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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丽水市景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徐 军
一、教学目标分析
“分数的再认识”
是北师大版数学教材五
年级上册分数单元的第一课时。在三年级下
册教材中，学生已经结合情境和直观操作，体
验了分数的产生过程，
认识了整体
“1”
，
初步理
解了分数的意义，知道了什么是分数，能认、
读、写简单的分数，
并进行简单的分数大小比
较，掌握了分母小于 10 的同分母分数加减运
算，
能初步运用分数表示一些事物，
解决一些简
单的实际问题。本课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
一步认识和理解分数，再次认识分数的意义。
那么，
“ 分数的再认识”到底“再认识”什
么呢？从教材的编排来看，教材分四个环节
呈现材料：一是“主题图”，安排了“拿铅笔”
活动，使学生体会到同样是拿出铅笔总量的
“1/2”，拿出铅笔的数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
同，这是因为原有的铅笔总数有可能相同，
也有可能不同；二是安排了“说一说”的活
动，联系“一本书的 1/3”等情境展开交流，
体会一个分数对应的整体不同，所表示的具
体数量也不同，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分数意义
的认识；三是“画一画”，
“ 一个图形的 1/4 是
一个□，你觉得这个图形是怎么样的？”，这
是前一环节的逆向练习，具有一定的开放
性，虽然这个图形（整体 1）有可能不同，但
组成图形的总的个数是一样的，这样的学习
活动，既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分数的理解，又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四是“练
一练”，安排了三道图文结合题和一道结合
“捐零花钱”的实际问题，进一步理解分数的
意义，体会分数的相对性。
“分数的再认识”是本单元的起始课，是
对三年级分数知识的深化，更是后续学习分
数、百分数的基础。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
为：本课的教学任务是让学生经历从对分数
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建构过程。因
此，本课的目标定位为：1. 在具体的情境中进
一步认识分数，发展学生的数感，理解分数的
意义；2. 结合具体的情境，体会“整体”与“部
分”的关系，感受分数的相对性；3. 体验数学
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教学重点：理解整体
“1”，体会一个分数对应的“整体”不同，所表
示的具体数量也不相同。教学难点：结合具

体情境，体会“整体”
与“部分”
的关系，感受分
数的相对性。
带着这样的思考，
笔者对
“分数的再认识”
这一内容进行了重组、
设计，
力求建构意义。
二、教学设计解析
1. 基 于 经 验 ，唤 起 学 生 对 分 数 的 原 有
认识
学生在三年级下学期初步理解了分数的
意义之后，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课堂上没有
直接接触分数，
因此如何在导入时唤起学生对
分数的原有认识非常重要。一则唤醒学生对
分数意义的原有认识是学习“分数的再认识”
的基础；二则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现实起
点，
有利于教师根据学生认知情况调整教学。
2. 抓住本质，
改变呈现方式，
建构新意义
《数学新课程标准》指出：
“内容的呈现应
采用不同的表达方法，以满足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亲近数
学、了解数学、喜欢数学，从而主动学习数
学。因此，对教学内容的呈现，应有丰富多彩
的形式，以消除学生对数学的恐惧感，进而产
生一种积极的情感。
3. 着眼应用，
开发对比练习，
拓展新意义
《数学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是，数学
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
人人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
得到不同的发展。随着新课改的层层深入，
这种理念已渗透到了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
同时也渗透到了每节课的练习设计中。练习
被称之为“沟通知识与能力的桥梁”，既是加
深理解和巩固所学知识的手段，又是学生由
知识向能力、智力转化和发展的有效方法，还
是教师了解学生情况及调控教师教学的重要
途径。在本课教学中，笔者着眼应用，注重开
发对比练习，引导学生抓联系，辨差异，拓展
分数的新意义。
应用练习：
议一议
为帮助四川受灾地区的人民，小明捐献
了零花钱的 1/4，小芳捐献了零花钱的 3/4，
小芳捐的钱一定比小明多吗？请说明理由。
（1）你们认为有几种可能呢？
（2）如果零花钱一样多，谁捐的多？如果
小芳的零花钱多，
又是谁捐的多？
（3）如果是小明的零花钱多，又是什么情

况呢？
（4）如果他们俩捐的一样多，谁的零花钱
多呢？假设他们俩都捐了 30 元，两人的零花
钱分别是多少？
师：其实，不管捐多少，都是向灾区人民
表达一份心意，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我们
的生活将会变得更美好。
此环节是应用分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体现了分数知识的应用性。在教师的问题引
领下，学生经历了各种情况的对比，从中体验
到了整体“1”、分数、部分数三者之间是相互
影响的。
三、教学课后总结
回顾整个教学设计与课堂教学，笔者认
为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1. 基于学生，学习新意义。找准学生的
现实起点，有利于教学的开展，同时根据学生
的课堂反映情况调整教学，更是体现“以学生
为主体”
。在本课的教学设计中，在课堂的引
入环节就提供了大量感性材料，引导、激活学
生对原意义的认识，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
的现实起点。这样的教学从学生的基础出
发，指引出学习分数的新意义。
2. 基于教材，学习新意义。教材是个引
子，但教材更是编者精心设计的教学内容与
教学方式的再现。在本课的教学中，教者基
于教材又跳出教材，精心设计教学活动，实现
了两大创新：
一是根据学情，改变了教材的呈
现方式；
二是着眼应用，开发对比练习。
3. 基于应用，学习新意义。应用是学习
的一大价值体现，能根据分数的意义解决简
单的实际问题也是本课教学的目标之一。在
本课教学中，教师结合“画一画”
“说一说谁捐
的钱多”
等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体验了分数的新意义。
“分数的再认识”是一节体验、建构分数
意义数学课，在本教学设计中，学生经历“拍
一拍（拍手游戏）—猜一猜（猜铅笔盒 1/2 的
铅笔数会不会一样）—说一说（说说谁看的
1/3 的页数多）—画一画（根据 1/2、1/3、1/4、
1/5 等不同分数的对应量画出整体 1）—议一
议（谁捐的零花钱多）”
的学习过程，充分体验
到分数、整体与部分数的关系，达成了一个目
标：
多角度建构分数意义。

三年级小练笔教学策略例谈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

汤亚梅

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书面表达还很
稚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 无措，写作文
时不知道写什么；2. 无序，作文前后语序混
乱、思维跳跃，不能有序表达；3. 无章法，找不
到写作重心，写成流水账，没有谋篇布局的
能力；4. 文字功底弱，错别字层出不穷、语句
不通顺、表达生硬、用词不当等问题一一显
现。这时候，如果教师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缺乏必要的干预手段，学生很容易陷入挫败
的写作体验中。长而久之，就会大大降低学
生写作的信心，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也
就成了一句空话。
统编三年级教材，除了每单元一次的习
作，还增加了大量的小练笔。教材做这样的
安排，旨在将习作和小练笔相结合，多给学
生练笔的机会，提升学生表达的能力。教学
中，如果教师能好好借助这些小练笔，采取
适切的教学策略，对于提升三年级学生习作
的兴趣、拓宽表达的范式等大有裨益。
一、学会联想
习作有困难的学生，其作文往往是干巴
巴的，不够具体。让学生学会联想，是让作
文具体生动的重要策略。比如，
《海滨小城》
一课中有这样两句话：
“凤凰树开了花，开得
那么热闹，小城好像笼罩在一片片红云中。”
“除了沥青的大路，都是用细沙铺成的，踩上
去咯吱咯吱地响，好像踩在沙滩上一样。”这
两句话的表达有一个共同的范式：先写看到
的或者听到的，再写自己想到的。学生学会
了这一写作策略，作文就会变得具体生动。
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习作是写日记，学习用
“好像”
表达情感。以下是一些学生的文字。
秋天的树林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
好像我也置身画中，
流连其间，
不愿出来 .
——吴 越
我们班教室的窗台上放满了植物，每
天，他们好像也和我们认真听课，一起玩耍，
他们也是我们 306 班的成员呢！——狄秀宇
那只流浪猫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它的
叫声也很小，
好像很怕吵到我们似的！
——张锦凯
用上“好像”一词，学生的感受跃然纸
上，文字与读者有了情感的相通和联结。

二、学会写侧面描写
抓住课文中第一次出现的新鲜的表达
方式，让学生阅读体会，领会表达的奥妙，再
进行仿写，也十分有效。如《大青树下的小
学》一课中有一句话：
“这时候，
窗外十分安静，
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
好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通过写树枝、鸟
儿、蝴蝶这些景物，来衬托环境的安静，这种
侧面描写的表达方法，学生第一次接触。教
师可以通过让学生反复读、相互交流等方式，
感受这种表达方法的妙处，接着进行仿写。
结合课后问题：你的学校是什么样的？
同学们在学校里做些什么？选择一个场景
说一说。学生们开始小练笔。有一位学生
这样写道：
体育课上，大家都在大树下做运动，那
里真热闹呀！这时候，鸟儿飞来了，大树兴
奋地摇摆着手臂，好像也想加入他们。最有
趣的是，就连小蚯蚓也从土里钻了出来，大
概想跃跃欲试呢。
这位学生用侧面描写的方法，生动有
趣地写出了体育课的热闹。
三、学会有序顺序
好的表达不仅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还要言之有序。有序的表达，对于刚上三年
级的学生来说，不太能够关照到。这时需要
教师预见问题，准确把握学情，在问题出现
之前，就能有针对性地指导，让学生写起来
更顺畅，从而降低写作的难度。
第一单元的习作是一篇写人的文章：猜
猜他是谁。要猜到他（她）是谁，就需要描写
人物的外貌。于是，笔者在学生写作之前，
安排一个写人物外貌的小练笔作为铺垫。
学生曾经写过我的好朋友，对描写人物外貌
有一定的基础，懂得写外貌要抓住主要特
点，但在表述时却容易出现无序的现象。笔
者找出几篇学生写的描述比较杂乱的习作，
和学生共同研究：读了这段话，有没有让你
头脑中清晰地浮现出这个人的外貌？进而
引导学生：写人物的外貌，可以从整体写到
局部——比如这个人首先给人什么印象，可
以从身材、气质、皮肤写到其他具体的特点；
也可以从上写到下——比如先写发型，再写
眼睛、牙齿等，但都要围绕主要特点来写。
通过这样的交流，学生对如何描写人物外貌

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经过修改，特色鲜明
的外貌描写产生了。
她总是扎着两条短短的小麻花辫，个子
不高，
眼睛大大的，
十分秀气可爱。
——郑智元
他的头发又黑又短，眼睛细细的。他笑
的时候，
眼睛总是弯成月牙的样子。
——沈 玥
这种指导在先的做法，从教师预见学生
可能出现的问题着手，细微处见真功夫，让
学生明白写作是有章可循的。
四、学会场景描写
教材中有这样一个小练笔。
这些句子从树枝不摇、鸟儿不叫等四个
方面写出了窗外的安静。用这种方法写句
子：
晚上的广场真热闹，
。
广场上的事物丰富多彩，如果不加引
导，学生就有可能写得杂乱无章。于是笔者
设计了几个有阶梯性的问题。
问题一：
你觉得晚上的广场为什么热闹？
“老人们在跳广场舞。
”
“有小朋友在广场上学轮滑。
”
“有年轻人跑步、
散步、
遛狗。
”
“晚上广场上还有音乐喷泉呢，很多人
会围着看。
”
……
问题二：如果想到什么写什么，你觉得
这样好不好？
（这时候学生开始意识到表达
要有一定的顺序。
）
问题三：
“那你觉得可以按什么顺序写？
”
“如果写广场上的人，可以按年龄大小
来写。
”
“可以先写看到的再写听到的。
”
“可以将最热闹的放到最后展开写。
”
……
这样一交流，学生心里就有底了，写的
时候就能做到言之有序。
小练笔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往往很多学
生为写而写，如此不仅无法提升学生写作能
力，碎片化和机械化的写作反而会引起学生
对写作的反感，起到事倍功半的反效果。在
三年级这个关键年段，借助小练笔，采取智
慧的教学策略，
打开学生的思维，
唤起学生表
达的欲望，
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
从而降低学
生的写作难度，
才能为学生的习作精准搭梯。

连秀丽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在语言文字训练“听、说、读、
写”四个字中，
“说”字最基本，说的功夫差不多，听、读、写三
项就容易办了。这句话阐明了口语训练的重要性和学习语
文的基本规律。
那么，如何在口语交际和听说训练之间寻找一个有效的
平衡点，
让训练的理性和交际的感性有效地结合起来，
让学生
在大象无形中发展语言交流能力？笔者一直在尝试、
思考。
陆游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总结自己诗
歌创作的经验时说：
“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确
实，
任何技巧的习得都离不开它生存的大环境、大背景。在环
境中熏陶感染，在环境中潜移默化，从而达到风行水上，自然
成纹的境地。同样，我们的言语训练，也离不开语言文字土
壤的滋养，离不开切己体悟。仔细阅读选入新课程的语文教
材，篇篇都是文质兼美的经典之作。教师可以在阅读课堂中
借助文本提供的生动的语言、丰满的形象、深刻的思辨、真挚
的情感、博大的思想来培养学生的思维、情感、思想，随机穿
插口语训练，让语言交流能力走向“剪裁妙处非刀尺”的无
痕，让口语训练
“沉入”
阅读教学之中。

在阅读教学中﹃沉入﹄口语训练

“分数的再认识”教学思考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小学

论
文

一、原点想象：
语言和文字共生，
设置训练的“坡度”
“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起整个地球。”
当我们静下心来，
仔细去解读新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个或
者几个生发点。
笔者曾经在人教版课标本四年级语文《盘古开天地》中
做过有效的尝试。
师：盘古倒下后，身体的各部位发生了哪些巨大的变
化？这些身体的部位分别变成了什么？
（课件随机出示四季
的风和飘动的云、隆隆的雷声、辽阔的大地、奔流不息的江
河、茂盛的花草树木、滋润万物的雨露等词语及相应的景物
图片，配以恬静优美的音乐，一个梦幻的自然场景呈现在学
生面前。学生齐读全段）
师：
孩子们，
这么优美的文字，
你读着读着，
发现了什么？
生：盘古的气息真的很搭配风和云呀，因为气息会飘，云
和风也会飘。
生：是呀，盘古的声音和雷声搭配，眼睛和太阳、月亮搭
配，
血液和奔流不息的江河搭配，
真的很和谐！
师：
同学们的感觉真敏锐，
还有其他发现吗？
生：我发现课文中描写盘古身体变化后的词语都用了
“XX 的 XX”
形式。
师：让我们读读由这些“XX 的 XX”形式的词语组成的句子，说说你有
什么感受？
生：
很优美，
读起来朗朗上口，
很有节奏感。
师：这就是神话故事带给我们的绮丽，不仅有大胆而又合乎情理的想
象，
而且故事的语言优美对仗，
读起来朗朗上口。
……
在朗读、品词、析句、发现文本特色、展开大胆想象的基础上，口语训练
犹如登高，由低到高、由浅入深，如剥笋一样层层深入、步步推进。口头语
言沿着书面语言文字跳动的脉搏，借助想象建立起具体的形象，让学生走
进文本人物（作者）的内心世界。通过口语表达，填补文本的留白之处。口
语训练和文本阅读互相促进，阅读教学为说话训练提供材料，而口语训练
又增加了学生思考、理解的深度。

二、
“冷点”叩击：
语言和情感共融，
提升训练“温度”
训练不是无情物，
只是未到浓情时。随手撷取案头的新教材，
浏览其中
任意一篇课文。
《燕子专列》
《路旁的橡树》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
《可贵的沉默》
《妈妈的账单》……这些文章，
通篇跳动着对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爱的脉搏，
字字是真善美的音符，
句句是作者浓浓的情感。
但是，今天的孩子轻而易举就拥有太多的爱，因为易得，所以易忘。对
人、自然、世界多了份冷漠，感恩成了一个被现代文明冷却的词语。教师要
在学生的“冷点”处扣问，以动情的语言、丰富的表情传达作者的情思，感染
学生，引导学生心随情动、神随情迁，让口语训练和情感共融，使口语训练
有暖暖的温度。
三、热点抒怀：
语言和精神共舞，
点燃训练“亮度”
如果把书面语言比作土壤，那么精神则是滋生于书面语言土壤中的树
苗，口头语言则是树苗的枝叶。土壤越肥沃，树苗长得越茁壮，枝叶就越葱
郁。反之，枝叶繁茂的大树能使脚下的土地充满勃勃生机。语言作为一种
符号，承载了太多的情，语言的流畅表达需要情感热点的催发，精神的铺
垫。当学生的身心被沸腾的情感包裹、滋润时，课堂会焕发出如痴如醉的
光彩。
从《去年的树》一课中，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
教师呈现拓展诗，音乐声起：大树，你是我的朋友，烈日下，你为我遮
阳，风雨中你为我撑伞，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大树，我是你的朋友，
你病了，
我为你捉虫，
你孤独，
我给你唱歌，
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师：
鸟儿是那么伤心、
着急，
让我们也帮着鸟儿一块儿来找，
好吗？
师：
当鸟儿从南方回来，
看见光秃秃的树根时，
鸟儿疑惑了，
问树根——
生：
站在这儿的那棵树，
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
生：大树，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你，来履行自己的诺言了。你可
知道我是睡里梦里都思念着你呀！你怎么可以就这样离开我，留下孤独
的我呢？
生：大树，你为什么不告诉伐木工人我们的约定？你为什么不告诉火
柴厂叔叔我们的承诺？你为什么即将化为灰烬？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念惜
我们往日的情谊？
师：这是怎样生死不渝的友谊啊！灯火摇曳着，好像听到了小鸟的话，
它也在向小鸟轻轻地诉说呢——
生：小鸟，谢谢你过去给我带来快乐，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有朋友相伴是
多么的美好。
生：小鸟，对不起，烈日下，我不能为你遮阳了。风雨中，我不能为你撑
伞了。朋友，我只想说，在我燃烧成灰烬以前，还能听到你的歌声，我已经
够幸福了。
生：小鸟，要说友情是什么，你的寻觅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小鸟，要问承
诺是什么，你的歌声是最美丽的解答；小鸟，要问痛苦是什么，那就是我站
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想你！
……
此时，学生的口语交流是心灵的倾诉、生命的宣泄。交流活动展开的
过程是充满诗意的。拓展性小诗的介入，为本次口语训练奠定了一个“友
情”的基调；师生问答的展开，是情感酝酿的过程；昔日情景的再现使得情
感立体丰富；教师引导的语言将情感推向高峰；小鸟和烛光的对话是语言
和精神的歌舞。在热点抒怀处的口语训练才是有声有色的训练，在“友谊、
诚信”精神支撑下的语言才是有血有肉的语言。可以说，是精神催生了语
言，净化了语言，
提炼了语言，
语言和精神同构共生，
它将点亮学生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