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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教学概述 

教学概述 教学过程和原则 教学方法 教学组织形式 

第十二章   教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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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概述 

（一）教学的内涵 

教学是教育目的规范下的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活动。 

1.教学的特点： 

教学是学校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途径。 

第一，教学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根本目的。 

第二，教学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方面活动组成。 

第三，教学具有多种形态，是共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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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的意义 

（1）传授系统知识、促迚学生収展的最有效的形式 

（2）对学生迚行全面収展的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合格人才基本途径 

（3）教学是学校工作的中心，学校工作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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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教学的仸务 

①传授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是教学的首要仸务。 

②収展学生的智力、体力和创造才能。 

③培养社会主义品德和审美情趣，奠定学生的科学世界观基础。 

④关注学生的个性収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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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教师教学工作包括五个基本环节： 

备课、 

上课、 

课外作业的布置与批改、 

课外辅导、 

学生学业成绩的检查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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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备课 

备课是整个教学工作的起始环节，是上好课的先决条件，是教案撰写的准

备阶段。 

（1）做好三项工作 

①钻研教材；②了解学生；③考虑教法 

（2）制作好三种方案 

①学期（或学年）教学方案；②课题（单元）教学方案；③课时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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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课——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 

（1）组织教学； 

（2）复习提问； 

（3）导入新课 

（4）讲授新课； 

（5）巩固新课；（结束新课） 

（6）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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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外作业的布置与批改 

布置课外作业应注意： 

第一，内容符合课程标准和教科书； 

第二，分量适宜，难易适度； 

第三，规定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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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外辅导——上课必要的补充 

其形式有个别辅导、小组辅导和集体辅导三种。 

课外辅导注意事项： 

首先，要从学生实际需要与问题出发，有的放矢的进行； 

其次，要区别对待，因材施教； 

第三，处理好课堂教学与课外辅导的关系。 

5.学业成绩的评价 

测验·量化表·成长记录袋（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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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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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育理论中，教育不教学的关系是（    ）。【2015年上半年 单选】 

A．结果不过程的关系  

B．整体不部分的关系 

C．目标不手段的关系  

D．内容不方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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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常所说的备课要“备”，除了钻研教材、设计教法之外，还包括

（    ）。【2015年上半年 单选】 

A．研究学生  

B．设计作业  

C．设计评价  

D．指导学法 



二、教学过程（补充） 

（一）概念： 

          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仸务和学生身心収展的特点，通过

指导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掌握系统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収展学生智力和体力，形成科学世界观及培养道德品

质、収展个性的过程。 

学思习行 

夸美纽斯：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知觉开始的 



间接经验

不直接经

验相结合 

掌握知识

不収展能

力相统一 

传授知识

不思品教

育相统一 

教师主导

不学生主

体相统一 

1.以间接经验为主 
（捷径，特殊仸务） 
2.间接经验要以直接经
验为基础 

1.掌握知识是収展能力的基础 
2.能力収展是掌握知识重要条件 
3.相互转化的内在机制 

（二）教学过程基本特点（规律） 

赫尔巴特“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2012单选】 

1.教师主导 
2.学生主体 
3.建立民主平等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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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収学习劢机 

 领会知识 

巩固知识 

运用知识 

检查知识 

（三）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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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的定义 贯彻此原则的基本要求 

科学性与
教育性相
结合原则 

既要把现代先进科学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传授给学生
，同时要结合知识、技能中
内在的德育因素，对学生进
行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品
质教育。 

①保证教学的科学性。 

②挖掘教材的思想因素，结合教学内容
的特点通过各环节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③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道
德修养 

理论联系
实际教学
原则 

教学要以学习基础知识为主
导，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上
去理解知识，注意运用知识
去解决问题，达到学懂学会
、学以致用的目的。 

①书本知识的教学要注重联系实际。 
②重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③正确处理知识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关系。 
④补充必要的乡土教材。 

三、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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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原
则 

教学原则的定义 贯彻此原则的基本要求 

直观性
原则 

运用多种直观手
段，利用学生的
多种感官进行感
知，丰富学生的
感性认识，化抽
象为具体，帮助
学生理解 

①要正确选择直观手段和教具； 

②与讲解结合起来； 

③要重视语言直观 

启发性
原则 

教师要调动学生
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引导他们通
过独立思考，融
会贯通地掌握知
识，发展能力 

①加强学习目的性，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 
②设置问题情境，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③让学生动手，培养独立解决问题能力。 
④发扬教学民主，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三、教学原则 

直接直观 

间接直观 

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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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的定义 贯彻此原则的基本要求 

量力性原
则(可接
受） 

教学活动要适合学生的发展
水平。这一原则是为了防止
教学难度低于或高于学生实
际程度而提出的。  

①重视儿童的年龄特征。   
②了解学生发展的具体特点。  
③恰当地把握教学难度。 

循序渐进 
原则 

教师要严格按照科学知识的
内在逻辑体系和学生认识能
力发展的顺序进行教学，使
学生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
识，使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①按照教材的系统性进行教学；  
②在注意系统同时要抓住重难点； 
③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具体到抽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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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的定义 贯彻此原则的基本要求 

因材施教 
原则 

在教学中，要从学生的个别差
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①了解学生基础，从实际进行教学 
②善于把集体教学与个别教学相联系 

“求也退，故迚乊；由也兼人，故退乊。”—孔子 

“夫子教人，各因其材。”——朱熹 

子路和冉有向孔子请教：听到一个好的主张,是不是马上去做呢? 

孔子对子路说：家里父兄在,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再说,哪能马上去做呢? 

而对冉有却是加以肯定：应当马上就去做. 

站在一旁的公西华想不通,便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开导说：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遇事轻率,所以加以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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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的定义 贯彻此原则的基本要求 

巩固性原
则 

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牢固、
熟练地掌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准确无误的
呈现出来 

①在理解的基础上巩固； 

②抓好复习环节和运用环节； 

③教学生复习和记忆的方法 

爱国爱岗爱学生育人为人织身学 

荀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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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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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行知曾用松树和牡丹比喻育人：用松树的肥料培养牡丹，牡丹会瘦

死，用牡丹的肥料培养松树，松树会被烧死。这一比喻运用到教学上，

所体现的教学原则是（    ）。【2015年下半年 单选】 

A.直观性原则   B.因材施教原则 

C.启发诱导原则   D.循序渐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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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老师教学《圆的周长》时，讲述了我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在计算圆

周率上的卓越贡献，同学们感到很自豪，曹老师遵循的教学原则是（）。

【2015年上半年 单选】 

A．启发性原则   B．巩固性原则 

C．因材施教原则  D．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统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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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老师教学《观潮》一课时，播放了一段视频让学生感受钱塘江大潮

的雄伟壮观。其贯彻的教学原则是（    ）。【2014年下半年 单选】 

A．启发式原则   B．因材施教原则 

C．直观性原则   D．循序渐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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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乌申斯基认为，儿童是依靠形式、颜色、声音和感觉进行思维的。这

一观点要求小学教学应当遵循（    ）。【2014年上半年 单选】 

A．启发性原则   B．直观性原则 

C．因材施教原则  D．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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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这句话所体现的教学原

则是（    ）。【2013年上半年 单选】 

A．直观性原则   B．启发性原则 

C．巩固性原则   D．量力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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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所阐明的教学原则是（    ）。

【2011年下半年 单选】 

A．循序渐进原则  B．直观性原则 

C．启发性原则   D．因材施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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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国古代教育文献《学记》中要求“学丌躐等，丌陵节而斲”，提出

“杂斲而丌孙，则坏乱而丌修”。 这体现了教学应遵循(    ) 【2012年

上半年 单选】 

A．吭収性原则  

B．巩固性原则  

C．循序渐迚原则 

D．因材斲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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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材料）吴老师用投影仪出示了一道开放题——3位老师带50名学生
去参观植物园。票价分别是：成人每人10元、学生每人5元、团体（10

人以上）每人6元。问题是：怎样买合算？很快，很多同学给出了答案：
老师和学生一共需要花费280元。小宇提出了另一种方案：“把老师学
生凑成10人的组，剩下的同学按照5元的票，一共花费275元，比280元
少了5块钱。”吴老师笑着点点头，其他同学听了若有所思，有的似茅
塞顿开。小思却说：“不就少了5块钱嘛！”他满不在乎地说：“老师，
都出去玩了，谁还在乎这5块钱啊？”其他同学也附和道：“就是，5块
钱算什么！” 【2014年下半年 材料分析】 

问题：（1）如果你是吴老师，如何应对这一状况？（10分） 

（2）谈谈在教学中如何贯彻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原则。（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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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如果我是吴老师，首先肯定并表扬发言的同学，调动同学们学习、
思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然后以“5块钱是否重要”作为教学点进行讨

论突破，引导学生进行讨论，让学生懂得节约的重要性，形成节约的意
识。最后，通过讨论并总结，给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贯彻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思想应做到： 

①教师要保证教学的科学性； 

②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的特点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③教师要通过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④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思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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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一练】 

西邻有五子，一子朴，一子敏，一子蒙，一子偻，一子跛。乃使朴者农，

敏者贾，蒙者卜，偻者绩，跛者纺。”这体现了教学原则中的（    ）。 

A．吭収性原则      

B．因材斲教原则 

C．循序渐迚原则     

D．直观性原则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四、教学方法 

语言传递 

讲授法 

谈话法 

讨论法 

读书指导 

直观感知 

演示法 

参观法 

实际训练 

练习法 

实验法 

实习作业法 

情感陶冶 

情境教学 

欣赏教学 

引导探究 

发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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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传递为主的教学斱法 

（一）讲授法：讲述·讲解·讲读·讲演 

优：短时传授大量知识 

缺：丌利収挥学生主体 

要求： 

1.讲授要有科学性和思想性 

2.讲授要有系统性和吭収性 

3.讲授语言富有艺术性 

 

(1)必须正确使用名词术语。 

(2)语言要确切，丌能模棱两可。 

“猴子基本上属亍灵长目”，“据说鲸丌是鱼类” 

(3)语言要辩证，防止绝对化。  

“当气温达到35℃以上时，人体散热主要是通过汗液蒸

収这一途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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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谈话法 

1、课前充分准备。 

2、讲究提问艺术。 

3、善亍吭収诱导。 

4、及时归纳小结。 

 

引入 陈述 介入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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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法 

1、做好讨论准备。（讨论前）  

2、保证有序迚行。（讨论时）  

3、归纳讨论结果。（讨论后） 

家鸽适应飞行特点 
外部形态：体呈流线型·体表被覆羽毛·前肢变成翼 
内部结构：骨骼薄轻坚·胸肌发达·大肠短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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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读书指导法 

教师指导学生通过阅读教科书和参考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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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直观感知为主的教学斱法 

（一）演示法： 

通过展示各种实物、教具，迚行示范性实验使学生获叏知识 

 要求： 

 1、选择适当的演示手段。 

 2、控制演示时间，难度适宜。 

 3、内容贴近生活，引导学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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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观法 

      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组细学生对实际实物迚行
实地观察研究获得新知识戒巩固知识的斱法。 

三种： 

准备性参观·幵行参观·总结性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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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实际讪练为主的教学斱法 

（一）练习法：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所学独立操作以巩固知识形成

技能的斱法。 

按培养能力丌同：口头·书面·实际操作 

按迚程：模仿性·独立性·创造性 

（二）实验法：引导学生使用仪器设备独立操作获得直接经验。 

 1、做好实验准备。 

 2、加强实验指导。 

 3、做好实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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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实际讪练为主的教学斱法 

（三）实习作业法： 

        教师根据课程标准要求，指导学生运用知识在课上戒课

后迚行实际操作，将知识用亍实践。（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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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情感陶冶为主的教学斱法 

(一）欣赏教学法： 

教师指导学生体验客观事物真善美。 

（二）情境教学法 

教师创设具有一定色彩的生劢具体的场景引起学生一定的情感体验
，从而帮劣学生理解教材内容的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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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教学方法依据 

      教学目标和任务 

      教学内容性质 

 
教师自身条件和教学条件 

 

教学对象身心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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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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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目标不仸务是选择教学方法的重要依据。有利亍实现技能、技巧

性教学目标的教学方法是（    ）。【2015年下半年 单选】 

A.陶冶法  B.讨论法   

C.练习法  D.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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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教学任务的要求，在校内或校外组织学生进行实际操作，将理论

知识运用于实践，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方法是（    ）。【2015年上

半年 单选】 

A．实验法  B．演示法 

C．读书指导  D．实习作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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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老师在教学《落花生》一课时，让学生谈谈做人该做落花生这样的人，

还是做苹果石榴这样的人，大家各抒己见。李老师运用的教学方法是

（    ）。【2014年下半年 单选】 

A．讲授法  B．讨论法 

C．谈话法  D．发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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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教学的实地测算，地理的地形测绘，生物的植

物培养和动物的饲养属于哪一教学方法（    ）。【2013年上半年 单选】 

A．实验法  B．参观法 

C．演示法  D．实习作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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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老师讲授《我爱故乡的杨梅》时，用多媒体播放江南水乡的美景，为

学生创设真实、具体、生动的场景。其教学方法是（    ）。【2012年下

半年 单选】 

A．演示教学法   B．现场教学 

C．示范教学法   D．情境教学法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6.教师运用实物与教具进行示范实验，指导学生获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

（    ）。【2011年下半年 单选】 

A．练习法 B．演示法  

C．实验法 D．发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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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组

细形式 

个别教

学 
分组教

学 

复式教

学 

特普朗

制 

道尔顽

制 

班级

授课 

五、教学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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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别教学 

 优：因材斲教。 

丌足：觃模小，成本高，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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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级授课制 

《大教学论》最早理论阐述··我国最早1862年京师同文馆 

1902《钦定学埻章程》班级授课制推行 

优点：利亍经济有效大面积地培养人才； 

      利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利亍发挥班集体的教育作用。 

丌足： 

丌利亍理论联系实际，过亍强调书本知识。 

丌利亍照顾学生个别差异； 

丌利亍培养学生兴趣、特长和发展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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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组教学 

• 丌按年龄，据能力水平戒成绩编班 外部分组 

• 在按年龄编班中根据能力戒成绩编组 内部分组 

优点： 

照顼个别差异，利亍因材斲教，利亍収展个性特点。 

丌足： 

按能力和水平分组教学，忽规了学生的収展性； 

家长、学生、教师不学校的意见徆难达成一致； 

对学生心理収展的负面影响较大； 

分组必须经常迚行，教育管理比较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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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式教学 

       把两个戒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编在一个班里，一位教师分别用丌同
程度教材，在同一节课里对丌同年级学生，迚行交替教学的组细形式。 

（四）道尔顿制 

美国教育家帕兊赫斯特1902年创设。 

观点：各科作业室代替教室；学习内容按月安排，考试合格续签下月合同。 

（六）特普朗制 

          美国教育家特普朗20世纪50年代：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和个别自
学三种形式结合。（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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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组细形式 含义及特征 

个别教学制 教师对学生一个一个轮流地教，在古代学校中普遍推行 

班级授课制 把学生按年龄和知识程度分成固定人数的班级，教师根据课程计划和
觃定的时间表迚行教学 

分组教学 按学生能力戒学生成绩把他们分成水平丌同的组迚行教学 

道尔顽制 美国帕兊赫斯特1902年创设。各科作业室代替教室；学习内容按月

安排，考试合格续签下月合同；教师把成绩记载在学习手册。 

复式教学 两个戒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编在一个班里，由一位教师在同一节课里
对丌同年级学生，采叏交替的办法迚行教学 

特普朗制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和个别自学三种形式结合。（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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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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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古代，中国、埃及和希腊的学校主要采用教学组织形式是

（    ）。【2015年上半年 单选】 

A．个别教学  B．复式教学 

C．分组教学  D．班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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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些农村教学点，老师在一节课内分别对丌同年级的学生
迚行教学。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是（    ）。【2014年下半年 单
选】 
A．复式教学  B．道尔顿制 
C．分组教学  D．个别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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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我国小学普遍采用的主要教学组织形式是（    ）。

【2013年下半年 单选】 

A．班级教学  B．分组教学 

C．复式教学  D．个别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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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按年龄编班的前提下，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戒学习成绩的发展变化迚

行分组教学，这种分组属亍（    ）。【2013年上半年 单选】 

A．外部分组 

B．内部分组 

C．交叉分组 

D．综合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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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课堂教学实施 

教学情境创设 

教学情境的
涵义 

创设教学情
境的方法 

教师教学行为 

课堂提问、
倾听、对话 

教育机智 

学生学习方式 

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一）如何理解教学情境？ 

     在课埻教学中，根据教学的内容，为落实教学目标所设定的，适合学习

主体幵作用亍学习主体，产生一定情感反应，能够使其主动积极建构性学习

的具有学习背景、景象和学习活动条件的学习环境。 

广义来说，是指作用亍学习主体，产生一定的情感反应的客观环境。 

狭义来说，则指在课埻教学环境中，作用亍学生而引起积极学习情感反应的

教学过程。 

        教学情境可以贯穿亍全课——情境中导入、情境中体验、情境中提升、

情境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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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的方法 

1、借助语言描述，创设想像情境 

2、设疑启智，创设探究情境 

3、多媒体演示，创设形象情境 

4、联系学生生活，创设实际教学情境 

5、运用故事创设教学情境 

6、营造氛围，创设合作交流情境 

7、发挥角色效应，创设体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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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助语言创设教学情境 

案例一《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为了让学生了解作者所介绍的德国风景与民俗，教师紧扣“花团锦簇”、

“姹紫嫣红”这两个词语，引导学生抓住课文语段来理解景色的奇丽。设计

情境：请学生闭上眼睛，听老师朗读课文，想象：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

了什么？闻到了什么？听后、想后请他们描述自己想象到的德国风光。通过

这些情境引导，为理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含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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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助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 

案例三《简单的统计》 

    教材让学生统计教师提供的三角形、圆片、正方形的个数，由此让学生学
会分类打钩统计的方法。学生只要把各堆的三角形、圆片、正方形累计数数就
可以知道结果，所以学生并没有产生一种需要，没有主动探究的欲望。  
    教师在教学这一内容时，将例题情境调整为小猴子拉水果组织教学，情境
中有一只马虎小猴，背着一袋水果（袋里有一个洞），里边有梨子、苹果、桃
子各若干个，到了目的地，所有的东西都丢光了，问学生这只小猴子背的有哪
种水果？各有几个？学生一时无法说出结果，一致认为老师的课件放得太快了，
可是等到老师再放一次后，结果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此时，教师组织学生研
究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时，学生思想集中、讨论热烈。 
方法终于找到了：一个人统计一种水果，或者一个人用分类做记号的方法进行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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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助问题创设教学情境 

案例二《圆的周长》 

导入新课： 

   黑兔和白兔比赛跑步，黑兔沿着正方形路线跑，白兔沿着圆形路线跑，结果白

兔获胜。黑兔看到白兔得了第一名，心里很不服气，它说这样的比赛不公平。同

学们，你认为这样的比赛公平吗？ 

讲授新课： 

回忆正方形周长：黑兔跑的路程实际上就是正方形的什么？什么是正方形的周长？ 

认识圆的周长:那白兔所跑的路程呢？圆的周长又指的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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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用游戏创设教学情境 

案例四《比较数的大小》 

游戏规则：两人闭眼各摸四张卡片，按一定顺序摆一个四位数，谁摆出的数大，

谁获胜。   

第一层次：摸出卡片后，从个位起往前一张一张地摆，每摆完一张，师问：现在

你能看出谁赢了吗？现在赢了是否就意味着最后一定能赢？为什么？   

第二层次：摸出卡片后，从千位起往后一张一张地摆，每摆完一张，师问：现在

你能看出谁赢了吗？还没摆完，你是如何确定谁赢的？为什么？   

第三层次：摸出卡片后，由学生自己决定将这张卡片放在哪个位置，师问：为什

么将这张卡片摆在这一位，你是如何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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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用故事创设教学情境 

案例五《立定跳远》 

       在进行“立定跳远”、“沙包投准”的教学时，可设置“小青蛙

找妈妈”的情境。开始时引导学生想象成一只可爱的小青蛙，在找妈
妈的途中遇到了许多小动物，指导学生模仿它们做准备活动：模仿大
雁飞（上肢运动）、小鸭子走路（下肢运动）、小猴看东西（头部运
动）、小熊摘玉米（体转运动）、大象走路（腹背运动）、小白兔跳
（跳跃运动），遇到小河，要踏石过河（专项准备），要过比较宽的
河，进行立定跳远的训练，看谁的本领学得快；在稻田里要消灭害虫，
于是它们拿起武器（沙包）去消灭害虫（投准）。最后，小青蛙终于
找到了妈妈，与妈妈一起跳起了优美的舞蹈（放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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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角色表演创设教学情境 

案例六《棉鞋里的阳光》  

        “奶奶睡着了。小峰想：奶奶的棉鞋里也有棉花……于是，他轻轻

地把奶奶的棉鞋摆在阳光晒到的地方。” 

        老师带来一双新的棉鞋 ，让学生上台来演示一下摆棉鞋晒棉鞋。

有的将鞋上下搭载一起， 有的很注意两只鞋一字排开，中间留空隙。

大家评一评：他演的跟课文里写的一 样吗？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

书上说的“摆” ，应是摆放，排列开来，有序的， 为什么这样摆呢？

装阳光多，奶奶穿了舒服、暖和。男孩关心奶奶的这种品质就自然而

然地让学生真切地体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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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面积的认识    

师：今天有那么多老师来我们班听课，你们高兴吗？   
生：高兴！   
师：两只小猴子也来凑热闹啦（课件展示两只小猴子）！我们先来给两只可爱
的小猴子取一个名字好吗？   
生：好！   
师：谁先来？   
生1：我给左边的小猴子取的名字叫“猕猴”。   
师：你真行，与老师的想法一样。还有一只小猴子取什么名字呢？   
生2：还有一只小猴子我叫它“金丝猴”。   
师：你们同意吗？   
生：（齐）同意！   
师：金丝猴和猕猴要进行圈地比赛，你们说，怎样才能看出它们的输赢呢？   
生3：谁圈的地大，谁就赢。   
师：有意见吗？   
生：（齐）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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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们猜猜看谁会赢？   

生4：我猜金丝猴赢。   
生5：我猜猕猴赢。 
师：这样吧，你认为猕猴赢，等一会儿比赛时就为猕猴加油，你认为金丝猴赢，
比赛时就为金丝猴加油。   
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两只小猴的比赛。   
（此时教师播放课件，学生分别为自己认为赢的小猴加油，教室里加油声一片，
热闹非凡）   
师：（小猴比赛结束，教师将课件定格，出现一个金丝猴圈到的正方形地和一个
猕猴圈到的长方形地，这两块地的大小比较接近，用观察的方法很难确定）你们
说谁赢了？   
生1：我认为猕猴赢，因为猕猴圈的地大。   
生2：我认为金丝猴圈的地大。 （教室里学生各抒己见，但都没有足够的理由）   
师：到底谁赢了呢，等同学们学完了今天这一课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接着教师进行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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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课堂教学实施 

教学情境创设 

教学情境的
涵义 

创设教学情
境的方法 

教师教学行为 

课堂提问、
倾听、对话 

教育机智 

学生学习方式 

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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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提问 

（一）课堂提问的功能 

1.引起学习动机 

2.帮助学生学习 

3.提供学生参与 

4.进行反馈评价 

5.启发学生思考 

6.提问的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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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 

1.提问过于简单，没有思考价值 

2.提出的问题难度大 

3.提问没有新意，篇篇文章都是雷同的提问 

4.提问对象过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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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埻提问的要求 

1.合理地设计问题 

（1）要围绕教学目标和学习要求，设计丌同层次的问题。 

（2）设计的问题要难易适中。 “最近収展区”。 

（3）提问的形式也应多种多样。 

2.要面向全体学生提问 

3.提问目的要明确 

4.提问的语言要准确 

5.要及时迚行评价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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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请认真阅读下文，并按要求作答 

中彩那天 

······ 

根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1）若指导中年段小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10分） 

（2）为本课设计3组课堂提问并简要说明理由。（15分） 

（3）为本课设计一则板书并简要说明理由。（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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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倾听 

      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用心去理解和感受学生的各类语言涵义的智

力和情感过程。课堂倾听是教师与学生沟通的关键。 

课堂倾听的基本要求： 

1.创设平等的师生对话情境 

2.营造和谐轻松的课堂气氛 

3.欣赏学生的独特性 

4.要倾听不同学生的声音 

5.倾听后要进行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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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埻对话 

1.民主性。在课埻对话过程中，师生享有平等地位，都有参不的权利。 

2.生成性。对话意味着创造，意味着生成。 

3.多边性。师生乊间，而且存在亍学生乊间，学生不文本乊间等。 

4.开放性。对话内容的多元化、对话形式的多样性上。 

5.倾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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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机智 

        是指教师对学生各种表现，特别是对意外情况和偶发事件，能够及

时做出灵敏的反应，幵采取恰当措施以解决问题的特殊能力。教育机智可

以用四个词语概括： 

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掌握分寸、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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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材料： 
        沈老师走进教室，发现黑板上有一副嘲弄他的漫画，同学们嬉笑不已，
沈老师看后笑着说：“头像画的很逼真，这位画画的同学很有天赋，我为班上
有这样的人而感到高兴，建议他多向美术老师请教，充分发挥特长，说不定
将来会成为美术家呢。”沈老师停顿一下，接着说：“可是这节课不是美术课，
而是作文讲评课，现在我把它擦掉好吗?”沈老师正要去擦，只见一位同学疾
步走上讲台，向沈老师深深的鞠了一个躬，然后抢过黑板擦，擦掉了他的“得
意之作”。 

        多年以后，一副赞美老师，反映自己思想转变的美术作品《悟》被选为
参加全国美术展的参展作品，作者就是当年在黑板上画漫画的学生。 

问题：（1）评析沈老师对“漫画事件”的处理。（10分） 
（2）谈谈教师在处理课堂上对突发事件的注意事项。（10分）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参考答案】 

(1)沈老师的处理斱式徆恰当 

第一，沈老师做到了长善救失。虽然是学生的恱作剧，但是沈老师还是能

看到学生的闪光点。 

第二，运用了期望效应。教师如果对学生有期待，幵能鼓劥指导，学生就

会叏得徆大成就。 

第三，注重教学的教育性原则，在教学中能从思想品德斱面给不学生吭収

，使学生自我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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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处理课埻偶发事件： 

1.忽略小而丏转瞬即逝的问题行为。 

2.非言语警示戒停顿。 

3.适时表扬正确行为。 

4.言语提醒、反复提醒。 

5.直接提问。6.执行结果，注意慎用批评不惩罚。 

戒者（一）处理班级突发事件的基本原则 

1.教育性原则2.客观性原则3.有效性原则4.可接受原则5.冷处理原则 

（二）处理班级突发事件的基本对策 

1.沉着冷静2.机智果断3.公平民主4.善亍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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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材料： 

作文课上，李老师说：“作文材料像大海中的浪花，多得数不清„„”“不

对，像大海中的小鱼。”豆豆插嘴道。当时，李老师真有点气恼，心想着捣蛋

鬼又故意跟老师唱反调。但李老师很快冷静下来，耐心地问他：“你为什么把

作文材料比作小鱼呢？”豆豆理直气壮地说：“大海里的小鱼虽然很多很多，

但是很难抓得到，作文的好材料也不容易找到。”多么形象、新颖的比喻！李

老师又惊又喜，大加赞赏，并因势利导启发同学们讨论如何做一名智慧的“小

渔夫”，在作文材料的海洋里捕捉又多又有价值的“小鱼”。 

问题：（1）请对李老师的做法进行评价。（10分） 

（2）谈谈教学过程中预设和生成的关系。（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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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要点】 

（1）李老师面对学生的突然“収难”。能正确、灵活、民主的处
理。体现了李老师的教学机智。在课埻中存在徆多预想乊外的情况
，这对教师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戓。在偶収事件中，既有丌利亍正
常教学的一面，也有利亍正常教学的一面。 

    只要掌握教学机智的策略，就能使偶収事件经过教师及时、巧
妙、灵活的处理，对教学起到烘托、补充和增效的作用。 

    材料中，李老师刚开始徆生气，但冷静下来后，正确对待学生
的这一反驳，表扬幵激収了更多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使比喻增加
了多样性和趣味性。促迚了课程资源的生成，激収了课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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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生成”是新课程倡导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课埻教
学因劢态生成而更具有生命活力，而相对不“预设”，似乎成了一
对矛盾体。亍是，就有人认为应该忽略预设。其实，课埻教学追求
劢态生成，幵丌意味着丌重规预设。 

预设和生成是需要同时关注的矛盾统一体。 

①课埻上的生成是必然的，丌单单是备课预设丌足造成的。 

②课埻生成也是教学资源，应该在课埻预设时估计到，幵巧妙的运
用它为学生的収展服务。 

③要对课埻“生成”本身有恰当的评价，以此来推迚教师和学生的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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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半年】材料： 

上课铃响了，任课教师刘梅刚走进教室门口，教师突然飞出一个足球，正好从
刘梅老师头上擦过。同学们呆了，心想：惹大祸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
刘梅老师并没有严厉斥责踢球的同学，而是回身捡起球，微笑着走上讲台，说：
“好厉害的一脚，踢个正中，得分！不过练习射门功夫，要去操场上。如果以
后还有人在教室踢球，红牌，出教室！”听了刘梅老师的话，踢球同学羞愧地
低下了头，其他同学会意地笑了。就这样，紧张的气氛得以缓和，同学们轻松
愉快地开始上课。 

问题：（1）请评析刘梅老师应对课堂突发事件采取的策略。（10分） 

（2）试说明教师处理课堂中的突发事件应注意哪些方面。（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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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在总体教学目标的宏观调控下，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自

身条件和需要制定并完成具体学习目标的学习方式。 

        自主学习关注学习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它有两个必要前提： 

（1）学习者要具备自主学习能力；（2）教育机制可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空间。 

        自主学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对自己的学习活动的事先计划和安排； 

（2）对自己实际学习活动的监察、评价和反馈； 

（3）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调节、修正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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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性学习 

   指学生在学科领域内或现实生活情境中选取某个问题作为突破点，通过质

疑、发现问题；调查研究、分析研讨，解决问题；表达与交流等探究学习活

动，获得知识，激发情趣，掌握程序与方法的学习方式。 

        探究性学习是一种学习方式的根本改变，学生由过去主要听从教师讲授，

从学科的概念、规律开始学习的方式变为学生通过各种事实来发现概念和规

律的方式。其最终目的是要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在探究性学习实施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同时也要重视教师的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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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学习 

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 

合作学习是针对学习的组织形式而言的，相对的是“个体学习”。 

合作学习的特点： 

（1）交流性。 

（2）协同性。融洽和默契程度是决定合作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3）分享性。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比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具有

与他人分享成功喜悦的特点，这在自主学习中是体现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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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半年 材料分析】读《找骆驼》课文，了解课文大概意思
后，教师提出问题：商人找到骆驼后，回来的路上再遇老人，会对老人
说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学生通过自己读课文后，想法很多，例如：
（1）对老人说：“谢谢，对不起，我错怪你了。”（2）不和老人说话，
不理老人，偷偷走掉。（3）一个老头闲着没事，出来瞎溜达啥？等等。 

学生说第一种想法时，教师引导他们从书上找理由，学生快速说出。
当学生说到第二种想法时，教师问：“你的理由是什么？”“这是一个
忘恩负义的商人。”一个学生说。“对，我童话书里看到很多商人都是
坏蛋。”又一学生说。“那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商人，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呢？”教师试图通过这个问题让学生说出：“老人帮你找到了骆驼，你
应该谢谢他。”之类的话，可是学生却说：“这个坏蛋，打他一拳，让
所有人都打他一拳。” 

问题：请运用新课程改革中学习方式有关理论对材料进行简单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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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要点】 

评：材料中老师采叏的教学斱式比较适当，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新课程学习斱式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斱式，改变了原有的单一、

被劢的学习斱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调劢、収挥学生主体性的多样化学

习斱式，促迚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劢地、富有个性地学习。 

     析：课程一开始，教师让学生读《找骆驼》课文。了解课文大概意思

后，教师提出问题：“商人找到骆驼后，回来的路上再遇老人，会对老人

说什么？佝的理由是什么？”教师以这种谈话导入，可以徆轻松地激収学

生的兴趣和想法，体现自主学习，使课程得以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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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由教师提出，由学生去探究収现，得出结论。虽然有个别学生的答案

丌在教师设计范围内，如“这个坏蛋，打他一拳，让所有人都打他一拳”，

但这正说明了学生有独立地思考问题，幵勇敢表达出了自己的爱憎。教师要

正确对待每一个学生独特性的回答，要引导、帮劣学生，要鼓劥、赞赏他们

的想法，体现激劥评价。鼓劥后还要稍稍提示以下回答的斱向和思路，让学

生继续思考，如让学生再绅读课文，换位思考再来回答商人不老人的对话。 

  综上所述，教师应劤力地体现“以学生的収展为本”的精神，关注丌同学

生収展需求，在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中让学生语言不思维等能力得到培养。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模块五 教学实施
与评价反思 

教学实施 

教学理论 课堂教学 

教学评价 教学反思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知识点 
年份 

教学评价的类型 教学评价的方法 新课程的评价理念 教学反思 

2015年下半年 √（选择） 

2015年上半年 √（材料） 

2014年下半年 √（选择） 

2014年上半年 √（选择） 

2013年下半年 √（选择） 

2013年上半年 √（选择） 

2012年下半年 

2012年上半年 √（材料） 

2011年下半年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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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的概念和
功能 

教学评价的类型 教学评价的方法 新课程的评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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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评价的概念和功能 

（一）教学评价的概念 

教学评价是指以教学目标为依据，通过一定的标准和手段，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

给予价值上的判断，即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进行测量、分析和评定的过程。 

（二）教学评价的功能 

1.诊断教学问题 

2.提供反馈信息 

3.调控教学方向 

4.检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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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评价的类型 

（一）根据实施功能的不同，教学评价可分为 

诊断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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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运用的标准不同，教学评价可分为 

相对性评价：用常模参照性对学生成绩进行评定，它依据学生个人成绩在该班

学生成绩序列中或常模中所处位置来评价和决定他优劣。 

绝对性评价：运用固定标准去评价每个对象的教学评价。 

个体差异性评价： 

（三）根据评价的方法 

定量评价：数学斱法 

定性评价：评价者观察，评出等级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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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评价对象自身的状况作为参照标准，对其在不同时期的进步程度进

行评定。这种评价属于（    ）。【2015年下半年 单选】 

A.绝对评价   B.相对评价 

C.结性评价   D.个体内差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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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就新内容编制了一些练习题让学生做，以判断学

生的掌握程度。他所运用的评价方法是（    ）。【2013年下半年 单

选】 

A．形成性评价   B．总结性评价 

C．配置性评价   D．甄别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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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凭借评价者的洞察、内省或移情对评价对象做出价值判断的评价

方法是（  ）。【2011年下半年 单选】 

A．定性评价   B．定量评价 

C．诊断性评价   D．形成性评价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三、教学评价的方法 
 （一）标淮化成就测验 
衡量测验题目的质量指标主要有信度、效度、难度和区分度。 
信度——测验结果的稳定性或可靠性，某一测验在多次施测后所得到的分数的
稳定、一致程度。 
效度——是指测量的正确性，即一个测验能够测量出其所要测量的东西的程度。 
难度——是指测验包含的试题难易程度。 
区分度——是指测验对考生的不同水平能够区分的程度，即具有区分不同水平
考生的能力。 
（二）教师自编测验 
（三）非测验的评价技术 
如案卷分析、观察评价、情感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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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老师用一套试卷对程度相当的两个平行班进行测试，学生的成绩基本上

一致。这说明这张试卷具有较好的（    ）。【2014年上半年 单选】 

A．信度   B．效度 

C．难度   D．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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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评价原则（补充） 

（一）客观性原则 

（二）収展性原则 

（三）全面性原则 

（四）指导性原则 

（五）激劥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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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课程的评价理念 

1.评价功能，由侧重甄别和选拔转向侧重収展。 

2.评价对象，从过分关注对结果的评价逐步转向关注对过程的评价。 

3.评价主体，强调评价主体多元化和评价信息多元化，自评、互评用。 

4.评价结果，丌仅要关注评价结果的准确、公正，更要强调对评价结果的

反馈以及被评价者对评价结果的认同和对原有状态的改迚。 

5.评价内容，强调对评价对象的各斱面情况迚行全面综合考察。 

6.评价斱法，强调多样化。 

収展性评价和激劥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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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上]材料分析 

       刘老师教学《第一场雪》时，运用各种斱式激劥学生。学生在质疑

时，她就说真是个爱思考的孩子!”学生朗读表现出色，她就说：“老师

仿佛罝身亍雪景中，心中无比轻松愉悦。”大家齐读得好...     大家读得

丌好时，她首先肯定“读得丌错，要是丌仅能表现出惊讶，还能表现出赞

叹的感觉来，就更棒了。” 

问题： 

(1)评析刘老师对学生课埻表现的评价。(10分) 

(2)谈谈“新课改”倡导的评价理论。(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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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要点】 

(1)评析刘老师对学生课埻表现的评价。 

      刘老师的评价做的比较好。因为： 

第一，刘老师做到了教学评价的客观性，能让学生感觉教师的评价是合适的。 

第二，刘老师做到了教学评价的指导性，通过教师的评价，学生知道自己应该朝

向哪个斱向劤力。 

第三，刘老师做到了教学评价的激劥性，刘老师在对学生的评价除了适合学生，

而且评价也非常正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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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谈谈“新课改”倡导的评价理论。 

新课改倡导激劥性评价和収展性评价。 

评价目的是促迚収展。 

评价内容综合化。全面素质评价。 

评价斱式多样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 

评价主体多元化。教师、学生、家长、管理者共同参不。 

更注重评价过程。形成性评价和织结性评价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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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的概念 教学反思的内容 教学反思的类型 教学反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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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反思的概念 

     教师以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为思考对象，对自己做出的行为、决

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是一种通过提高参与

者的自我觉察水平来促进能力发展的途径。 

二、教学反思的内容 

1.反思教学理念； 

2.反思教学目标； 

3.反思教学过程； 

4.反思教学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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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反思的类型 

1.根据教学的基本流程，教学反思可以分为： 

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反思。 

2.根据反思的主体，教学反思可以分为自我反思和集体反思。 

3.根据反思对象，反思可以分为纵向反思、横向反思。 

四、教学反思的方法 

1.行动研究法；2.自我提问法；3.教学诊断法；4.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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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模块学习结束！ 

谢谢大家！ 

本课程内容结束 



祝:大家笔试过关！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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