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兴县实验小学 李 倩

刚开始学习英语时，学生往往有听不懂、不

愿说、怕出错等心理障碍，出现教师说得多而学

生说得少的尴尬局面，但新课标要求教师在教学

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

在做中说、做中学。思维导图是一种容易记忆、

将抽象信息高度组织化，以彩色图片形式呈现的

一种教学资源；具有新颖、生动、直观的特点，使

教学内容图文并茂，声形俱现，使课堂气氛生动

活泼，信息量加大，知识密度增强。小学教师使

用图片及简笔画技巧，在课堂上善用、巧用、活

用思维导图，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为心态消极的学生消除开口说的心理障碍
学生口语表达机会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积

极性机会，学生会说，从而由自我建立自信心促

使学生主动争取口语表达机会；另一方面是消极

性机会，就是教师点明由某某学生来回答。笔者

在听课过程中发现，积极举手的学生获得的口语

表达机会更多些，教师则更容易关注到那些性格

活泼、能带动课堂气氛的学生。这样一来，课堂

口语表达锻炼机会出现“马太效应”，自信活跃的

人获得的机会多，胆小缄默的人获得的机会少。

教师要尽可能转化那些心态消极的学生，增

强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对口语表达产生兴趣，

在一次次开口中，缓解甚至消除心理障碍，愿意

说，不怕说错，并从此获得自信心。

对于中低段学生而言，教师利用思维导图形

式，更容易使他们感受到英语课堂轻松的氛围，

将注意力投入到生动、有趣的图片中去，从而解

除紧张情绪，产生试着说一说的冲动，打破哑巴

英语的习惯。

二、挖掘学生潜力，提升核心素养作用
传统教学要求遵循概念到概念的思维模式，

而思维导图可以将各种零散思维和想法融会贯

通成一个系统，允许学生自由联想，进行发散性

思维，进一步提升以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文化和

思维品质为中心的核心素养。

笔者尝试在自己的教学中融入思维导图，以

下是课堂实例：

1.以思维导图为载体的单词教学，让学生爱

说单词

单词课教师一般围绕着单词来教，教师领读

示范后让学生来读，过程比较枯燥，学会后也较

多反复操练，久而久之，学生的注意力容易分散，

兴趣也随之降低。要让单词活起来，教师可以利

用思维导图为学生创设情境，让学生在思维导图

帮助下自然地去运用这些单词。

例如，笔者在教学 PEP 新版三年级下册

Unit2 My family Part B Let’s learn 一课

时，为学生描绘一张家族图，将语言知识趣味化。

目标是复习单词“family家庭、father父亲、

mother母亲、sister姐妹、brother兄弟、grand-

father祖父、grandmother祖母”，能用“Hi, I’m...

This is my family. Look, this is my...”来

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

由于每个家庭并不都包括这些成员，所以复

述时，学生在没有语境支持下，是不会完整地表

达的。笔者创设了这样一个情境，让学生想象自

己是家族中的一员，比如orange家族，那么学生

就想象自己是橘子，画一画橘子家族，并上台来

介绍。

对于三年级学生而言，想象是一件很快乐的

事情。由于每个学生想象的中心人物都不相同，

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家族，比如铅笔家族、彩虹家

族、花儿家族，冰淇淋家族、苹果家族、熊猫家族

等。随着中心人物更换，表达也就随之更换。

2.以故事为载体的思维导图，让学生系统会话

生动有趣的故事能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

教学中，我们可以故事为载体，将英语对话通过讲

故事的形式教授给学生。中低段学生对童话故事

和绘本故事都十分感兴趣，教师何不“投其所

好”？整理出本文中的重难点，并铺设在有趣的故

事里，展示在黑板或者课件中，让学生重复演练，

将句型知识点潜移默化地渗透给学生。

笔者在教学PEP新版四年级上册Recycle2

时，尝试引用圣诞老人的故事来教学。

经故事改编，笔者将圣诞老人和驯鹿迷路的

故事放置在Mike家里，让好朋友帮助Mike一

起找人，在找的过程中，重复使用目标语句 Is

he/Are they in the...?询问“在哪里”。当他们

遇到Mike的家人，一起打招呼过圣诞，并在寻找

的过程中，不断复习前三个单元学过的单词和句

子。在思维导图的帮助下，学生通过角色深刻地

体会单词、句子的含义和用法，体验国外圣诞节

浓厚的节日氛围，巩固旧知识，学习新文化，激发

他们的学习热情和表演欲望。

在拓展环节，还可以让学生结合思维导图，

进行复述和故事改编，进一步培养学生合作和创

新能力。

三、赋予学生一个角色，让其成为课堂教学
主体

笔者时常愿意创设一个以学生为主角的课

堂，结合思维导图，从实际生活出发进行口语

表达，体会口语表达的快乐和获得同学赞赏的

喜悦。

教学案例是PEP新版Unit3 At the zoo

Part B Let’s talk一课。

目标是能运用 small、big、long、short、

thin、fat和It has...and...句型来描述动物或人物

的特征。

解析文本后发现，单元主题为at the zoo，

教师带着学生们参观动物园，主体是教师。那

么，如何转换主体呢？通过解读单元目标和主题

内容，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曾经参观过动物

园，故确定课堂上可以设置游览动物园场景，让

学生来当一回小导游，通过思维导图展现动物园

和各种常见动物（如已学的elephant、monkey、

giraffe、panda、bird、bear、tiger、lion等），让他

们来解说这些动物的特点。

通过角色扮演，学生的表达热情一下子被点

燃，课堂上大家争着要当小导游，整节课师生仿

佛真的置身于动物园内。学生在当小导游的过

程中，体验到英语运用的美感。

□龙游县模环初级中学 张国飞

在初中科学习题课特别是初三中考复习课上，一

边是学生在昏昏欲睡，一边是教师在滔滔不绝，这样

的课堂氛围一直被认为很难有办法改变。理由是大

多数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已比较清楚，中考复

习教学任务繁重，而且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让知识点重

现，没必要也没时间进行师生互动。

我曾对本班30名学生在溶液配制学习后的习题

课后掌握情况进行过一项跟踪调查，又对月测中该题

型错了的18名学生做了另一项调查。分析表格后，

我感觉学生之所以会栽在多次讲评和纠错的习题上，

是犯了思维定势的错误，而原因就在于教师在习题教

学中代劳，而不是让学生自己去解决。学生当堂可以

依葫芦画瓢，似乎已经弄懂，但知识没有内化，很快就

会忘记，一做再错。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黄冈名师、特级教师王后雄

提出过一个观点：“一个学生真正掌握一个知识点至

少要重现这个知识点5~8次。”他认为，“黄冈中学传

奇”的奥秘之一就是教师们特别擅长控制知识重现力

度，确保教学效果。

如何让知识点重现多次，让学生主动参与到习题

学习中来，而不是被动接受，说题教学法是一条有效

途径。

一、说题教学法的含义及特征
1.说题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师生双边活

动，对题干进行剖析、呈现解题方法、领会解题过程、

总结解题规律和评价习题结果为主要教学内容与教

学方式的一种教学方法。

2.说题教学法的两个重要特征

①自主实践性。传统习题课，教师讲、学生听，学

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知识“传授—接受—反复训练—

熟练掌握—领悟”的单向发展过程，学生总是被动、机

械地模仿，很难转化为学生的学习能力。课堂上学生

基本都能听得懂，但一做题，经常会出现表述不规范、

思维单一、答非所问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说题教学

法遵循“学生是主体，以学生说为主、教师评为铺”的

原则，教学重点由“教”向“学”转移，有利于培养学生

质疑、批判、创新和实践能力。

②过程交互性。传统习题课的课前作业批改很

难看出学生的思维过程，往往只能表达出解题的一般

步骤和结果。而说题教学是由学生共同交流，相互补

充，把思维过程外化为具体描述，使之更加清晰、准

确，能反映出学生思维的质量，无论是闪光点，还是偏

差、迷惑和需要都能被及时感知，从而得到有针对性

的指导，达到在运用中不断巩固、深化的目的。它是

一种新型双边教学模式，又是多边合作学习模式。

二、初中科学习题课说题教学模式
习题可以课前布置，也可以当场训练，可以是新

题，也可以是纠错题。但题目选择要基于学生认知水

平与能力，注重基础知识的落实和基本解题能力的提

高，使学生能熟练掌握一般的解题方法。

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进行说题准备。教师要调动

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努力为学生创设一个充满情趣并

且有一定挑战的学习情境，对学习基础属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加以区

别指导，指导他们结合学习实际，确定学习目标。

学生说题可以课前指定学生，也可以当场抽查某个或几个学生。

教师要注意运用鼓励性语言来及时肯定学生的表现，当学生碰到思维

障碍时，及时做好铺垫，努力帮助学生体验成功，树立信心。

由于学生认知结构存在许多共性，加之地位平等，所以学生间

的评价更能激发学生说题的积极性，也容易暴露他们存在的共同问

题，增强学生的交流深度。

在学生互评的基础上，教师对学生在说题过程中的优点进行表

扬，指出问题，通过错误资源判断出学生的困难焦点，了解学生错误

背后的思维方式，然后对这类题从审题到答题要求，再到知识迁移

等进行规律性总结。

三、学生说题基本步骤
1.说题干，即审题。审题是解题的第一步，且是关键的一步。审

题能力高低决定了学生回答问题时思维是否完整、灵活及知识迁移

是否准确，也就是答题质量。很多教师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学生来

请教的时候，教师只是让学生把题目再读一遍，还没开始讲解，学生

忽然就明白了。其实这就是审题的功效。

而在说题教学中，要求学生自己去寻找题目的已知条件和问

题，挖掘题中的隐含条件，以及所涉及的知识，将之在全班面前说出

来。案例中的数字是重要信息，其中有无用的干扰信息。在全班同

学面前说题，迫使说题者审题要更仔细、更严谨，从而培养其良好的

审题习惯。

2.说方法，即说明调动和运用什么知识。如果说审题过程是答

题前奏的话，那么，知识调动与迁移、方法选择就是答题的内容与灵

魂。这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与题目形式和内容建立正确联系，并选

择合理的解题策略。学生要根据对题中材料的把握、问题定位、学

科知识及对现实生活等相关信息，说出解题时具体运用的方法，包

括各计算公式，让知识不断重现。

3.说步骤，即说明如何程序化解题。具体知识块必然有其特有

解题模式，学生要说出完整的解题步骤，不落一个细节。

4.说结果，即答案表述。在平时的考试与练习中，经常会发现不

少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还算到位，但是从得分角度来看不理想，究其

原因之一就是答案的语言组织，或者说是呈现方式存在一定偏差。

学生通过说题可以逐步培养描述、阐释、论证和探讨的能力。如果

案例是选择题，那么说题的时候不仅要说出答案，还要说出其他答

案错误的理由。

5.说变式，即自主出题。大多数学生在做同类型题时会犯同样

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学会举一反三，一条路走到底。因

此，要让学生自主更改题中已知条件，设计另一个问题，再说出解题

方法。

经过两年的应用实践与研究，说题教学在初中科学习题课特别

是复习教学中表现出良好效果，使得知识呈现更加完善，规律、方

法更加清晰，让知识实现“一点多轮，螺旋上升”，复习习题课不再

是“炒冷饭”。2017年中考，科学一门的班级平均成绩是116.5分，

折算百分制为73分左右，在市、县排名都不错，作为一所农村小规

模学校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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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激发中低段学生口语表达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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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陈 瑛

有学者认为，核心素养的提出让教育进入

3.0时代，音乐教学更应注重学生的审美感知、自

主发展、创新能力等音乐核心素养的提升，培养

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歌曲二度创作是指演唱者基于作者的原创

作，根据自己对歌曲的分析和理解进行再次创

造，通过自己的演唱，塑造鲜明的音乐形象，使

词曲作者的创作思想及感情得以诠释和抒发。

二度创造是歌唱教学中十分重要的环节，然而，

很多教师在课堂中避而不谈或敷衍了事。究其

原因，大家都过于关注歌唱作品，缺乏对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

新课标指出：“学习并掌握音乐基本要素

（如力度、速度、音色、节奏、节拍、旋律、调式、和

声等）、常见结构、体裁形式、风格流派等。”充分

揭示了音乐要素在音乐中的作用——改变其中

任何一个要素，都可能导致音乐形象的改变。

比如在备受关注的音乐节目《我是歌手》《中国

好声音》的舞台上，歌唱者通常会对作品进行二

度创作，老歌新唱、重新编曲、变化演绎等，效果

惊艳。经多年歌唱教学的实践研究，笔者总结

出以下歌曲二度创作的策略与方法。

一、音乐基本要素二度创作
1.巧变节奏 增强感知

德国音乐教育家奥尔夫认为节奏是音乐的

第一要素，他强调音乐教育从节奏入手。节奏

是音乐的源泉和生命力，不同节奏的表现作用

不尽相同。如果在音乐中掌握不同节奏的特

点，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歌曲、诠释歌曲。

通常节奏创编式二度创作有以下几种范

式：改编个别乐段节奏、形成前后乐段对比、创

编完整作品节奏、形成变奏新曲。

2.巧变速度 情感共鸣

速度是音乐基本要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着音乐作品的风格和特点。慢速度可以表现

抒情、优美、深情、悲伤，快速度可以表现欢快、

跳跃、兴奋、喜悦。教学中可以就同一首歌曲变

化不同速度来体验，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表现

作品。

人音版教材第四册第四课是《我的家在日

喀则》。在第一遍演唱时，第一乐句采用慢速，

第二乐句用渐快；第二遍演唱时进行调换，第一

乐句用的是快速，第二乐句渐慢。通过这样的

变化，让学生感受不同速度所呈现的情绪也不

同，慢速表现出热爱家乡的深情，渐快表现出内

心的快乐和自豪。

这样的对比不仅让学生感到新鲜，激发了

学习兴趣，更让学生从多层面去感受歌曲，达到

情感共鸣。通常速度变化有以下几种：同一首

歌曲用不同速度表现、乐段之间形成速度对

比、变化个别乐句的速度来表达特定情感和

意境等。

3.巧变节拍 对比体验

节拍是构成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音

乐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不同拍子有不同的表

现作用，产生的特点也丰富了音乐表现力。二

拍子方整、单一、对称、旋律鲜明，三拍子流畅、

灵活、隐约、内在，具有荡漾摇曳的回旋性。用

不同拍子表现同一首歌，所产生的音响效果和

音乐形象也不一样。

通常创编节拍需要把握的要点是：学生对

常用二拍子、三拍子的时值和特点有较为准确

的把握，才能确保音乐创造的正确性。

4.巧构和声 丰富歌曲

合唱教学是歌唱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学生在合唱中感受到多声部的音乐表现力。但

教材中的合唱歌曲，并非每一首学生都能驾驭，

我们应该从学生的实际能力出发，做一些再创

造，让学生乐于参加，进而提高音乐课堂的效率。

二声部合唱歌曲的第一声部通常是主旋

律，曲调优美流畅，易于学唱；而第二声部往往

曲调难记，因此，班级中合唱的成败往往取决于

第二声部。如在某些较难合唱的歌曲中，我们

可以作一些创编。

低声部是合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了它

就不能构成合唱。同样，如果我们在一首单声

部歌曲中增加一个简单的二声部，那将会使这

首歌变得丰富和饱满。通常声部创编按年段的

指导方法有：低段可以在节奏练习和音乐律动

中进行多声部练习，歌曲富有童趣，可以加入各

种声响形成和声；中高年段学生能力逐渐增强，

可以尝试创编简单的二声部旋律或伴唱。

二、对歌词、音乐风格的二度创作
1.创编歌词 表达自我

朗朗上口的歌词会让学生对歌曲充满兴趣

和乐趣，在课中甚至课后反复演唱。在教学中，

学生也会突发奇想，即兴创编一些歌词。学生

会因为自己的创作，获得极大的满足和愉悦，创

作热情达到巅峰。歌词创作被他们认为是具有

挑战但又容易得到成功感的活动，对学生的能

力发展和自信建立都极具意义。

人音版教材第七册《顽皮杜鹃》一课，旋律

跳跃，乐句短小，歌词生动，尤其是句尾杜鹃叫

声“咕咕”的加入让歌曲俏皮有趣，学生非常喜

欢。在演唱中，不少学生现场改编象声词“啦

啦”“嘿哈”等，兴致盎然。于是，教师让学生大

胆地进行创作，小组汇报演出中呈现出一首首

十分精彩的新歌，学生演绎或活泼，或优雅，或

诙谐，瞬间点燃了思维和课堂。

创作可以是即时生成，也可以根据教学内

容进行预设。中低年级有很多歌曲十分适合歌

词改编，教师可以多加引导，到高年级，他们会

饶有兴致地尝试完整歌曲的创作。在一系列循

序渐进的教学中，学生逐渐积累创编经验。

2.转变风格 多维体验

人音版教材第六册《我是小音乐家》教学

中，学生在表演唱后意犹未尽，有学生即兴表演

说唱——“今天有很多音乐家聚集在一起，弹起

吉他拉起琴大家真开心！”其他学生听后主动加

入，整个教室充满流行活力。教师及时生成，借

着大家的热情，引导学生“你还了解哪些音乐风

格，还能怎样改编？”在师生共同努力下，创作出

爵士版和摇滚版的《我是小音乐家》。

课堂中学生得到多种音乐体验，虽然演唱

不够完美，但学生深深沉浸其中，体会到音乐的

美好，理解音乐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