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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年份 

教学概述 教学原则 教学方法 教学组织形式 课堂教学实施 

2017年下半年 √（选择） √（选择） √（选择） √（材料分析） 

2017年上半年 √（选择） √（选择） √（选择） √（材料分析） 

2016年下半年 √（材料分析） √（选择） √（选择） 

2016年上半年 √（选择） √（选择） 

2015年下半年 √（选择） √（选择） √（材料分析） 

2015年上半年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材料分析） 

2014年下半年 
√（选择） 

√（材料分析） 
√（选择） 

√（选择） 

2014年上半年 √（选择） √（材料分析） 

2013年下半年 √（选择） 

2013年上半年 √（选择） √（选择） √（材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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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教学理论概述 

教学概述 教学原则 教学方法 教学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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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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活动。 

◆教学是学校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途径 

◆教学与教育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智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通过教学这条途径来实现、但智育也

需要通过课外活动等途径才能全面实现。教学不仅是智育的实施途径，也是德育、

美育、体育、劳动技术教育的实施途径。 

◆教学与上课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课是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教学的任务主

要是通过上课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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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的任务和意义 
1.教学的任务 

（1）形式教育论与实质教育论 

（2）我国现阶段的教学任务 

①传授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是教学的首要任务。 

②发展学生的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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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 

2.教学的意义 

（1）教学是传授系统知识、促进学生发展的最有效的形式 

（2）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合格人才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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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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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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课——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 

构成课的基本组成部分有：（1）组织教学；（2）检查复习；（3）讲授新教材；

（4）巩固新教材；（5）布置课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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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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课外辅导——上课必要的补充 

其形式一般有个别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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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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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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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育理论中，教育与教学的关系是（    ）。【2015年上半年 单选】 

A．结果与过程的关系 B．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C．目标与手段的关系 D．内容与方法的关系 

2.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知识传授而忽视能力培养的理论是（    ）。【2013年上

半年 单选】 

A．形式教育论  B．实质教育论 

C．传统教育论  D．现代教育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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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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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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③通过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思想品
德教育及贯彻； 

④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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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运用知识去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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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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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当运用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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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学生获得生动的表象，从而帮助学
生全面、深刻地理解概念和原理 

①要正确选择直观手段和教具； 

②直观教具的演示要和语言的讲解结合起来； 

③要重视运用语言直观 

启发性原
则 

在教学活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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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习目的性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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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④发扬教学民主，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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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学生的复习环节和运用环节； 

③教学生复习和记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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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力性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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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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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学生的发展基础和现状，从学生的
实际出发进行教学。②善于把集体教学与
个别教学相联系。③正确对待个别差异，
针对学生个性特点有区别地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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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意系统性的同时要抓住重点和难点
进行教学； 
③教学要符合学生认识规律，由已知到未
知，由具体到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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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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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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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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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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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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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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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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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法   

（一）常用的教学方法 

1.以语言传递为主的教学方法：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自学指导法 

2.以直观感知为主的教学方法：演示法、参观法 

3.以实际训练为主的教学方法：练习法、实验法、实习作业法、实践活动法 

4.以情感陶冶为主的教学方法：欣赏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 

5.以探究为主的教学方法：发现法 



 

 

1．以语言传递为主的教学方法 

（1）讲授法 

定义：是教师运用口头语言，系统、连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一种方法。 

（2）谈话法 

谈话法，也叫问答法，它是教师按一定的教学要求向学生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回答，并通过

问答的形式来引导学生获取新知识或巩固旧知识的方法。 

（3）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进行探讨、辩论，从而获取知识的一种方法。 

（4）读书指导法 

教师指导学生通过独立阅读教科书和参考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一种方法。 



 

 

2．以直观感知为主的教学方法 

（1）演示法 

定义：教师通过展示实物、直观教具，进行示范性的实验或采取现代化视听手段等指导学

生获得知识或巩固知识的方法。 

（2）参观法 

参观法又称现场教学，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组织学生对实际实物进行实地观察、

研究，从而在实际中获得新知识或巩固、验证已学知识的方法。 



3．以实际训练为主的教学方法 

（1）练习法 

练习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进行实际操作，以巩固知识、形成技能的方

法。 

（2）实验法 

实验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一定的仪器和设备，在一定条件下引起某些事物和现象产

生变化，进行观察和分析，以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方法。 

（3）实习法 

实习法又称实习作业法，是指根据教学任务要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在校内外一定场所运用所学

知识进行实际操作和其他活劢，以帮劣学生掌握知识、形成技能技巧的方法。 

（4）实践活动法 

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劢，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多方面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法。 



4．以情感陶冶为主的教学方法 

（1）欣赏教学法 

在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体验客观事物的真善美的一种教学方法。一般包括对自然的欣赏、对人

生的欣赏和对艺术的欣赏等。 

（2）情景教学法 

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生劢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

定的情感体验，从而帮劣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 



5．以探究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以探究为主的教学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发现法。发现法又称探索法、研究法，是学生借助于

教师提供的适宜于进行“再发现”的问题情境和学习内容，积极开展独立的探索、研究和尝试

活动，以掌握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研究客观事物的属性，发现相应的原理或结论，

培养创造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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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法   

（二）教学方法选用的依据 

1.教学目的和任务的要求。 

2.课程性质和特点。 

3.学生年龄特征。 

4.教学时间、设备、条件。 

5.教师业务水平、实际经验及个性特点。 

6.教学手段、教学环境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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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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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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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讲授法  B．讨论法 

C．谈话法  D．发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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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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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实验法  B．参观法 

C．演示法  D．实习作业法 

3.教《新型玻璃》时，为了丰富小学生对玻璃的认识，张老师带领学生

去玻璃厂观看玻璃的生产流程。这种教学方法是（  ）。 

A．实验法 B．参观法 C．演示法 D．实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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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学科学课上，教师指导学生通过显微镜观察植物的内部结构，获得有关

植物的知识，这种教学方法属于（    ）。【2016年上半年】 

A.参观法 B.实验法 C.演示法 D.实习法 

5.在一堂化学课上，张老师运用分子模型和柱图帮助学生认识乙醛的分子结

构，张老师采用的教学方法（  ）。【2016年下半年（中学）】 

A.实验法 B.练习法  C.作业法  D.演示法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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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演示教学法   B．现场教学 

C．示范教学法   D．情境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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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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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计划和规定的时间表进行教学 

个别辅导 在学生已有学习的基础上，教师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个
别辅导 

现场教学 在自然和社会现实活动中进行教学 

复式教学 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编在一个班里，由一位教师在同
一节课里对不同年级的学生，采取直接教学和自动作业交替
的办法进行教学 

分组教学 按学生能力或学生成绩把他们分成水平不同的组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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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组织形式 含义及特征 

道尔顿制 教师不再上课向学生系统的讲授教材，而只为学生指定自学参

考书目、布置作业，由学生自学和独立作业，有疑难才请教师

辅导。学习任务按月布置和检查。 

特朗普制 把大班上课、小班研究和个别教学三种教学形式结合起来，又

称“灵活的课程表” 

导生制 教师上课时先选择一些年龄较大或较优秀的学生进行教学，然

后，由这些学生做“导生”，每个导生负责把自己刚学的内容

教给一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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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点历年真题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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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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一些农村教学点，老师在一节课内分别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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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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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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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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来说，教学情境是指作用于学习主体，产生一定的情感反应的

客观环境。从狭义上来说，教学情境是指在课堂教学环境中，作用于学生而引

起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反应的教学过程。 

◆教学情境的两大功能：为学生提供认知停靠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心向。 

◆有效课堂情境的特征：①基于生活；②注重形象性； ③体现学科特

点；④内含问题；⑤融入情感 

 ◆创设情境的误区：形式化、假问题、缺乏真情  

 ◆情境中导入、情境中体验、情境中提升、情境中拓展 

（一）教学情境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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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设教学情境的方法 
1.借助多媒体创设形象情境 

案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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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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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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助问题创设探究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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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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助语言创设想象情境 

案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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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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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故事创设趣味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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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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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角色表演创设体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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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教师里出现了很大的争论声音，有的在喊金丝猴赢，有的在喊猕猴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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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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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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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的要求 

1.合理地设计问题 

（1）要围绕教学目标和学习要求，循序渐进、由浅及深地设计不同层次的问题；要考虑

到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循序而问，步步深入，使学生积极思考，逐步得出正确结论。 

（2）设计的问题要难易适中，深浅适度。 

（3）要善于设计问题的变式，提问的形式也应多种多样，促使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 

（4）提问的问题之间应是紧密联系、前后有序的，不应是孤立、零散的。 

（5）问题的设计要力求精炼扼要，富于思考，紧扣教材，突出重难点和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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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的态度要温和自然 

6.要及时进行评价和总结 



师：读着读着，哪个标点符号，哪个词，突然就跳进你眼睛里了？ 

生：跳进我眼睛里的是那个“居然”。我觉得收获应该是很平常的事情，为什 么要用“居然”这个词呢？ 

师：从“居然”你看出来收获以后他的家人是想到还是没想到？ 

生：没想到。 

师：没想到，所以用居然。但是为什么就没想到呢？别着急回答，看你们能不能联系上下文找找答案。
（学生稍读书后举手） 

生：因为没过几个月就收获了。 

师：这个时间比他们想的—— 

生：要短。 

师：还有别的原因吗？看看母亲说的话，你能发现原因吗？ 

生：因为它本身是亩荒田。 

师：你瞧瞧，他特别会读书，是什么地？ 

生：荒地。 

师：荒地啊！那能种出来是不容易。没想到！ 

生：我们姐弟几个这是第一次种花生。 

师：又是荒地，又是第一次种，没经验，结果种出来了。意外不意外？ 

生：意外。 

师：仅仅是意外？心情如何？ 

生：高兴。 

师：意外的高兴用个词叫什么？ 

生：激动。 

生：喜出望外。 

师：瞧，他说的词多好，喜出望外。那是惊喜啊！就让我们带着收获之后的惊喜来读读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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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倾听 

        课堂倾听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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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倾听与应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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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对话 
课堂对话的特点： 

1.民主性。在课堂对话过程中，师生享有平等地位，都有参与的权利。 

2.生成性。对话意味着创造，意味着生成。课堂对话的过程是建构知识、发展能
力、交流情感、张扬个性的过程。 

3.多边性。课堂对话不仅发生在师生之间，而且存在于学生之间，学生与文本之
间等。 

4.开放性。课堂对话的开放性，表现在对话主体的自由交流、对话内容的多元化、
对话形式的多样性上。 

5.倾听性。课堂对话是师生双方共同就有关问题、意见、思想进行交流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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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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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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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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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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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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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2）教育机制可以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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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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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学习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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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习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交流性。它正是通过参与双

方或多方从思想上到行为上的各种交流而获得进步的学习方式。 

    （2）协同性。在合作学习中，合作过程中的融洽和默契程度是决定合作是

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教师在组织合作学习时也应该强调它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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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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避免的几个误区： 

1.自主学习不是自学，更不是放任自流 

2.合作学习要科学分组，不能流于形式 

3.探究学习要符合学生认知实际，不能浮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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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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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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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下半年 

2017年上半年 √（选择） 

2016年下半年 √（选择） 

2016年上半年 √（选择） 

2015年下半年 √（选择） 

2015年上半年 √（材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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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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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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主要包括对教

师教学工作的评价和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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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激励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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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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价和

总结性评价 

（二）根据运用的标准不同，教学评价可分为相对性评价、绝对性评价和

个体差异性评价 

（三）根据评价的方法，教学评价可分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 

（四）根据评价主体，可以分为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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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绝对评价   B.相对评价 

C.结性评价   D.个体内差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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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形成性评价   B．总结性评价 

C．配置性评价   D．甄别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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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定性评价   B．定量评价 

C．诊断性评价   D．形成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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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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测验结果的稳定性或可靠性，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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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信度   B．效度 

C．难度   D．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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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课程的评价理念 
1.在评价功能上，要由侧重甄别和选拔转向侧重发展。 

2.在评价对象上，要从过分关注对结果的评价逐步转向关注对过程的评价。 

3.在评价主体上，要强调评价主体多元化和评价信息多元化，重视自评、互评的
作用。 

4.在评价结果上，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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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5.在评价内容上，要强调对评价对象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考察。 

6.在评价方法上，要强调评价方式多样化，尤其注重把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结合
起来，以质性评价统整量化评价。 

7.在评价者与评价对象的关系上，要强调平等、理解、互动体现以人为本的主体
性评价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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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位教师执教《在大熊猫的故乡》的教学片段： 

  师：作为有志于保护大熊猫的我们，能不能为“大熊猫栖息地申遗”做一

些我们能做的事情呢?比如设计申遗主题词或策划一个保护大熊猫的宣传广告。

屏幕出示：用一两句话来表达申遗的美好愿望或设计一则保护大熊猫的公益广

告。师：有困难吗?老师举个例子。比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主题就是“

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再比如中央电视台保护水资源的公益广告

中这样说：“如果人类再不节约用水，那么，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将是我们

自己的眼泪。”这项任务可以单独完成，也可以小组合作，现在开始。(几分钟

后，教师组织学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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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我写了三条。第一条：保护大熊猫，别让大熊猫成为灭绝动物。第二
条：保护大自然，让大熊猫快乐地生活。第三条：别让“活化石”成为博物馆
的标本。 
    师：哇，太棒了，真是一位高产作家!(笑) 
  生：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熊猫走了，没有再回的时候。 
  师：哈哈，当代朱自清!(笑，掌声) 
  生：保护大熊猫，为中国添一份荣耀! 
  师：掷地有声!(掌声) 
  生：等到大熊猫灭绝的时候，你的记忆里是否还有它的模样? 
  师：诗一般的语言。 
  生：茂密箭竹，绵绵白云，清清泉水，可爱熊猫 
  师：一幅画!一首诗!当代小诗人。 
  生：老师，我还有一条。地球已经有很多遗憾，别让大熊猫的成功成为新
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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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成功?这个怎么说?我帮你改一下好吗?地球已经有很多遗憾，别让

大熊猫的离去成为新的遗憾。 

  生：地球已经有很多遗憾，别让大熊猫的离去成为新的遗憾。(掌声) 

    生：老师，我这个是一幅画，大熊猫妈妈对孩子说：“亲爱的，过来吃

早餐!”(笑，掌声) 

    师：哈哈，真好!老师忽然觉得这是个绝妙的广告创意。画面上大熊猫

妈妈对着小溪对面竹林里的孩子说：“亲爱的，过来喝早茶!”笑。然后响

起背景音乐，教师用网络歌曲《两只蝴蝶》的旋律唱道：“亲爱的，你慢慢

来，穿过竹林来喝小溪水”(全场笑声，掌声，气氛热烈) 

    问题：运用课堂教学评价方面的知识谈谈你对这个教学片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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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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反思的概念 

教学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为思考对象，对自己所做出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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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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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教学中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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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教学理论深浅程度，教学反思可以分为理论反思和经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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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阅读新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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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模块 学习结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