅与深、近与远的结合，即问题应有趣味性、启发性、

探究性和延展性的特点。有效提问的目的是能较好地处理教与学两者的关系，让

课堂教学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是目前倡导的有效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 

基于以上问题的存在，结合我个人的课堂教学实践，对物理课堂有效提问的

设计谈谈几点思考。 

二、有效性提问的设计 

1、课堂教学的问题要新颖别致，贴近生活，具有趣味性 

好奇心人皆有之，强烈的好奇心会增强人们对外界信息的敏感性，激发思维，

培养学生的有意注意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在学生的生活中，每时每刻

都在与自然界、社会发生联系。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背后都隐藏着使学生心存疑惑、

充满好奇的物理问题。如我们在关于牛顿运动定律的课堂教学中，传统教材中常

出现如下的典型习题：有一辆汽车原来做匀速直线运动，突然遇到紧急情况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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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汽车质量 m，汽车刹车过程的制动力恒为 f，设驾驶员的反应时间为 to，

问从驾驶员发现情况到完全停车，共经过多少距离?这样的问题叙述让学生感觉

乏味，只能机械地套用公式。但如果教师将此题做一些改变，把题目的形式改成：

某一特殊路段的速度规定不能超过 40km／h，有一辆卡车遇紧急情况刹车，车轮

滑过一段距离后停止。交警测得刹车过程中在路面擦过的痕迹长度是 14m，从厂

家的技术手册中查得该车轮胎与地面的动摩擦因数是 0.65。假如你是一位交警，

请你来陈述该卡车是否超速行驶? 很显然，后一种提问比前一种提问更有效，它

将问题置于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让学生觉得物理就在自己的身边，体会到物理知

识在生活中的应用价值，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更容易理解和接

受。还有在学习完自由落体运动之后，我们常利用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的原理来

测高度，但如果只是问学生，物体下落的时间是 2s，求它下落的高度是多少？那

么效果就远不及以下这道从漫画所提出的问题：根据“漫画——洞有多深？（如

下插图）”问题讨论：他们采用了什么方法去测量洞的深度？请你对该方法进行

评估：指出有何优点与不足？这样一来学生就觉得很新奇：漫画也跟物理原理有

关吗？当带着刚学完知识去分析：可以知道当物体近似做自由落体运动时，可以

根据下落的大概时间来估测高度，而且题目还问到了其优点与不足，学生之间就

会进行激烈的讨论，各抒己见，也可把一些实际测量过程要注意的细节搞清楚，

从而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知识并加以巩固。可见，学习的兴趣有时来源于问题的

设计与趣味性。 

 

 

 

 

 

 

2、课堂教学的问题要精心设计、目的明确、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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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设计必须要紧紧围绕课堂教学中心来进行，教师在授课前要精心设计

提问的内容与形式，所提的问题要有典型性，突出课堂教学的重点，要问在知识

的关键处。如果对提问的设计过于随意，偏离课堂教学的中心，针对性不强，会

使课堂教学目的不明确，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设计《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这一节内容时，内容偏多，为了突出重

点和难点，让学生能从整体上、分层次把握好课本知识内容，我尝试运用以下的

问题设计：（1）当你预习课本内容后，你认为万有引力定律在天文学上有哪些主

要应用？ （2）卫星在不同的高度环绕地球运转时其线速度、角速度、周期如何

变化？（3）在应用定律求第一宇宙速度时，我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思考

讨论：在地面上抛出的物体为什么要落回地面？能否让它不落回地面？它的抛出

速度要达到多大时它才不落回地面？这样就为第一宇宙速度的推导理清了思路，

与学生在共同的情景探究中深化学习课本知识，并加深对课本知识的认识。 

可见教师提出的问题如能从整体上理顺课本的知识内容，同时又和实际联系

起来引发学生进行探究，那么学生就会渴望着寻找答案，从而积极互动起来。 

3、课堂教学的问题要循循善诱，步步深入，具有启发性 

由于物理学中有较多复杂的物理情景过程，所以我们要把复杂的学习任务逐

步深入地加以分解，以便学生能自行构建知识体系和物理思维来达到教学目的。

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提问，起到搭桥引领探究知识结论的方向，

而不是直接把答案告诉学生。新教材中已经非常注重“探究”这个获取知识的过

程，而探究性提问能启发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也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例如在设计《探究决定导线电阻的因素》的教学时，由于它整节内容都是探

究性质的，如果我们只是按照原教材中所述，引导学生将知识点理顺，然后做实

验，实际上就只是验证一些结论，学生只能是被动记忆，主动探究和能力培养就

欠缺了。新教材中已有所改变，在实际操作中我是这样设计的： 

（1）先在课桌上放置两种不同规格的灯泡“220 V 100 W”和“220 V 15 W”，

比较它们在正常工作时的亮暗情况，问题：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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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学生去观察、比较两个灯丝的外部特点，问题：导体电阻的大小与哪些

因素有关？ 

（3） 如果让你设计一个实验，证明你的猜想的正确性，你会如何设计？实验中

需要哪些器材？ 

（4）想象一下导体的电阻还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然后在教师引导下进一步研

究电阻与温度的关系。 

这样在一系列问题的启发引导下，通过学生分步讨论与分析，最终能够形成

自己的思维并解决问题。整节课学生都有极高的兴趣，在问题情境中，在隐含的

“问题”的不断引导下自我探究，学习变成了一种乐趣。 

又如在学过楞次定律后，研究“铝管中磁性小球的下落规律”实验：把两只

外形完全相同的小球分别从竖直放置的铝管上端放下，一只小球很快地从下端掉

出，而另一只要等数秒后才从下端管口落出。根据这一实验背景，我提出以下问

题供学生探究： 

（1）以这个课题进行研究，你将提出和论述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做哪些检验？  

（2）你猜一猜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3）请分析小球进入铝管后运动状态的变化过程，能否建立一种物理模型? 

（4）能否用实验来验证假设？你提出的实验方案是什么？需要测量哪些物理量? 

如何测量?  

通过这样的提问设计，就会把学生的认识逐步引向深入，并能获得对新知识

的积极的情感体验，相比单纯的老师理论分析讲解，这样的提问式学习更易于被

学生所接受。 

三、有效提问的注意事项 

教育应面向全体学生，课堂提问应有较大的辐射面。既要照顾点又要照顾面，

以点带面，培养优等生，转化学困生，既达到共同提高。又兼顾难与易的关系。

教学内容有难有易，提问应当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对于较难的问题

应力求深入浅出、化难为易，切忌过深过难而造成冷场。还要考虑曲与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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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题不能只问“是什么”、“对不对”，问题要富有启发性，否则学生会感到

单调乏味而失去学习的动力。 

在授课过程中我们也要时刻注意学生的反应。在课堂教学处于中间状态时，

学生可能会精神不振或走神，在这种情况应及时提出问题，使学生注意力回升。

我觉得适时地提出一些虚拟性的问题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例如:在力学“摩擦

力”一课中，当向学生介绍摩擦力概念、产生条件以及摩擦力的方向如何判断后，

可向学生提问:“请大家想一想，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摩擦力将会怎样呢？”适

时的讨论会让学生的精神状态调整回来，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来描绘无摩擦的世

界。 

总之，在物理课堂教学中有效提问不仅仅在于“问”，而更重要是在于采

用合适的策略和手段进行提问。我觉得开展有效的问题设计在物理教学中的意义

是一种教学观念问题，是新课改中所倡导的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的和谐

统一。教师心中有学生，才能创设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良好氛围，激发学生主

动学习的动力；教师心中有目标，才能“粗中有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教

师心中有策略，才能“长袖善舞”，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美）丹东尼奥等，《课堂提问的艺术：发展教师的有效提问技能》。 

宋玲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联系生活进行物理教学策略》  作者：曾志旺  《物理教学探讨》 

3、《物理教师的提问技能》 作者：刘诚杰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 

4、《物理课堂提问的探讨》 作者：王赵云《物理教师》期刊 2001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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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生在做题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因为概念学习不够深入而导致的错误，

对于概念的学习学生容易忽视，教师教学容易浮于表面，因此结合新课程标准对

于数学概念教学的要求，以及高中学生概念学习的现状剖析，我把概念教学总结

成四句口诀：概念引入很重要，概念形成要知晓，概念巩固要牢靠，概念反馈不

能少。我从这四方面着手于日常的概念教学。 

关键字：数学概念   新课程标准  双基教学  现代认知观 

近年来，美国的杜宾斯基等人在数学教育研究实践中发展起来一种 APOS 理

论。这种理论的精神主张概念教学必须返璞归真，揭示数学概念的形成过程，让

学生从概念的现实原型，概念的抽象过程，数学思想的指导作用，形式表述和符

号化的运用等多方位理解一个数学概念，使之符合学生主动建构的教学原理。这

一原理也与我们新的课程标准思想完全契合。长期以来的教育形式使得老师习惯

于主动灌输知识，高中生数学知识的获得大多表现在记忆和解题上，尤其对数学

概念的学习浮于表面，流于形式，这种概念学习不够深入等弊病制约了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数学成绩的进步。比如，考试过后的试卷自我分析中，总有学生因为把

自己应该会做的题做错了而懊悔，比如有些同学认为 [ ]2,1,)( 2 −∈= xxxf 是偶函

数，有些同学在解题中得到直线的倾斜角是负角等等。很多同学认为这些问题是

考试时的粗心大意或紧张所致，认为下次认真些、仔细些就可以避免而疏于思考。

其实这些看似浮于表面的问题其实都有它的深层诱因，那就是他们对基本概念的

模糊认识。高中学生对数学概念的学习重视程度不够，重解题，轻概念的现象屡

见不鲜。造成这些现状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 

（1）不注重概念学习，把概念理解寄托于解题之中。数学概念的抽象概括性

强，学习起来枯燥乏味且摸不着头脑，有时学生就容易用一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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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概念，有的同学索性就把概念机械的背个大概就投入到习题中去了，甚至有的

同学还沾沾自喜地觉得脱离概念，题目也完全可以正确解出来。其实没有深刻的

理解概念就去做题，只是对例题的一种机械模仿，一旦遇到新的背景，新的题目

就容易束手无策。比如，判断函数
x

y 1
= （ 0≠x ）的单调性，并证明。对函数的

单调性多数学生都有大概的理解，就是随着 x的增大， y也增大则为增函数，反

之则为减函数。但真正在证明的过程中，细节部分学生很容易忽略，不少同学就

是模仿例题，在定义域 ( ) ( )+∞∪∞− ,00, 中任取两个自变量 1x ， 2x 进行证明，而函

数单调性的证明强调在函数定义域的某个区间内。如果学生单纯的是记忆数学概

念的话，是很难在做题中避免这些错误的。那么学生把
x

xy 1
+= 的单调增区间写

成 ( ) ( )+∞∪−∞− ,11, 也就不足为奇了。把概念理解寄予习题中是徒劳无益的，而且

容易陷于题海而无法自拔。 

（2）不注重概念的生成过程，忽视理解概念的来龙去脉对概念应用的帮助作

用。新课程标准提倡学生用发现法学习，提倡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在探索

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增强自信心，提升价值观。新课程教学中，

教师也更注重教学过程中的情景创设。可是尽管这样，有些学生尤其是高三学生

因为考试压力，只注重埋头做题，认为会用概念解题就足够了，对数学概念的处

理仍只停留在死记硬背上，至于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为何会有这样的发展等根

本无暇顾及。其实这种想法完全是偏颇的，片面的。数学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是与数学的基本技能，解题的思想方法紧密结合的。对概念的形成、发展有深

刻的理解会让学生在解题过程中更深刻地把握概念，更灵活地应用概念。比如在

学习椭圆这个概念时，学生能按老师要求，准备一根细绳，两枚图钉，亲自动手

画一个椭圆，那么椭圆这个概念掌握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如果能乘热打铁，改变

绳子的长度（一种使得绳长刚好等于两枚图钉间的距离，一种使得绳长小于两枚

图钉间的距离）再画图，在画图过程中学生无形中就认识到绳长和两枚图钉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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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对画出图像的影响了。那么这时把问题上升到数学概念上，学生就对椭圆方程

12

2

2

2

=+
b
y

a
x

（ 0>> ba ）中的 ca 22 > 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一问题还可以类比

到双曲线概念中，使得双曲线概念中“ ca 22 < ”的理解变得易如反掌。 

学生在概念的学习中，还容易忽视对专业术语、数学符号的理解，容易对数

学概念中的限制条件一带而过等等，这些都是学生应该清晰、完整地把握概念的

阻碍。学生学习过程中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教师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倍注意的地

方，在教学过程中应尽量地弥补学生的不足，用教师的重视唤起学生的警醒。教

与学历来是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也要充分认识到概念教学的重

要性，概念教学是学好数学的基础。 

数学概念教学是整个教学过程的基石，是学生数学思维能力产生和发展的初

始阶段，各种能力，如运算、逻辑思维、空间想象能力，以至于创新能力等多以

理解数学概念为基础。这些能力的强弱与相应概念的理解深度紧密相连，并且能

力的发展受相应的概念理解的深度制约。数学概念教学也不应该是孤立的，应该

与基本技能、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有效地结合起来，以提高教学质量。数学知识

的不断扩展，是以数学概念为前提，通过演绎、归纳形成数学知识体系。从一定

意义上说，数学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对数学概念掌握的程度。 

   在日常的教学中，本人一直把概念教学视作构建数学知识大楼的“地基”，充

分认识它的重要性，非常谨慎地上好每次新课的概念教学部分。要想成功地上好

概念课，根据自己的日常积累和反思，把概念教学总结为以下一句口诀：“概念

引入很重要，概念形成要知晓，概念巩固要牢靠，概念反馈不能少”，下面就针

对这几点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1）概念引入很重要，创设趣味性问题情境，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对数学家陈省身说过：“这既令人惊奇又令人困惑，因

为你们数学家能无中生有地幻想出这些概念。”陈先生立刻反驳道：“非也，非也，

这些概念并不是幻想出来的，它是自然而又真实的。”陈先生的话说明了一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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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数学来源于现实世界又反映了现实世界。数学概念高度抽象只是在形式上与

现实对立，在内容上是与现实世界密不可分的。许多的数学概念看似抽象，其实

都是源于现实世界中的原型。比如在引入“算法”概念的时候先让学生各抒己见

谈谈自己在家烧水泡茶的过程；在引入“向量”概念时，让学生看了一个猫追老

鼠的视频：一只老鼠向西逃窜 10 米，假如猫向北或西北方向追去，猫能追上老

鼠吗？在引入“数学期望”概念时，先让大家谈谈奥运会上刘翔中途退赛的感想，

然后反问大家为何有些人会对已经为国争光无数的“刘飞人”的因病退赛仍然存

有诟病？那都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期望太高，“爱之深，责之切”所致，接着进入

我们数学教学中的数学期望。通过这些生动的引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也对

一些生涩概念的理解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2）概念形成要知晓，加工教材上生硬的概念，培养学生发现知识的能力 

概念教学应努力让学生在积极的参与中形成和掌握，而不是生吞活剥地强灌

给他们。比如在上“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这节课时，对于为何选择倾斜角的正

切作为直线的斜率，师生进行了一番热烈的探讨：倾斜角α有三个基本的三角函

数值 αsin 、 αcos 、 αtan ，但为何不选 αsin 、 αcos 而选了 αtan 作为直线的斜

率，通过讨论，师生达成了一致意见：因为倾斜角 [ )πα ,0∈ ，而 αsin 在此范围

的值都是非负的，也就意味着如果选择 αsin 作为斜率，那么不同的倾斜角可能

得到相同的斜率，这显然不妥当，于是 αsin 被淘汰出局了；再来考虑 αcos ，它

在区间 [ )π,0 上的值域是 ( ]1,1− 且 0
2

cos =
π

，但是当倾斜角为
2
π
时，直线是与 x轴

垂直的，此时说直线的斜率为0，不合情理，于是 αcos 也不具备“当选”的资

格；最后看看 αtan “胜出”的优势， αtan=y 在 






2
,0 π
与 






 π

π ,
2

分别是增函数，

对应于直线斜率从负无穷逐渐增大到 0，从0逐渐增大到正无穷，而当
2
π

α = 时

直线垂直于 x轴， αtan 不存在，即直线的斜率不存在，直线一点也不倾斜，很

是和谐和自然，所以理所当然的选择了 αtan 。这样的讨论不仅使学生体会到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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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形成过程，也调动了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还加强了师生间教与学的互动，

一举几得。 

（3）概念巩固要牢靠，挖掘习题教学功能，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欲望 

在讲解一些新数学概念时，重视新旧概念体系、不同概念体系之间的联系和

区别。对于易混淆的概念不妨通过一些辨析题的训练达到让学生深刻理解概念的

目的。比如在讲复数的概念时，我设计了这样一组辨析题：① 12 −=i ；②-1 的

平方根是 i± ；③ 1− 没有意义；④ i是方程 12 −=x 的一个根；⑤ i±=−1 ；⑥

-1的算数平方根是 i。通过这样一组辨析题，学生应该能够比较清晰地认识和理

解“复数”这个新概念了。为了让学生透彻理解概念，不妨在有些巩固习题中创

设陷阱，引导学生参与讨论，让学生在“上当受骗”后，增强防御“陷阱”的能

力。比如学习双曲线的概念时，我设计了这样一道题：双曲线 1
14425

22

=−
yx

上一

点 P到右焦点的距离是 5，则 P到左焦点的距离是 __________。同学们基本上很

顺畅地用双曲线的基本定义 1021 =− PFPF 解出了到左焦点的距离为 15。这时

我反问同学们，这样做有没有问题，然后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辨析:若依上面的

结果那么得到 ,2021 =+ PFPF 而 2621 =FF ,即有 2121 FFPFPF <+ ,这与三角

形两边和大于第三边矛盾，可见这样的点根本不存在。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学生在讨论中自发地辨析正误，取得了学习的主动权。 

（4）概念反馈不能少，通过反馈使概念学习更加深入    

由于数学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仅靠以上方法还不足以牢固掌握和灵活运

用概念，于是组织适量题组对学生进行训练，使学生在运用中加深对概念的识记

和理解就很有必要，同时也让学生在做题中体会所学概念能解决哪些数学问题。

通过做各种难度和角度的题也避免了在考试中学生因为数学概念理解模糊，相应

的思维能力跟不上，致使思维卡壳的现象。但是在题组的选择和设计上，教师需

要花些心思认真研究，要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原则，争取让学生在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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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中缩短概念理解的过程，加快进步的速度，在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在概念教学中多花些时间是非常有必要和值得的，

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做法，因为只有理解和掌握了概念，才能更好地帮助学

生落实“双基”，更好地帮助学生认识数学，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

的解题能力，把学生从“题海”中解救出来，让学生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中体

会学习数学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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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中英语作业的合理布置与检查是教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检验、巩固

和反馈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 根据高中英语学科的教学特点，布置基本练

习题及适量开拓思维的作业，不仅让学生掌握和巩固课本基础知识，而且使实现

“轻负担、高质量”的教学目标成为可能。本文通过对高中英语作业布置中出现

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探索高中英语作业的合理布置及检查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高中英语，作业布置与检查，趣味性，层次性 

一．引言 

    作业的布置与检查是教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学活动的延续和补充，

更是发挥学生创造力、张扬个性的渠道之一。因此，英语作业的布置应着眼于结

构、功能两方面。高中英语新教材中的知识和技能部分属于语言结构的层面，而

听说及交流应属于功能层面。英语作业布置只有与新教材目标相一致，才能充分

体现新课程标准的精神，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用新教材讲课，用旧套路做题

的局面。但根据笔者几年来对高中英语教师课后作业布置的研究看，英语作业布

置仍然存在着与新课程理念相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作业重课堂内容，形式简

单，缺乏应用；重复且繁多，缺乏活力；没有弹性，缺乏层次；书面作业多，口

头作业少，缺乏交际性；作业评价注重结果，忽视过程，缺乏激励；形式单调，

缺乏创新；作业体现教师意志，缺乏学生个性张扬。所以，更新观念，提高认识

乃当务之急。破除旧的传统作业观，建立新型的、符合新课程理念的现代作业观

是极其重要的。 

二．高中英语作业布置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教师对作业布置不够重视 

    教师习惯于把功夫下在课前或者课上，却往往忽视对课后作业布置状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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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这并不是说教师们不够敬业或是不重视课后作业布置，而

是多数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体系往往都是针对课前的准备和课上的教学效果，这使

得教师们无形中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课前和课上这两个方面。而另外造成这一

结果的原因是课后作业布置的效果不能直观有效地得到检测。尤其是高中英语作

业，除了听说读的内容以外，其他多为选择题形式出现，而选择题这种类型的作

业是很容易不仔细读题就随便编写出答案。另外，教师也很难判断听录音，或读

课文等这类的非笔头性的作业是否同学们认真做了。英语作业的批改和检测的难

度也是老师们渐渐的忽视了对作业重视不够的原因之一。 

   2．作业负担过重使学生忙于应付 

    目前还很难统筹在作业布置上各科教师统一均衡考虑该布置多少作业才适

中。往往每一门学科的教师可能都会根据本学科当天的所学内容和学生的学习状

况，布置自己认为恰当的作业，以巩固和加深所学的知识。可是学生们所学的学

科有很多，各科作业加起来可能就超过了学生所能承受的范围。为了完成各门学

科老师交给的任务，一部分同学可能每天要很晚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一部

分同学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先做完，剩下的不能独立完成的作业就抄袭。 

3．作业形式单一，缺少趣味性 

    由于高中英语知识难度大，单词量也多，趣味性的内容又相对少，所以高中

英语作业基本上是让学生背诵单词或是做试卷上的习题，学生们已经厌倦了这样

的作业模式，不再充满好奇心及新鲜感。这是造成学生不认真对待作业的另一原

因。 

三．高中英语作业的合理布置有效策略探究 

1．作业布置要突出趣味性 

作业类型的趣味性会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的求知欲，学生能由被

动吸收达到主动学习与积极应用语言。如学习"Traveling around China”一文时，

我让学生简述下自己或家人在旅游过程中所做的有意义或有趣的事，锻炼学生的

听说能力，为以后的英语作文积累素材；再如学习“Occupations”一文时，我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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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课堂上扮演各种职业的角色，利用课文中的字、词、句，也可根据自己的

理解自由发挥，只要学生敢说能说就行。我针对每个同学的情况总结并指出他们

的不足。这样既丰富课堂内容，又突出重点，学生说得轻松，写得自然。学习

“Manners"课前，我让学生先了解此关于礼节方面的基本知识，在导入部分让学

生自己总结东西方礼仪的异同点，这样既可以使学生对本节课产生兴趣，又可以

使学生扩大知识面；在讲解该篇课文的过程中，我布置课文内容相关的阅读理解

及完形填空的练习，多元的知识的输入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本单元知识点的

教学结束后，学生对于课文内容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会布置一些需要综合运

用的作业，将本篇文章的三个段落用表演的形式展现出来，并请组内的同学进行

相应的总结与升华。合理的作业设置能对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起到良

好的推动作用。通过教师精心设计与巧妙引入，学生的想象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并创造性地结合课文准确地应用语言。 

2．口头作业与书面作业并举，重多样性 

英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于听说能力的要求很高，而听说能力的培

养和提高需要特殊的语言环境。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我们恰恰缺乏这样的真实的

语言实践环境，朗读则是弥补缺乏真实语言环境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我认为，

对于高中英语学习，应加强学生朗读能力的训练，布置有声朗读作业不仅能够使

学生自我纠正语音、语调，而且还能够培养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口头作业

应根据已学内容和有关知识点，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加和学习英语时间的延长，应

从简单的课文朗读、课文背诵、听录音、记忆单词短语、看图说话，造句等逐步

升级到对话、回答问题、课文内容复述、段落大意总结、课堂表演、情景对话等

有声作业。例如，在学完 On friendship后，我结合本课安排以下口头作业:（1） 

Talking about your classmates/friends, /your neighbors.  （2.）Say someth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friendship.  （3） How can we get along well with people around us? 

（4） How can we make our friendship last long? （5）What shall we do to make our 

friends happy? （6） What's your attitude towards friendship?围绕着“友爱，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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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话题，可以引发许多联想和话题； 

书面作业应根据课堂内容实际进行安排，英语作业重在变，重在活，重在精，

重在适度，重在科学，重在运用。“活”，即充满活力，作业布置有生气，学生

完成有朝气。“精”即质量第一，时间精打细算，重点、难点无遗漏。“适度”

即作业内容适度，作业量适度，不同程度的学生具有适度的作业任务，学生完成

不困难。“科学”即科学安排有声作业和书面作业，把书本内容和学生生活实际

巧妙地结合起来，错落有致，张弛有度，节奏适中。“运用”即掌握和使用语言，

学语言就是学根本，学交流，学交际，学中用，用中学，真正把语言学到手。还

是以“On friendship”这篇课文为例，我除了布置与课文内容相关的阅读理解及汉

译英的练习之外，还要求同学们运用相关知识点造句，句子中尽可能多地应用我

们近一阶段所出现的内容。这样既符合了学生自身的能力及知识特点，又可以发

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 

3．作业布置要有层次性 

由于学生各自的原有知识、接受能力、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作业难易程度要

与学生的个体差异相适应。教师要明确培养能力、开发智力绝不是对少数优秀学

生而言，英语作业的配置及训练应该使所有的学生受益。基于此，我在安排作业

时，既面向全体，又兼顾个体差异，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以听力

作业为例：对于成绩优异的学生，要求他们在听的基础上概括大意，复述听力材

料内容；对于中等程度的同学，要求他们听熟会背；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要求

他们跟着录音原原本本地听读，听懂。这样，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敢于、乐于尝试

并能充分展示自我，激发英语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语言交际能力。英语教学不能

仅局限于课本知识，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了解各方面的知识。新课程理

念要求教师不是单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进行教学，把教材作为手段和媒介教授语

言。当前使用的新世纪高中英语教材有着广阔的扩展空间，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

容引导学生拓宽思维空间，打开他们的思路，丰富其想象力，使他们学到很多教

材以外的知识和技能。例如，在书面作业中的英语同义词的延伸，相似词组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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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及主谓一致多样性的延伸等。口语作业的延伸也可适当添加，如，问路~问

价格~问天气~问车次~问航班等。又如，外出参观~参观校园~参观工厂~参观博

物馆~参观产品展销等。此外，我要求学生借阅一些图文并茂、幽默诙谐的英语

趣味读物，或订阅英文报纸。《英语课程标准》倡导任务性教学方式，强调在教

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运用语言完成学习任务，通过感知、体验、实践与合作等

方式来实现任务的目标，这在客观上保证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在阅读报纸的

过程中，让学生成为自觉、主动的语言实践者和学习者，而不是教师的追随者。

以报纸阅读为例，我要求学生每两周至少要读一篇自己感兴趣的文章，并在笔记

本上记录新的或者重要的单词、短语或者句子。我会定期的在课堂时上给学生们

讲解近期学生们感兴趣的文章，并教授些阅读技巧：如通过 skimming来抓主旨, 

通过 scanning 来查找需要的信息, 通过上下文猜词意，查找主题句或合适的小

标题、推断文章的出处、推断文章的上半部或下半部的内容、概括性的问题、通

过表面文字推断作者的深层含义等；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学生就不会感觉到

是一种负担，这样便于学生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地在阅读中得到提高，感受到学

英语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更是一种享受。 

4．作业检查方式与评价 

评价是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评价既能帮助学生发现学习进步所在和存

在问题，也能帮助教师获得学生学习信息，进而采用适当措施，改进教学过程，

对学生进行有针对的集体指导与个别辅导。当前特别需要以发展性评价理念为指

导，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导向、诊断、矫正功能，强化过程性评价，重视综合

素质评价。根据作业布置的形式和内容，我采取灵活多样的检查方式。(1)课堂、

课间抽查，教师利用课前、课后进行抽查，或利用课堂少部分时间和自习时间随

机抽查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教师对学生的作业要进行点评，好的给予表扬，一

般的给予鼓励，差的要提出批评。(2)互查，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小组之间相互

检查。检查之前，教师规定检查内容，量化标准，确定等级，要求各小组长认真

负责，确保作业检查落到实处。(3)承包式检查，每个班通常都有一些学习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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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师可以利用这些英语学习骨干，让他们在课外时间包干检查其他学生的作

业完成情况。总之，无论采用哪种检查方式，都要保证学生作业按时、保质保量

地完成。（4）重视综合素质评价，我结合《中小学生成长记录册》的使用，从知

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方面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

要加强对“日常学习”、“学习表现”、“一般能力”的记录与评价，并利用“互动

留言”栏目，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 

 

四．结束语 

    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兴趣。在这几年的教学中，与传

统的英语作业相比，我遵循以上原则布置的英语作业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

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生心理和学习要求。使学生

在“乐”中求知，“动”中获知。激发了学生对作业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创新

精神，让学生在多种形式的英语作业中提高学业成绩的同时，语言的综合应用能

力也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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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张管凤 

关键词：亲近 文言经典 激发兴趣 感悟理解 探究实践 

高中教材所选文言诗文大多堪称经典，浓缩了古代语言文化的精华，是思想

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精品。但是，由于文言文与现在有千百年的时空距离，使

学生对它难以产生热爱之情。所以文言文教学一直是许多老师的难题，大多数学

生的痛苦。因此，如何让学生“亲近”文言经典，从而优化文言文教学，真正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是教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试着根据语言思维规

律，从激发兴趣、感悟理解、探究实践三个环节，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一些

思考。 

一、 激发兴趣 

1、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就要引发他们的求知动机，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我重视说明这些经典古诗文是古代圣贤思想、

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它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及它所包蕴的人文精神的

丰富性和重要性，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课堂教学中，我精心设计了导语：

“两千多年前，在东西方几乎同时涌现出了一批被称作先知、哲人、圣人的人类

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西方有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

图、亚里斯多德。而在东方出现了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影响最大的人，他就

是孔子。孔子在西方和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也享有与希腊古代圣哲同样的盛名。”

1988年 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巴黎发表了《巴黎宣言》。该宣言声称：“人类

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通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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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孔子在文化发展上的重要地位，孔子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属于历史更属于现代，现代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孔子的智慧。继而使学生对自己的

民族文化充满了自豪感，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了学习热情。 

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导语：唐朝诗人创作的诗歌为那个时代保留了异

常生动的情绪和心理记忆，唐诗精神成了我们民族精神血液的一部分。而这方面，

李白的贡献是最大的。余光中曾如此评价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

下三分啸成剑气/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通过导语，一个感情热烈，性格

豪爽、最具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形象就浮现在学生脑海中，尤其“秀口一吐/就

是半个盛唐”，使学生形象地认识到了李白的诗作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是我

们民族的文化瑰宝，从而使学生亲近李白，走进李白的诗文。 

2、丰富学生原有阅读经验 

语文教学是学生与文本通过对话建构新的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原有的阅读经验、生活经历都参与到了建构之中。在解读文言教材时，学生的知

识和生活积累有限。因而想要让学生有积极的情感体验和感悟，就要丰富学生原

有阅读经验来激发学习兴趣。 

在教学《侍坐》之前，从学生的畏难情绪中，我体会到学生对孔子及文本

在心理上存在一定的距离。于是我引导学生观看央视的《百家讲坛·于丹〈论

语〉心得》节目，于丹对《论语》富有时代感的解读方式明显使学生对《论语》

和孔子有了亲近感，全班超过半数的同学订阅了于丹的《〈论语〉心得》这本书。

趁此机会，我又作了如下设计：孔子曾自我评价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

知老之将至云尔。”那么众弟子眼中的孔子是什么形象呢？我让学生选读《论语》

部分内容，每堂课前用 3 分钟时间上台讲述自己的《论语》心得。渐渐地，学

生发现《论语》似乎并不这么难读，孔子和他的弟子也有可爱之处。在预习中，

学生主动质疑：“孔子不同于老庄，他不是积极入世的吗？他为什么会说‘吾与

点也’呢？”这个问题很有思考的价值，它引导我们全面了解孔子的志向。可

见学生已经开始试着穿越时空，与文本中的人物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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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生带着陌生感和距离感走近文本，对文本缺乏兴趣，课堂教学活动就

很难顺利进行，学生对文本的解读也难以形成新的发现、深刻的认识。因此，注

重引导学生有广度、有深度地进行文本的拓展阅读，就能使学生更好地与文本对

话。 

二、感悟理解 

灿烂的古典文学为我们展现了无与伦比的丰富优美的民族语言，展现了我

国古代文化的特有价值。作为语文教师，有责任帮助学生消除语言障碍，感受文

言经典优美的语言和丰厚的精神内涵，从而让学生亲近文言经典，吸收优秀文化，

塑造完美的人格。 

（一）引领学生领悟字词含义、消除语言障碍 

除了引导学生反复诵读和查阅工具书来领悟文言字词的含义，我还结合以下

三种方法来消除学生在阅读文言诗文时的障碍。 

1、结合语境来感悟理解 

关于文言诗文的阅读，《课标》指出：“能根据语言环境正确把握重要词、句

的意思。”在阅读中，上下文的语言环境往往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来帮助我们

领悟文言字词的含义。 

在古今词义中，“可怜”有“值得怜悯”意，也有“可爱”、“可惜”的意思。

在《阿房宫赋》 中有一句作者的感叹“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其中的“可怜”

一词的理解，应结合上文对阿房宫赋雄伟壮观的描绘，体会豪华富丽、气势磅礴

的秦王朝，最终竟是以这样的结局结束自己的命运，不难读出作者的可惜、可叹

之情。另外，段首一声“嗟乎”的感叹、句末的“！”、下文“秦人不暇自哀，而

后人哀之”等语句，都提示我们“可怜”应理解为“可惜、可叹”。 

《项脊轩志》中的“借书满架”，不少学生翻译成“借来的书堆满书架”，读

来很是别扭。结合文本中归有光祖母的勉励语中不难看出他的家世，虽太常公以

下还未考取功名，但也堪称书香门第。这样的家世，能无半点藏书？再从“满架”

二字分析，足见书籍数量之多，借来之书怎能长期放于书架？何况还是“满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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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把“借”解释为“借来”，有悖于事理。古汉语中，有不少同音通假现象，

“借”在古代音“积”，与“藉”字音近，因而，“借”应是通“藉”，解释为“蓄

积、堆积”更为文从字顺。 

2、通过新旧知识的勾连来感悟理解 

根据奥苏贝尔的认知结构同化论，一切新的有意义的学习都是在原有学习的

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在学习新的文言篇目时，我们可以调动原有的文言字词积

累、借用成语中的相关字词来感悟理解。《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徒见欺”中“徒”

是个多义词，理解时可结合成语 “徒劳无益”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徒

留无所施” 中的“徒”，解释为“白白地”。《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我欲因之梦

吴越”的“因”解释为“依据”，相关成语有“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平时注

重让学生养成对新旧知识进行系统整理的良好学习习惯，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

文本。 

3、通过语法结构来感悟理解 

在用词造句方面，文言诗文往往运用许多对偶句、排比句和并列结构的短语，

因而词句的含义通常前后相近或相对，可以据此推断词义。《过秦论》中“秦无

亡矢遗镞之费”一句，“亡矢”和“遗镞”的结构是一样的，“亡”与“遗”相应，

都是失，就不会把“遗“理解为遗留或馈赠了。同样，“矢”与“镞”相应，可

以从“矢”是箭推知“镞”也是武器（箭头）。《游褒禅山记》中“夫夷以近，则

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一句，“夷”和“险”，“远”和“近”、“众”和“少”

都是反义词。 

在文言经典的阅读中，用多种方法指导学生领悟字词含义，既能帮助学生

扫除阅读障碍，又能让学生在自我领悟中体验一定的成就感，减少对文言经典的

畏惧感。 

（二）引领学生含英咀华、体会文本语言美 

1、品味写景状物生动形象的语言 

《沁园春·长沙》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



课题研究            

 - 67 - 

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一句描绘了一幅美丽壮观的湘江秋景图。

让学生细细品味其中的形容词、动词、数量词、以及程度副词，从而体会胸怀大

志的青年毛泽东笔下的秋天丝毫没有一般诗词中充斥的感伤的“悲秋”情调，他

把秋天写得色彩绚丽、爽朗活泼、气象开阔。在品读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饶有兴

致，基本上能当堂背出这段写景的文字。 

深入文本的细微之处，细细地琢磨、推敲作者用语的精妙之处，潜心玩味文

字中蕴含的美妙韵味，渐渐地，学生就会走近经典诗文，走进诗文中如诗如画的

美妙境界。 

2、品味迸发思想火花的哲理隽言 

富有思想哲理语言，是作者灵魂的歌舞。《诸子喻山水》中“弱之胜强，柔

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弱”与“强”、“柔”与“刚”的思考，耐

人寻味；《前赤壁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

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饱含短暂与永恒的哲学思考；“后

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中居安思危的警示，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黄州快哉亭记》）中旷达与淡

泊的襟怀……这类饱含着古代文人对自然、历史、人生的思考与感悟，在文言诗

文中比比皆是，学生玩味摩挲，沉潜于其中，必为其所动。 

（三）关注学生精神成长需要 

    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我们往往会遇到类似的困惑，学生觉得文本里的这一

切跟“我”无关，“我”没有兴趣在其中投入情感。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找寻文本

与学生的心灵、精神世界的碰撞点和关联点，激活文本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帮助

学生实现人类文化世界与学生精神世界之间的沟通和转换。只有充分考虑到学生

生命成长的需要，才能使学生与文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心灵上相通，享受到文

言阅读的乐趣。 

《侍坐》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考虑到当时的高三学生正处于即将面

临高考，放飞自己的远大梦想之时，我选择了围绕“志向”来解读文本。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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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学习感受时，有学生这样说道：“要在寻美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

且能够达到孔子所倡导的‘仁’的最高境界，来完善我们的人生，最终治理好

天下。”另一名学生说道：“要通过实现个人价值来实现整个社会的价值，来使

整个社会达到最高的和谐。”可见，学生把自我成长与课文内容关联起来，通过

文本进一步认识自己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方向，滋养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前赤壁赋》中“变”与“不变”的哲学思考，使苏轼看穿生命的短暂，

也悟透生命的永恒。引导学生反观当今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各种思潮的碰撞

很容易使人心态失衡、心灵扭曲。学习苏轼用全面和发展的眼光、用哲学的思

辨来看待事物、分析问题，会有助于学生建立起平衡健康的心理，从而乐观坚

定地迎接生活的挑战。 

罗曼·罗兰说：“从来就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

检查自己。”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们比较容易关注与自己的生活有密切联系

的事情，也容易对与自己的生活有关联的事情感兴趣甚至产生共鸣。如果我们

的文言文教学能够活用文本，使文本面向生活，贴近学生心灵，让古人和今人

的心相通，历史与现实相通，学生便会真正走近文言经典，进行感悟理解，从

而更好地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探究实践 

写作是阅读的延伸，是阅读的升华。上海市教委在《中小学各学习领域改

进上课的若干建议》一文中提到：“中学阶段的读写关系，应是逐步交融的关系，

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所读作品进行仿写、改写，并能写感想、发议论；要让

学生从优秀作品中学习语言、积累思想，并使之内化为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

想。”在文言文教学活动中，我注重引导学生围绕文本进行不同形式的写作，让

学生觉得文言文有宝可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学生对文言文的排斥感。 

1、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指导学生品味、咀嚼文言文精粹、凝练、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进而加以积

累、运用。苏轼的《赤壁赋》语言优美形象，给读者以无尽的艺术享受。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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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作者以清风、白露、月色、天光等，交织组成了一个澄清境界。作者还借

助夸张、想象和比喻，把洞箫悲咽低回的哀音表现得形象、真切，使人如闻其

声，几乎也要凄然落泪。这样的语段引导学生多读多背，日积月累，可改善学

生作文时语言苍白无力的现象。又如《项脊轩志》从日常生活琐事出发，通过

典型细节的描写刻画人物性格、抒发作者思想感情。要求学生模仿本文的细节

描写，写一个 200 字左右的记人叙事的片段，有利于提升高一学生的记叙、抒

情类文体的写作水平。 

2、丰富材料积累和思想积累 

文言经典饱含了作者丰富的情思，站在文字背后的是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古

代文人形象：他们或胸怀天下，忧国忧民；或慷慨悲歌，傲骨嶙嶙；或俯仰天

地，哲思古今……注重引导学生进行片段写作，由文本出发，积累相关的素材，

并写下自己的议论与感想，进而丰富学生写作中的材料积累和思想积累。比如

教学《促织》时，引领学生体会作者关注民生疾苦和国家命运的忧患情怀。让

学生就“中国文人关注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这一主题搜集相关材料，进行叙

议结合的片段写作。 

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缪贤推荐蔺相如出使秦国，可在议论文中论述

“识才”、“举贤”时作例证。蔺相如在“完璧归赵”和“渑池相会”中的表现，

在论述“机智勇敢”中作例证。“刎颈之交”的故事可说明“宽容忍让”、“先公

后私”及“勇于认错”等。 

    使写作与文言文教学紧密结合，让学生在文字上增些品味增些风采，在思

想内容上多些感悟多些升华。让学生真实地体会到阅读文言经典对提升自己写

作水平的促进作用，学生才能渐渐亲近文言经典。 

结束语： 

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说：“教育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东西。”

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应通过激发兴趣、感悟理解、探究实践这三个环节，努

力消除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心理障碍，从而亲近、甚至喜爱文言经典。德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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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第斯多惠曾说：“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当我们激起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唤醒他们也许正在沉睡的语文意识的时候，

他们必然会充满信心地去学习文言经典、亲近文言经典。 

 

参考文献： 

《给教师的建议》  苏霍姆林斯基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年 7月 

《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05年 6

月 

《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试行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年 10月 

《阅读实质与阅读教学意义之我见（上）》  徐同《语文教学通讯》200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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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郭 群 

摘要： 高中英语教学怎样才能使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听、说、读、写四种基本技能和口语交际能力？怎样才能进一步提升综合运用

英语语言的水平？笔者在合作学习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探究

了英语课本剧在课堂中的使用过程，教学策略以及其教学和教育价值。 

关键词: 合作学习  英语课本剧  应用策略 

一． 引言 

2010年的世博会即将来临，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外语水平是衡量一

个城市综合实力和国际化程度的一种标志。英语是现代信息的重要载体，是通向

世界的桥梁，因此，英语已经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课程。《上海市中小学英语课

程标准》指出：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地位，

关注学生的已有经验和兴趣爱好、个性特长等发展特点，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

通过创设学习情境、开发实践环节和拓宽学习渠道，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

感悟、建构并丰富学习经验，实现知识传承、能力发展、积极情感形成的统一。

通过高中三年英语学习，能从广播电视、电影、书报杂志和网络等媒体中获取信

息，并具有一定的分析和鉴赏能力，使受教育者通过学习过程，能适应个人发展

的需要，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在工作中,笔者经常听到一些英语老师抱怨：

“课文已反复讲解，学生还是听不懂，或不喜欢听。”也经常听到一些学生问：

“老师，我们怎样才能学好英语？”有这样一种普遍，有一些学生英语考试成绩

优异，可遇到应用英语的实际场合就束手无策，这和当前实施素质教育的精神相

悖的。英语教学中怎样才能使学生主动学习，并且具有较强的读、写、听、说能

力？笔者认为，在英语教学中应强化语言的实践性，把英语知识传授和能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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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结合起来，学生们在活动和交往中学习，自然会兴趣盎然，在实践中真正提高

各种能力。新世纪高中英语教材中许多内容都可以编成课本剧，利用好课本剧学

习英语是其中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二． 合作学习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据《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中的解释，“合作”是指共同从事或完成某

项工作，侧重指合力从事同一工作，合作的双方或数方无明显的主次之分。而“学

习”一词，据《礼记﹒月令》载“﹝季夏之月﹞鹰乃学习”。其中“学：效。习：

鸟频频飞起，指小鸟反复学飞”。我们从中可见学习的原本含义。若把“合作”

与“学习”结合起来理解，便可得到合作学习的字面意思。而合作学习的教学由

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教育实践中。中国的《学记》中就曾指出“独学而无

友，则孤陋而寡闻”；朱熹也曾在书院教学中试行过同学之间互教互学的教学方

法。在西方，早在 1世纪时，古罗马的昆体良就指出，学生可以在相互学习中受

益。合作学习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应用。特别是在近代，由于人们对班级授课制的

反思，曾从多种角度寻求改革的方法，小组合作学习就是其中较有生命力的一种。

在当代西方社会，皮亚杰(Piaget）的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和维果茨基

(Vygotsky)的社会互动理论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产生了合作学习的理

论。Williams 和 Burden （1997：21）评论说：“ 在皮亚杰的学说中，影响最

深远的是他所强调的学习过程的建构型。传统观点认为，学习是积累事实或发展

技能的过程，但是建构主义的主要假设是，个体从一出生就开始积极地从自身经

验中建构个人思想，即建立他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说，每个人对周围世界及自

身经历都有自己的理解，这种方式决定了学习者成为学习理论的核心。”他们还

指出：“社会互动发展理论认为，儿童一出生就进入了人际交往的世界，学习与

发展则发生在他们与其他人的交往与互动之中。自出生起我们就时时刻刻与他人

交往，并通过交往形成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由此看来，合作中的互动成为学生

建构知识的重要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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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课改”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其理念是让课程适应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为学生提供学习的经历，并获得

学习的经验。课程安排上要注重实践，创导学习方式的改变并拓展学习的时间与

空间。“二期课改”对于英语教学的要求，就是要从国家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

求出发，从建设外向型、全球性经济发展和需求出发，坚决改变过去脱离实际，

“聋哑”英语的教学方法，改变过去片面强调系统性、准确性、规范性的教学模式，

倡导以培养学生实际的英语交际能力为宗旨，强调在教材中使用真实的应用语

言，强调到实际环境中锻炼学生的听、说和会话能力，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

生的合作学习。通过这样的教学实践，使学生真正培养起学习英语，应用英语的

兴趣和方法，成为国家有用的英语人才。 

与老教材相比，新教材更贴近生活，输入的信息量更大，能很好地体现二期

课改的精神。同时，新教材体现新的教学理念，遵循教育规律，注重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注重教学效益，为学生

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三． 合作学习在英语课本剧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1． Pre-acting---表演前 

此阶段，教师为学生提供可表演的素材，学生通过阅读材料和课外查找资料，

经过小组讨论解决老师布置的相关任务，确定剧本的风格、故事梗概和人物分析

等。如新世纪教材中，高二第二册 Unit Seven (Oliver Wants More ? )教师布

置相关的任务，eg. What kind of person is Dickens? What is the background 

of this article? What is the main meaning of the article? What is the thread 

of the writing? How many characters are there in the article and what about 

their characteristics? 各小组阅读文章和网上查询资料，了解狄更斯的生平

及剧本的写作背景，通过他们的自主合作学习，学生获得了大量的信息，狄更斯

是 19 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擅长用讽刺幽默和夸张的手法

来描写人物，使人物栩栩如生，给人以丰富的想像。通过查找资料，同学们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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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 Oliver 的悲惨生活，阅读剧本的兴趣也大大增加，细读剧本，体会人物

的语言环境。在彩排前，同学们根据各自的喜好挑选人物角色，根据对剧本的细

读，撰写人物对白，要求学生把握语言的多样化，渗透表情，准备道具。在课本

剧排演这一开放性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不局限于教室、不拘泥于课本，而是走

向图书馆，走向历史，走向社会。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表演结果也具有多元性。例如同学们在表

演 Oliver Wants More 的过程中，本来剧本中的对白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大部分

的篇幅是描述性，可同学们在彩排中发觉这样的课本剧表演一点也不吸引人，为

了让前面的描述更加形象，他们把描述性的话改写成 Oliver 的自述和表演，使

表演一开始就吸引人。 

2． While-acting ----表演中 

此阶段，学生根据修改中发现的问题完善自己的表演，展示给全班同学，老

师和同学对此进行评价，在做观众的过程中留意同学所用的语言，把好的句子和

短语记下来，等表演结束后大家再共同学习，真正让学生在语境中学习语言，把

生硬的铅字转变成活生生的语言。现仍以 Oliver Wants More为例，同学们在表

演的过程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们的想像。以下是 Oliver 出场的台词：Look, 

this is our bedroom for 20 children to live in.(用桌子拚成一个非常小的

房子)，That is our dining room, which is a large stone hall without chairs 

and tables. There is only a huge pot in it.（也用桌子拚成一个房间，中

间用一个塑料桶当作 a huge pot）.We were only given three meals of thin 

soup a day, with an onion twice a week and half a cake on Sundays. I’

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if we are treated like that all the time, we will 

be starved to death. What shall we do now? Who can be devoted to helping 

us out of the trouble?（手里拿着一个旧的小碗，但里面舔得光亮，边表演边

表示出非常讥饿的样子。）在这一段里同学们很好地把握了 Charles Dickens在

描写事物时的对比手法，小碗---大碗。文章最后讲述 Oliver 第二天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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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董事会决定只要谁把孩子带走就给 5英镑，各小组通过自己的想像，出现

了不同的结局。有的小组出现了 Oliver 被一个好心的人带走了，过上上流人的

生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为专门帮助别人的绅士。有的小组出现了 Oliver

通过同伴的努力，逃出了魔爪，过上了张乐平笔下三毛一样的生活，正如这句名

言：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 

3． Post-acting-----表演后 

此阶段，教师和同学一起总结探讨在合作表演中出彩的地方。（1）语言运用

得体。教师和同学回忆各小组在表演中好的句子和短语，如 be starved to death, 

our bedroom for 20 children to live in, I’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然后让同学们摘抄在本子上。（2）创新意识增强。教师和同学一起投票选出最佳

创意、最佳小队、最佳导演、编剧、剧务等。 

笔者发现，学生表演之后，在语言运用总结探讨时，积极性最高。大家都想

证明本小组的语言是经过深思熟虑出炉的。由于教师先前引导，学生在编写剧本

时，都有意识地注重了语言的多样化。虽说每次整理出许多好的句子和短语，由

于学生在真实的英语环境中运用和聆听了语言，大大促进了学生对词汇、句子的

记忆率。通过课本剧的表演，语言真正融入到学生的心中。心理学研究也表明，

学生越是全神贯注地积极思维，对词的“深层加工”(deep processing)就越大，

如学生掌握了词组 be starved to death， 通过找规律，be +  -ed 分词+ to death

进行深加工。For example: be sentenced to death, be burned to death, be 

bored to death, be tickled to death, be frightened to death ，etc.又如

学生在掌握了词组 devote oneself to sth时，他们创造的火花很快就奔发出来

了，For example : devote one’s energy to sth, devote one’s time to sth, 

devote one’s life to sth etc. 这样，他们对该词的记忆效果也就越好。在

整个课本剧表演的过程中，教师所用的课时也不多，最多比别的教师多用一个课

时，但在教学中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 合作学习在英语课本剧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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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高中课程设置拓展课程三年累计达 170

课时，可以开设口译、戏剧表演、科普原著阅读、文学原著阅读、海报制作、广

告设计等课程。因此，在英语课中英语课本剧的合理使用不失为给学生创造合作

性学习的一个良好机会。合作学习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学生的合作能力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主要采取以下做

法。 

1． 合理划分小组，科学安排座位 

英语课本剧使用的前提是合作学习，小组是合作学习的基本单位，要进行有

效地合作学习，合理的小组划分是关键。同组的成员应该在知识层次、学习风格、

兴趣爱好等方面比较接近，以免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人数一般在 8人左右。每小

组中确定一位成绩相对较好、积极主动参与、认真负责且有一定号召力的人来负

责。同时选择一位文学功底较好的学生担任编辑。成员的组成可以是自由组合，

也可以按教学需要形成。教师还根据不同的任务选用不同的座位安排方式。不要

认为经常换座位太麻烦，为了使课本剧的表演更有效地进行，花点时间选择最合

适的座位安排是很值得的。如：面对面型，三角型，圆桌型，U字型等。因为科

学的安排座位缩短了学生之间的距离、便于学生在不受拘束的情况下面对面交

流、畅所欲言，其合作意识可以得到培养。同时学生也获得了展示自我的机会，

从而积极参与合作学习，其自主性和合作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2． 设置任务，激发学生兴趣 

长期以来，中学英语教学一直以学科课程为主，注重书本知识的学习，而在

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能力的训练、兴趣爱好的发展及个体特长的培养等方面都

有所欠缺，妨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英语课程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改变过分重视语

法和词汇知识的讲解与传授、要加强对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强调从学

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

的学习方式和任务型的教学途径，发展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使语言学习的

过程成为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主动思维和大胆实践、提高跨文化意识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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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英语课本剧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应该选取学生“兴趣点”，

这是激发学生合作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如高一第一册 Unit Seven (A Quick Look 

at Some Metropolises)中，笔者把全班同学分成六组，代表 New York, London, 

Tokyo的城市居民，要求学生合作学习，从课本及课外寻找相关城市的信息，如

Where is the city? What is the rank of the city in the world? What is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What places can we visit there? What things can we 

do there? And what characteristics are there? 这三座城市学生都基本了解，

促使学生温习原有的背景知识，点燃了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合作学习、课本剧

的表演，加深了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记忆和理解。 

3． 精心选择内容，有助于课本剧的表演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课本剧的表演，一个没有合作价

值的问题，用来合作是一种重复劳动，会使学生产生厌倦。因此，教师应根据教

材内容，精心选择课本剧内容，所设主题要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主题内容本身

应能唤起师生、生生交流对话的可能性和增强小组活动的实践性，能容“兴趣性”、

“探究性”、“开放性”和“梯度性”于问题之中，能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和探索问

题。如高中第二册 Unit Four(A Cushion or a Kiss)，让学生在课本剧的表演

中体会 George在德国购买 cushion时的情感变化，注重文本中 George语言和神

态的变化，及三位女营业员的语言和表情的变化，通过课本剧的表演，学生理解

了在德语中“靠垫”的意思是 a kissen，而不是 a cushion，而 kuss的读音很

像 cushion,但它解释为“吻”。同时学生也深有感触地理解了语言使用应该严密

性，朗读应该准确性，否则在不同的国度里很容易闹出笑话。 

笔者罗列了新世纪高中教材中的课本剧，如高一第二册 Unit Four （A 

Cushion or a Kiss）, Unit Eight （I Came Across a Ghost)、高二第二册

Unit Eight（Is She Guilty?）高三第一册 Unit Two( Luncheon)。除了这些，

教师还可以让学生通过分角色朗读，改编剧本等活动，真正让学生活学语言，活

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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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作学习在英语课本剧教学中的教学和教育价值 

 英语是一门语言学科，学语言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与之相关的文化，而了解

英语国家的文化是英语教学的目的之一。背景知识、风土人情、文化习俗是提高

英语阅读效率的非语言制约因素，这是单纯的课本知识远远无法涉猎的，而英语

课本剧中经常涵盖了英语国家的跨文化背景知识和跨文化的交际。众所周知，文

化学习不可能一蹴而就。教师不仅要对学生讲解、渗透英语国家的文化，更重要

的是要鼓励、引导学生在课外进行英语文化的自主学习，发展学生对英语文化的

兴趣。通过合作学习，学生之间的跨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可以相互交流，互相促

进。纵观近几年的上海高考题目，不难发现，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在不断增加，

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听力、书面表达和阅读理解等各种题型都突出语境，强调

在具体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中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在 2008 年的上海高考卷

中，Section B是十选九的填词，文章讲述了美国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组织纪

念 19世纪黑人著名领袖, Frederick Douglass以及他的生平。由于学生在平时学习

课本剧时就经常研究人物的生平，所以他们在高考中看到类似的文章感到特别

“亲切”。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一个高考词汇手册中没有的单词，restoration，但

是学生经常遇到它的动词形式 restore，笔者在平时的课本剧教学中注重学生词汇

和词的转换，故学生在高考中很快就猜测出它的意思。曾经在听力中出现这样一

题，A: America i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Even the American Indians are descendents 

of Mongoloid of Asia. B: Really, I thought American Indians had always been in north 

America. Q: Where did America Indians come from?研究表明，心理因素直接影响

着阅读的速度与效果，同时背景知识也是阅读理解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美国

语言学家 Johnson把阅读理解形象地称为在“未知和已知之间架起桥梁”。这个解

释强调阅读是一种积极的交际活动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外，着重指出了在阅读过程

中“已知信息”的重要性。 

 合作学习在英语课本剧的排演中也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德育教育效果。通过合

作学习，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由于合作学习小组有着共同的学习目标，因此



课题研究            

 - 79 - 

合作学习的成败取决于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我班上有位同学平时性格孤僻，不

会与人交往，但通过课本剧的学习，她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与人交往了。在课

本剧扮演中虽说每位学生担当的角色不同，但是合作学习活动的成功开展离不开

合作者通力合作和相互支持。通过合作学习，他们们增长了相互间的了解，学会

了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尊重别人的观点，帮助同学解难，同时提高了交往能力，

促进了学习，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学困生”来，也没有心理负担，学

习困难学生也可以大胆实践。总之，课本剧的英语学习模式锻炼了同学们的语言

表达能力，培养了活泼开朗的性格；同时，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情感受到真

善美的陶冶，心灵受到激荡，人格得到升华，认识能力得到提高，从而树立了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六、在英语课本剧教学中（合作学习）教师的作用 

 教师的有效组织是课本剧教学成功的必要条件。学生具有无穷的创造潜能，

因此，教师应该在课本剧教学中洞悉和开发学生的潜力。如果教师组织不当，课

本剧教学可能会流于形式，尽管表面上看是分了若干小组，但小组里合作学习的

有效运行却没有。教师应该正确摆放自己在课本剧教学中的地位。在教学中，教

师无疑是一个领导者，但又是学习者团体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是“平等中的首

席”。因此，在学生开展课本剧学习的时候，教师不应袖手旁观，而要充当管理

者、引导者和活动的参与者，从讲台上走到学生中去，在小组间进行巡视与交流，

密切注意学生的活动状态，对小组合作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指导，帮助学生提

高合作技巧，完成合作任务。师生间的交往应是一种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的民主

平等、相互促进的和谐关系。只有在民主平等的关系中才有可能让学生充分地参

与，充分地合作和互动。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倾听、交流、分享，也就是说要扮

演权威、顾问、同伴的三种角色。针对班级、小组的具体情况，用恰当的语言，

对学生做出交往策略的指导，充分展示各种问题的形成过程与解决过程。同时，

在课本剧学习中创设热烈的氛围和积极的情绪，及时注意各小组每个学生在合作

学习中的参与度，作出及时的指导和调节，促成高效的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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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束语 

实践证明，在英语课本剧教学中采用小组合作式学习，能使学生学会观察、

倾听、发现、尊重、欣赏、共享、助人、交流和交往，能促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

成为课堂的主人，成为能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人，真正在学习实践中学会学习，

学会体验。同时，通过合作式的交流，让学生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学会与他人

相互合作，发挥同学之间相互鼓励、相互启发的教育作用，使学生在主动参与活

动中学会合作，并亲身体验学习过程，在深入思考和交流对话中获得语言综合能

力的发展和提高。不言而语，教师在课本剧的教学过程中，知识和能力也得到全

方位的拓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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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鲁福力 

一、课情和学情分析：  

1．近年来的政治高考上海卷中的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一直采用文字材料的

形式命题，有一定的综合性，命题可以由一段综合材料或论述组成，也可以有几

段材料或论述组成。这种题目所给的材料或重要论述往往包括几层次，其中包含

着几个知识点或某一个知识点的几层内容，主要考查学生：对材料或论述中的层

次是否分得出；对材料或论述中所包含的知识是否看得出；能否用有关知识相应

的材料或对论述作分析说明，这类题目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在实际考试

中也是比较能够拉开得分差距的题型。  

2．上海市《考试手册》中规定的考试目标有，能运用教材有关知识，分析

试题提供的材料，获取和处理相关的信息，用以说明其中所包含的有关知识和观

点。考纲的这些要求直接反映在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中。  

3．在高三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于政治材料分析的解答存在一定困难，

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的审题和解题能力还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答题偏离主题，

不能抓住中心、重点和关键点；不能把有关材料和基础知识、原理有机挂钩；读

题带有主观性，自认为与题目有关的内容一段一段写上就可；领会和理解试题本

意的能力不强，分析时眉毛胡子一把抓，有效内容不多。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教学，使考生熟悉政治高考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的审

题、解题基本要求和技巧，提高考生对此类题型的把握能力。  

2．过程与方法：通过分析历年高考的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和课堂练习，了

解此类题型的审题基本模式。通过班级的交流、讨论、分析和集体学习，提高学



教案设计                

 - 82 - 

生合作学习、分析归纳、审题解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学

生对党和国家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感；关注自身，提高自我负责和自我提升意识。 

三、教学过程：  

    师：经过一个阶段的复习，同学们做了比较多的政治常识的材料分析

说明题，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类进行概括总结，以便进一步提高我们的

审题、解题能力，更好地把握高考要求。 

    1．历年高考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分析  

（l）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介绍  

2005年、2006年、2007年和 2008年高考题。 

（2）题型结构： 

  近年来的高考卷中的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一直采用文字材料的形式命

题，命题可以由一段综合材料或论述组成，也可以有几段材料或论述组成。 

一般来说，一道试题由立意、情景、设问三个部分组成。  

① 立意——命题的主旨  

是指命题的意图和考察目标，是命题的主旨。一般是当年国内外政治热点

和教材重点知识的结合，如 08年我国政党制度、07年香港政治、经济、06年公

共事件，社会平安建设等。如果考生能够熟悉和掌握当年的政治热点，对于提升

对题意的理解有很大帮助。 

② 情景——解题的基础 

指题目中提供的具体材料，是解题的基础。只有在读懂文字材料基础上才

能准确把握题目的关键词，抓住试题的有效信息，进而把握命题立意和回答设置

的问题。 

③ 设问——解题的关键 

是设置的具体问题和答题要求，是解题的关键，是我们解题的直接目标，

如果考生对于设问有准确的把握，能够大大提高解题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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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设问范围、内容和指向 

师：近来，同学们做题时还存在哪些问题？ 

2．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答题存在的问题 

生：答……. 

师：总结： 

答题偏离主题 

不能把有关材料和基础知识、原理有机挂钩 

分析时眉毛胡子一把抓，有效内容不多 

         这说明我们在审题和解题方面还有欠缺。 

3．高考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的审题、解题  

（1）审题方法 

学生活动：经验分享：平时我们在做材料分析说明题的时候是如何审题的？ 

教师归纳：顾名思义，分析说明题主要是用以考查分析能力。分析就是把

事物的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要素分别加以研究。 

①分层：必须读懂材料，将材料分成若干要素（层次）。 

②抓关键词：根据每一层次中的关键词或中心思想弄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

关系，识别、联系教材与此有关的知识点（原理）。 

关键词——  党（中共产党） 

                    国家（政权机关）中央    国务院（及其部门）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 

行为主体                             地方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公民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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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 

                    主权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③概括：将几段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目的是分析出整个材料的中心

思想。实质是个综合的过程，综合是把分解开来的各个部分、方面、因素结合起

来组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④注意：命题中的隐性材料。 

（2）配套练习： ( 2006年上海高考卷 36题） 

【试题】 

据统计，“十五”期间，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

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严重，相当于 GDP的 6％左右。为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

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

损害，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于今年 1月发布了《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 

今年 3月，上海市提出，以“城市安全、人身安全，社会安定、人心安定”

为目标，结合特大型城市的特点深人开展“平安建设”，为上海和全国创造更加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上海市民积极参与社会安全与稳定建设，至今已有 40万人参与社区“夜间

巡逻队”、 1．2 万人参加社会志愿者队伍。上海市民的安全感逐年上升，上海

已被誉为“中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请运用有关政治常识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说明。 

学生活动：独立思考、分析讨论。 

教师总结： 

【剖析】 

首先，必须读懂材料，将材料分成若干要素（层次）。此题可以分为三个层

次（要素），第一层次即第一段，第二层次即第二段；第三层次即第三段。 

其次，根据每一要素（层次）中的关键词或中心思想弄清各要素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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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识别、联系教材与此有关的知点（原理）。 

第一层次的中心思想是国务院发布应急预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体现的知

识点是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和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职能等； 

第二层次的中心思想是上海开展平安建设，体现的知识点也是政治对经济

的反作用和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职能等； 

第三层次的中心思想是上海市民积极参与平安建设，体现的知识点是公民

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再次，在此基础上再将几段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三段材料综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整个材料的中心思想是：材料体现

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最后，根据前面的分析和题意要求进行文字解答。 

参考答案如下： 

材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国务院发布（应急预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上海开展平安建设是政府行

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 

国家通过行使职能可以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

害，说明政治对经济具有巨大反作用。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平

安建设，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我们国

家的最高利益。通过平安建设促进整个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

利进行。 

上海市民积极参与平安建设，自觉履行公民义务，有利于创造安定的社会

环境。 

教师与学生互动问答得出结论  

（3）解题要求  

  ①分层次说明知识点内容。 

  ②要引材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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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每一层次表述简明扼要，讲清即可。 

  ④适当小结，突出主题，表明态度。 

4．课堂训练： 

学生活动：互相启发、合作学习 

【练习题】 

材料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

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材料二： 2009年 4月 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出台。《意见》提出了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

看病贵等内容。 

材料三：4月 13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２００９━２

０１０年）》指出：中国通过开通网上信访、信访代理等多种渠道，使人民群众

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表达诉求；建立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等，

为人民群众表达诉求、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提供便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 

请运用政治常识的有关知识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 

教师与学生互动问答得出结论： 

【参考答案】 

材料体现了党和国家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内容及通过的《意见》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作用、

党的政治领导。是党的性质、宗旨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体现。 

《意见》和《规划》的出台说明国务院是我国最高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经

济、卫生等工作。也说明了国务院履行协调人民内部关系和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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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明了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坚持执政为民、建设服务政府。 

《规划》内容说明健全了民主制度，丰富了民主形式，有利于公民有序 

的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政治表达。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

家作主。 

升华主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人权问题。反映了党和国家实施

正确的政治领导，将人民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作为

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

现。 

5．布置作业：练习题 

下面这道题作为今天的回家作业。 

3月 10日，中国最大渔政船---中国渔政 311船开赴南海执行渔政管理任务，

将主要担负护渔护航的任务，并宣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60 周年，中国海军于 4 月 23日在山东青

岛举行主题为“和谐海洋”的海上阅兵活动，旨在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共创和谐

海洋环境。有十多个国家数十艘舰艇应邀参加。胡锦涛主席在会见应邀参加活动

的外国海军代表团团长时指出，中国都永远不称霸，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

胁，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内的中国军队，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的重要力量。 

请运用有关政治常识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说明。 

四、教后反思 

高三复习课上好不容易，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需要授课教师有较

高的驾驭教材的能力，熟练掌握教材中的知识点，准确把握高考动向，对应对高

考有指导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师心中有书，眼中有纲，手中有题。 

（1）这节课落实了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学生明确了怎样审题、怎样解题，

对政治常识分析说明题的高考要求比较明确。课堂练习题的编制抓住了当前高考

的热点，此时进行公开课教学对考生有适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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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维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落实比较好。这节课不仅仅是

应试考，教学的各个环节，从呈模到临摹，布置作业都体现了党和国家贯彻科学

发展观，以人为本、尊重保障人权的思想，展示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

医疗改革的讲话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对我们的政府是为人

民服务政府的认同感。 

（3）整堂课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学习、合作学习收到良好效果。无论是教

师的理论阐述，还是安排的讨论，学生聚精会神地听，热烈地讨论，不同观点碰

撞，都是教学真实情景的反映，是一堂有效的复习教学课。 

（4）课堂练习题和高考作业题，采用最新材料，反映当前热点，贴近高考，

对高考有指导作用。 

（5）材料分析说明题的题型结构的讲解理论偏多，如果能结合试题实际操

作效果会更好，课堂训练题的讨论时间安排偏紧，学生的思想火花闪现的不够充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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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王梅蕊 

Teaching Objectives: 

1. To get the students to have a good knowledge of the story and the three 

characters 

2.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know how to use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sentences.. 

3. To develop the students’ reading skills(skimming, scanning and so on) 

4.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to be 

specific: how to find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e in English) 

5.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by involving them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Analysis of the students 

  The students are on a low level in English bu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it. 

So I design some activities that are not so difficult so that they won’t have any 

difficulty in taking part in these activities and free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I 

think they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English. 

Teaching Approach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 teacher’s main task is to instruct the students how to 

read a text. So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teacher to involve the students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bilities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they find in their study.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to the taste of 

the students, the easier ones for those who have trouble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the 

more difficult ones for those who are good at learning English. 

Teaching Aid: Multi-media 

Teacher: Wang Mei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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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ocedures: 

I. A revision of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1. Ask the students to read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according to their parts 

of speech.(nouns, prepositions and verbs) 

 （活动设计：通过老师的提醒和帮助让学生知道学词汇不仅要知道它的读

音、拼写和意义，还要了解它的词性。在此过程中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发现者，而

不是被动接受者。这一教学环节为下面的练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given in the 

box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each sentence. 

kidnap    phantom rescue   fall in love with 

be shocked at  mask   opera 

⑴If you are traveling in Australia,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that you should visit is 

the Sydney ________ House. 

⑵If a person robs a bank, he always wears a ________ in order not to be seen by 

others. 

⑶A _______ is a ghost or something like a ghost, which makes people afraid. 

⑷It is reported that the two millionaires have been _______ by terrorists. 

⑸If you are kidnapped, please don’t worry and the police will  soon come and 

______ you. 

⑹If a man ______________ a woman, he often sends something nice to her just like 

roses. 

⑺ I _____________ the news yesterday that the young man was dead. 

 Keys:  ⑴ Opera ⑵ mask ⑶ phantom ⑷ kidnapped ⑸ rescue  

   ⑹ falls in love with ⑺ was shocked at 

（活动设计：在平时的学习以及练习中，让学生知道单词和词组的词性以及它的

词义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句子的结构离不开句子的成分以及词性。教师应该以

各种活动形式来进行词汇的学习，比如选词填空，把所给的词汇填入文章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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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一篇完整的段落。） 

II.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text 

Instructions: Read the text paragraph by paragraph to get the main idea of each 

paragraph and some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each paragraph. 

Paragraph 1    a. describes how Christine learnt to feel     

       sorry for the Phantom 

Paragraph 2    b. describes how the Phantom kidnapped     

       Christine and captured Raoul 

Paragraph 3    c. describes the Phantom letting Christine     

       and Raoul go 

Paragraph 4    d. talks about the Phantom and his life 

Paragraph 5    e. tells us where the Phantom lived 

Paragraph 6    f. talks about what the Phantom did for     

       Christine 

（活动设计：以了解课文每一段的主要意思为主线，再进一步了解每一段的细节

信息。） 

1. Paragraph 1 

(1) Ask the students to read the first paragraph together in a loud voice. 

(2) Ask one student to tell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ragraph and then ask the 

whole class to read the main idea together. 

(3) Ask the studen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ith the books closed 

 a. What was beneath the Paris Opera House? 

 b. When did the story happen? 

 c. Who lived on the island? 

（活动设计：回答这些问题时，老师要求学生在不看书的情况下完成，这样

既能锻炼学生的记忆力，也能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另外，问题设计必须要

由易到难, 而且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来进行，设计一些学生愿意而且

能够回答的问题，在有话可说的情况下, 学生的发言会比较积极，课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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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比较活跃，教师就能更加投入地进行下一步的教学活动。） 

2. Paragraph 2 

(1) The teacher reads the second paragraph to the students. 

(2) Ask one student to tell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ragraph and then ask the whole 

class to read the main idea together. 

(3) Ask the students to finish the following tasks:  

 a. Find a word in paragraph 3 that is opposite in meaning to the  word 

 “ugly”? 

 b. Choose some words to describe the Phantom’s mother.  

  (ugly, hardworking, kind, good-looking, cruel, evil, selfish) 

  *Ask one student to read all the adjectives and find out the correct 

answers. Maybe some of the words are not familiar to them. If so, the teacher 

teaches them th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each word and asks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m by heart.  

 （活动设计：词汇的学习应该贯穿整堂课，而且要求学生在课文词汇的

基础上扩充一些课外的词汇，这对他们的阅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Paragraph 3 

(1) The whole class read the third paragraph. 

(2) Ask one student to tell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ragraph and then ask the whole 

class to read the main idea together. 

(3) Ask the studen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ith the books closed  

  a. Whom did the Phantom fall in love with? 

  b. When did he often sing to Christine?  

  c. The Phantom often hid behind a secret wall, didn’t he? 

  d. Did Christine enjoy listening to his voice? 

4. Paragraph 4 

 (1) The whole class together with the teacher read the fourth paragraph. 

(2) Ask one student to tell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ragraph and then ask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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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to read the main idea together. 

(3) Ask the students to finish a task with the books closed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 paragraph 4 are not in the correct order. Please  

  rearrange them according to paragraph 4. 

  a. Then, he took her down to his secret home on the lake. 

  b. However, the Phantom wanted Christine for himself. 

  c. Only one man was brave enough to follow. 

  d. Raoul tried to rescue Christine, but the Phantom captured him and   

  put him in a prison. 

  e. He was Raoul, a young man who loved Christine. 

  f. He kidnapped her from the stage in front of the whole audience. 

5. Paragraph 5 

 (1) The whole class together with the teacher read the fifth paragraph. 

(2) Ask one student to tell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ragraph and then ask the whole 

class to read the main idea together. 

 (3) Ask the students to cloze the passage with some verbs they can find in 

 paragraph 5  

 In the Phantom’s house, Christine ＿＿＿＿ off his mask and saw the real 

 face. At first, she was ＿＿＿＿ at his horrible face with yellow eyes and no 

 nose, but then she ＿＿＿＿ sorry for his suffering. She understood how lonely 

his life had been. She gently＿＿＿＿ his face. 

  Keys: pulled, shocked, felt,  kissed 

6. Paragraph 6.  

 (1) The whole class read the sixth paragraph. 

(2) Ask one student to tell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ragraph and then ask the whole 

class to read the main idea together. 

 (3) Ask the students to finish the following tasks with the books closed. 

 ◆Word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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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woman had ever touched the Phantom before. Christine’s kiss made him cry 

with joy. He released Raoul. 

    be touched  a. be set free 

    cry with joy  b. be moved 

    be released   c. be extremely excited  

         and happy 

 ◆Question 

 What happened to the Phantom in the end? 

(活动设计：为了让学生对 6 个段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在设计活动的时候我考

虑到了以下几点：1. 朗读课文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为了不让学生对此产生厌烦，

我采用了不同的阅读方式，学生朗读，老师朗读，默读等等，而且我也给予学生

充分的选择权，让他们自己选择如何去朗读。2. 对每一个段落细节的学习，我

采用了不同的活动以及练习的方式，如问题、词汇学习、完形填空、句子排序等

等，这样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文的积极性，也能让学生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课文，

了解英语。3. 指令尽量明确。让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任务，也就是带着任务去

学习。) 

III. Homework 

1. Review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and then finish the exercises D1 and 

D2 on page 4. 

2. Learn the text by heart and underline some phrases that you think are very 

important. 

 （活动设计：1. 继续第一个环节“词汇学习”，更深一层次的学习。要求学

生用所学的词汇完成几段 short conversations以及 a passage. 2. 体现学生的自主学

习的特点。也就是让学生再次阅读课文，划出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词组。） 

Reflections: 

1．成功之处： 

这一节课能够比较好地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指导的合作性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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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教学活动，很好地完成了预定的教学目标。通过使用多媒体技术 PPT

课件，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课文内容，而且为学生合作学习和自主性学习

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2．不足之处： 

（1）由于对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时间把握不准，原先设计的最后两个环节没有能

够进行。如果在第一个环节单词复习的时候能再紧凑点，内容再缩减一些，也许

接下来的教学内容能够更加丰富。 

（2）词汇的学习：在这堂课上，我的词汇教学既获得了一些经验，也忽略了某

些重要的东西。优点：强调了词性教学，要求学生熟悉所学词汇的词性；强调了

词汇的情景教学，要求学生根据句意进行词汇填空。不足：在进行词汇填空时，

忽略了词性和填空应该同时进行这一点，如果能要求学生根据句子结构以及所给

词汇的词性进行练习，应该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 

3．建议： 

阅读课的授课方式我采用了紧扣课文内容，让学生在单元的开始阶段以课文

内容为主体。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教学内容的深化，学生不能仅局限于课文

的知识学习，这对学生的发展是不利的，容易使他们的思维创造产生局限性，思

维呆板，而且会对英语学习逐渐消极化。所以阅读的拓展也是十分必要的。老师

可以要求学生事先通过各种媒介查找有关信息，并且在课堂上通过师生合作、生

生合作以及团队合作等方式进行交流，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意识尤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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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本课程的含义与目的． 

校本课程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本课程指的是学校所实施的全部课程，既

包括学校所实施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也包括学校自己开发的课程。而狭义的校本课

程专指校本课程，即学校在实施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前提下，自己开发的适合本校

实际的、具有学校自身特点的课程。目前，人们习惯将学校自己开发的课程称之为校本

课程，以区别广义的学校课程。校本课程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确保国家课程的有效实施。校本课程尽管是以校为本的，但从根本上说，它

也是必须是在国家宏观课程政策和国家课程标准的框架内进行的，要与国家的教育方

针、教育目标特别是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确保人才培养目标更好地实现。因此，校本

课程可以是国家课程的改造与创新，比如某学校根据国家课程标准开发的适合本校实际

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科学课程，不再选用其他出版社的教材，而是以大自然四季的变化为

主线，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也可以是学校在国家课程所确定的

课程门类以外，新开发、开设的独具特色的课程，比如某学校根据本校学生的民族风情

及其学校周边的课程资源而开发的特色课程。无论哪一种，都要求学校、教师要树立课

程意识，要了解、熟悉国家课程政策和课程标准，因此校本课程是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

实施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第二， 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要。如前所述，国家课程注

重的是普适性。很难考虑学生的个别差异，无法照顾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即使地方课

程也难以考虑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而校本课程是以校为开发单位和实施单位的，可以

更好地了解学生不同需要，考虑学生的个别差异。比如，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可能由于

个人兴趣、家庭背景的不同，有些人不太喜欢英语，而有些人特别喜欢英语，将来准备

报考大学的英语专业，这样，学校除了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开设英语课程以外，还可以另

外开设一些英语课程，比如英美文化概论、英语写作等等，这样既满足了学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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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照顾了学生的个别差异。 

第三， 促进教师专业能力的持续发展。教师具有一定的课程开发能力，不仅有利于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有效实施，也有利于其专业的发展。当前教育的发展，要求学校

成为一个不断改革，促进其成员持续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组织。而学校的课程开发

能力，对于形成这样的组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校本课程的开发，要求教师要成为课程

与教学的领导者，要在一定的教育理论和课程与教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掌握国家课程政

策和课程标准的前提下，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发展特长和现实需要基础上参与课程改革。

这对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实现教师持续性的专业发展的有效途

径。 

（许洁英： 《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含义、目的及地位 》 ， 《 教

育研究 》 2005 年第 8 期） 

 2 ．校本课程的开发．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追求有三：一是学生个性发展，二是

教师专业发展，三是学校特色形成。 

① 学生个性发展。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就是要使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充

分而自由的健康发展，从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但是通

过教育发展健康的个性这一理想远未实现，我们的教育过多地强调统一性和共同要求，

学生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从而也就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而校本课程则强调差异，

关注每个学生的不同需求，给学生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把学生的个性发展

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终极追求。  

② 教师专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课程的变革不仅仅是变革教学内容和方法，

而且也是变革人。比较而言，校本课程开发更重视教师的发展，而不仅是课程文本的开

发。换言之，课程开发是手段，教师发展才是目的。教师要通过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

使自己的专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③ 学校特色形成。校本课程开发的第三个追求是学校特色的形成，其实这也是

前两个追求的自然结果。从实践方面看，三级课程管理政策、校本课程的本质、校本课

程开发的程式等都给学校特色的形成提供了现实背景。学生个性发展、教师专业发展、

学校特色形成，是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追求。这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

为依存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学生的充分自由发展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和学校的熏

陶；同样，教师的专业发展也以学生的发展和学校的发展为依托；学校特色的形成更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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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换个角度说，学生的发展水平越高，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就

越快，学校特色也更易形成；教师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学生的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学

校的声望也更好；而一个学校有特色，学生相应地也有特长，教师专业发展的机会也就

越多。 

（傅建明： 《 校本课程的价值追求 》 ， 《 课程 · 教材 · 教法 》 200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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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谢翠翠 许悦 

小组成员：谢翠翠 许悦 薛郡 吴晓依 王杰 徐叶青 吴灵 

指导教师：刘新文 

  一般果汁中均含有大量微量元素，例如维生素 C、钙离子、维生素 D等等。

我们将具体测定橙汁。橙汁中的微量元素含量是不是像生产者所标明的那样，我

们对此进行了调查和实验研究，下面我们将分别阐述调查和实验结果。 

一、维生素Ｃ对身体健康的主要影响 

1. 维生素Ｃ的主要功能     

 维生素经由酶系统使人体的新陈代谢正常化。只要欠缺一种维生素,就可能

危及全身。维生素是人体酶系统的构成要素。这个酶系统就有如活塞的点火装置

一样--调整身体的状况,使机体各部分有效地运作,促进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若

与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其他营养素比较的话,维生素的摄取量（即便是

因治疗的目的而大量摄取）是非常微小的。但是人体只要欠缺任何一种维生素,

便可能会导致全身陷入危险的状态。   

【造成维生素缺乏的主要原因有】： 

①膳食中含量不足。可因贫困、膳食单调、偏食等使摄入膳食中维生素的量不能

满足机体的需求； 

②体内吸收障碍。如肠蠕动加快,吸收面积减少,长期腹泻等使维生素的吸收、储

存减少； 

③排出增多。可因授乳、大量出汗、长期大量使用利尿剂等使之排出增多； 

④因药物等作用使维生素在体内加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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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生理和病理需要量增多； 

⑥食物加工烹调不合理使维生素大量破坏或丢失。 

【预防维生素缺乏的措施】： 

①提供平衡膳食； 

②根据人体的生理、病理情况及时调整维生素供给量； 

③及时治疗影响维生素吸收的肠道疾病； 

④食物加工烹调要合理,尽量减少维生素的损失。 

2． 维生素Ｃ缺乏与疾病的产生 

如果维生素Ｃ缺乏将会引起以下疾病： 

（1） 龈肿胀出血，牙床溃烂、牙齿松动。 

（2） 骨骼畸形、易骨折。 

（3） 伤口难愈合等。进一步则引起坏血症、贫血。 

（4） 大出血和心脏衰竭，严重时有猝死的危险。 

（5） 肌肉纤维衰退，包括心肌衰退。 

（6） 长期服用维生素，会给人体带来隐患。 

原因：人体逐渐适应高剂量维生素。如果一停用，就可能出现维生素缺乏症。

所以，平时多吃蔬菜水果，即可获得足够维生素 c。 

3．维生素 C的影响（作用）： 

（1）增强治疗尿道感染的药物之疗效。 

（2）加速手术后的恢复。 

（3）可当作天然的泻药。 

（4）增加对无机铁的吸收。 

（5）具有抗癌作用。 

（6）减少静脉中血栓的发生。 

二、实验部分：维生素 C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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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测定 VC的不同方法： 

（1） 直接碘量法 

（2） 近红外分光光度法 

（3） 二氯靛酚滴定法 

（4） 电位滴定法 

（5） 紫外分光光度快速测定法 

讨论碘量法的原理： 

将碘水滴入盛有 VC和淀粉溶液内，待滴入一定量后，发现溶液变蓝，说明

此时滴入碘水的量恰好等于 VC的含量。最后只需测量滴入碘水的量，就能知道

果汁中 VC的含量。 

碘量法：I2标准溶液直接滴定维生素 C  

C6H8O6+I2=C6H6O6+2HI 

淀粉为指示剂，溶液出现稳定的蓝色即为反应结束。 

如何标定碘溶液中碘的含量？  用医用 VC液。 

2. 实验结果 

2.1 果珍中的 Vc含量 

项目\编号 1 2  3 

耗I2体积(ml) 8.93 8.90 8.92 

I2 液 浓 度

(mol/L) 

0.0054 0.0054 0.0054 

标定 

平均值(mol/L) 

 

0.0054 

 

耗 I2体积(ml) 2.80 2.80 2.80 测定 

维生素C的含

量(mg\L) 

213.75 

 

213.75 

 

2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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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mg/L） 

 

213.75 

 2.2鲜橙多中的 VC含量 

项目\编号 1 2  3 

耗I2体积(ml) 9.92 9.98 9.94 

I2 液 浓 度

(mol/L) 

0.004814 0.004785 0.004804 

标定 

平均值(mol/L) 

 

0.004801 

 

耗 I2体积(ml) 2.11 2.13 2.10 

维生素C的含

量(mg\L) 

178.41 

 

180.10 

 

177.57 

 

测定 

平均值（mg/L） 

 

178.69 

 

2.3鲜榨果汁中的 VC 含量 

项目\编号 1 2  3 

耗I2体积(ml) 9.81 9.75 9.80 

I2 液 浓 度

(mol/L) 

0.004867 0.004897 0.004872 

标定 

平均值(mol/L) 

 

0.004879 

 

耗 I2体积(ml) 2.25 2.21 2.21 测定 

维生素C的含

量(mg\L) 

193.34 

 

189.90 

 

1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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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mg/L） 

 

191.05 

 

 

2.4汇源果汁中的 Vc含量 

项目\编号 1 2  3 

耗I2体积(ml) 8.65 8.64 8.65 

I2 液 浓 度

(mol/L) 

0.0055 0.0055 0.004855 

标定 

平均值(mol/L) 

 

0.0055 

 

耗 I2体积(ml) 1.30 1.31 1.30 

维生素C的含

量(mg\L) 

126.50 

 

127.47 

 

126.50 

 

测定 

平均值（mg/L） 126.28 

 

2.5橙汁中钙含量的测定结果 

 测定结果 包装所标含量 

鲜橙多 27.88mg/100mL 未注明 

酷儿 11.17mg/100mL 35mg/100mL 

3. 实验的不足 

在橙汁中维生素 C的测定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果汁中其他添加成分的存在影响终点的变色。 

（2）可能与碘反应的其它物质的存在。 

（3）仪器的精确度很低。 

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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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定，1L中 VC含量最多的为雀巢果珍、鲜榨橙汁、鲜橙多、汇源原果汁。 

三：建议 

1．尽量多吃一点薯类，水果类等含维生素 C的食物。 

2．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水果，果汁和食物。 

3．在补充维生素 C的时候，不要以为越多越好。补充太多的维生素 C反而会引

起一些疾病，因此，在补充维生素 C时应该适量。 

四、收获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查找资料，设计实验方案，亲手配制试剂，并对实验的

成功与失败作了总结与分析，既培养了我们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又培养了动手

实践的能力。在社会调查中，我们小组六位成员团结协作，互相交流，团队意识

得以提高。在整个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化学在生活中的作用，

体会到了它作为一门特定学科的魅力；同时，这次的学习也给了我们一个展现自

我，锻炼自我的空间，是我们今后学习与科研的一个良好开端。     

                                                                           

主要参考文献： 

1.《化学实验与生活—从实验中了解化学》--李梅，梁竹梅，韩莉编—2004

年 6月—化学工业出版社 

2.《基础化学实验—下册》--周井炎主编—2004.年 3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3.《大学化学实验》--王玲，何娉婷编著—2004年 10月--国防化学工业出版

社 

4.《实验化学（第二版下册）》-- 刘约权，李贵深主编—2005年 6月--高等教

育出版社 

5.《分析化学教程》－－李克安主编－－2004年 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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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周冰青  孙马俊 

小组成员：丁文骁  周良峰 

指导老师  刘尚芬 

摘要 

我们课题研究小组通过网上查阅资料、设计发放问卷调查表、统计分析问卷

调查、调查光顾摊贩的学生情况等方法，就油炸食品的分类、油炸食品中的有害

成分、油炸食品对身体的危害性、学生对油炸食品的认识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和讨

论分析。通过一系列活动，使我们对油炸食品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并深刻认识

到取缔油炸食品小摊的必要性。为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希望大家养成良好

的饮食卫生习惯，远离油炸食品！ 

一、课题的提出 

在我们身边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食品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

食品有不同的营养成分，然而有些食品对人体有危害，特别是油炸食品。长久以

来，各中小学校的门口到处可见一个个卖油炸食品的小摊，一群群学生将其团团

围住，左手一串里脊肉，右手一包香酥鸡。边走边吃，不亦乐乎！油炸食品为什

么备受青少年青睐呢?它有哪些不同的危害性呢？我们决定就此进行一番调查研

究，目的是想通过这次调查找到一些答案，引起老师、家长、学生与全社会的关

注。 

二、研究的方法 

网上查阅资料、设计发放问卷调查表、统计分析问卷调查、调查光顾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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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的学生情况、撰写调查报告。 

三、调查分析 

油炸食品是我国传统的食品之一，无论是逢年过节的炸麻花、炸春卷、

炸丸子，还是每天早餐所食用的油条、油饼，以及近年来儿童喜欢使用的洋

快餐中的炸薯条、炸面包和零食里的炸薯片、油炸饼干等，无一不是油炸食

品。油炸食品因其酥脆可口、香气扑鼻，能增进食欲，所以深受许多成年人，

特别是儿童、青少年的喜爱。但经常食用油炸食品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 

（一）油炸食品的分类 

油炸食品是一种传统的方便食品，利用油脂作为热交换介质，使被炸食

品中淀粉糊化，蛋白质变性，水分以蒸汽形式逸出，使食品具有酥脆的特殊

口感，因此油炸食品深受大家的喜爱。油炸食品分为油炸面制品：如油炸麻

花、油条、油饼等；油炸肉制品：如炸鸡、炸牛排、炸猪排等；油炸果蔬类：

如油炸香蕉片、油炸麻叶、油炸坚果等；油炸海鲜类：如油炸鱼片等等。 

（二）油炸食品中的有害成分 

油炸食品热量高，含有较高的油脂和氧化物质，经常进食易导致肥胖，是导

致高脂血症和冠心病的危险食品。油脂中维生素 A、E等营养在高温下受到破坏，

大大降低了油脂的营养价值，而且在油炸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如丙烯

酰胺、聚合物、多环芳烃化合物等。 

（三）油炸食品对身体的危害性 

油炸食品的危害之一是致癌，这主要是因为油炸食品中含有一种危害最多的

化合物——丙烯酰胺。这种化合物是富含淀粉类的食品在高温下油炸分解所产

生，能诱发多种良性或恶性肿瘤，经常食用，癌症发病的危险性会增高很多。 

危害二是，油炸食品含油量太高，热量高，有较多的油脂和氧化物质，经常

食用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高血压、肥胖、糖尿病、脂肪肝等慢性疾病。牛津大学



学生课题      

 - 107 - 

生理实验室研究人员曾警告：正处于发育期的孩子吃过多的油炸食品，大脑很有

可能会受到永久性的损伤，这些油炸食品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肌体发育，而且会对

他们的脑力意识成长带来不利后果，影响学习、认知和记忆能力。食物经油炸后，

在浓油烟的环境下停留时间过久或油炸食物用油因长期不更换，被 3，4 一苯并

芘污染，用这样的油炸食物，长期食用将引起肥胖、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

中风和某些癌症等病症。 

油炸食品含有较多的脂肪，会增加肥胖的危险。无证摊贩的油炸食品和有证

摊贩的油炸食品都有危害性，从食用油和油炸食品来看，无证摊贩的用油和食品

质量更差。油炸食品，不管是洋快餐，还是咱们中国的老传统油条、油饼都是高

脂肪食物。闻在鼻里香，吃在嘴里爽，可装进肚子后，高脂肪不利于消化，不仅

影响你的肠胃，而且导致肥胖。 

淀粉类食品在超过 120℃高温的烹调下容易产生丙烯酰胺，而且随着加工温

度的升高，其含量也越高。经高温加工的淀粉类食品（如油炸薯片和油炸薯条）

中丙烯酰胺含量较高，其中薯类油炸食品中丙烯酰胺平均含量高出谷类油炸食品

4倍。丙烯酰胺是一种化学物质，是生产聚丙烯酰胺的原料，可用于污水净化等

工业用途。长期低剂量接触丙烯酰胺者会出现嗜睡、情绪和记忆改变、幻觉和震

颤等症状，且伴有出汗、肌肉无力等末梢神经病症。人体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

皮肤粘膜等多种途径接触到丙烯酰胺，因此油炸食物被认为是丙烯酰胺的主要来

源。油炸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食物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让它

变成高热量、高脂肪食物。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尽可能避免连续长时间或高温烹饪淀粉类食品；提倡合

理营养，平衡膳食，改变以油炸和高脂肪食品为主的饮食习惯，减少因丙烯酰胺

可能导致的健康危害。人们应用各类水果和新鲜的蔬菜来代替油炸食物，这无疑

对健康更有好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有一定的解毒作用，能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

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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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对油炸食品的认识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有 72.5%的学生喜欢吃油炸食品，有 87.5%的

同学认为油炸食品不卫生，有 92.5%的人知道油炸食品吃多了对身体有危害性。 

四、结论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讲究口味，所以对油炸食品的美味、爽口难以割舍。由于

社会上食品健康的知识普及还不够，营养饮食的风气还没有树立，加之学生的自

控能力较差，这就给了小摊油炸食品存在的市场。经过这次调查研究，我们对油

炸食品极其危害性有了完整的认识，并深刻认识到取缔油炸食品小摊的必要性。

我们要从源头着手，如果我们每个学生、每个消费者都能树立正确的营养饮食观

念，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这些油炸食品的小摊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改变

以油炸和高脂肪食品为主的饮食习惯，以减少丙烯酰胺对人体的潜在危害。为了

您的身体健康，请远离油炸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