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周刊 教改视野
2017年5月10日 星期三

11主编：汪瑞林 编辑：杜悦 设计：丁京红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13 邮箱:jybjiaoshi@vip.163.com ·

课程改革十多年来，课程改革
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一线教师希
望能够在自己的教学中很好地实现
课程的理念与目标，而深度学习项
目的理念和目标恰好使教师们找到
两者的契合点。初中数学深度学习
项目相关专家提出，以单元教学设
计和实施为抓手，通过整体把握数
学课程核心内容、突出数学内容本
质和联系的教学设计，加强学生学
习的实践和体验过程，才能促进学
生对数学知识的真正理解、迁移和
应用，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应该说，深度学习既是一种教
学理念，也是一种教学方式。它为
我们引领学生开展有意义的数学学
习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基于单元开展数学深度
学习的意义

在数学学科的教学中实施深度
学习，是以提高学生综合的数学素
养为目标，使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深
刻的理解与整体把握，掌握所学内
容的本质；体验学习相关内容过程
中运用的学习方法与策略；形成积
极的情感体验和数学价值观。

为了实现这样的学习目标，项
目组提出了以突出核心内容、体现
整体设计的单元教学设计的理念和
方案，以单元设计为主要抓手，推进
深度学习的开展和实施。整体把握
数学知识的本质和知识间的联系，
体会其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提
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是实现深度学
习的根本要求。

初中数学学科的单元有几种类
型和形式，怎样进行数学单元教学
设计？单元教学设计与以往的教学
设计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是开展
基于单元教学设计实现深度学习时
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实验区一线
教师十分关心的问题。

初中数学单元的类型与
单元教学设计

对单元的认识与理解有不同的

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有人提出“大
单元”“中单元”“小单元”的概念，主
要是从选择核心内容的范围大小来
确定的。初中数学深度学习中的

“单元”一般是指初中数学课程领域
一个核心内容的单元。章节作为

“教材单元”是学科教材编写的基本
单位，主要是以客观的学科核心内
容为依据来设计的。因此，初中数
学教材中的“章”是我们单元教学
设计中最为常见的单元，可以视为
中单元。但“教材单元”不是唯一
的编排呈现形式，“教材单元”间
存在一些必然的、逻辑上的联系，
根据需要可以将它们适当地分解与
整合，以体现知识的整体性、体现
内容内在的思想方法，为学生整体
把握知识、提升素养提供平台。根
据教学内容在结构上的联系等重新
组合的“大单元”是基于教学需求
层面的考虑，也赋予了“单元”更
深刻的意义,更好地融入了教师对
教学内容的创造性思考和整合。

例如，围绕“方程”这个核心
内容，将初中所有的有关方程的内
容 （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
组、一元二次方程） 整体来看待，
从初中方程的定位、目标以及方程
本身的本质要求角度，进行整体的
设计，这就体现了“大单元”的概
念。这对教师的要求也是比较高
的。有理数的运算、一元二次方程
等 就 是 完 整 的 自 然 章 节 （中 单
元）；而图形相似中的图形位似也
可以作为一个单元，三角形全等条
件 （基本事实） 的探究内容也可以
作为一个单元 （小单元），进行整
体设计实施。

对单元概念认识的另一个角度
是单元的内容。除了以数学核心内
容为主要形式的单元外，还有其他
形式和内容的单元，如方法类和问
题类单元，等等。因此，初中数学
单元教学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
型：

第一，以重要的数学核心内容
为主进行组织的核心内容类单元；

第二，以数学思想方法为主
线、知识之间的关系架构等进行组
织的方法类单元；

第三，以综合性、实践性问题
为主的问题类单元。

第一类单元就是前面提到的以
核心内容为主的单元形式。

对于第二类单元，可以考虑在
学生学习了一部分知识和内容后，
教师以知识学习的方法为主线进行
系统设计形成单元，也可以通过建
构知识之间的联系为主题设计单
元，如平行四边形及特殊平行四边
形内容学习之后将知识联系进行构
架，使得学生能够整体把握；或者
是对某一数学 （思想） 方法的研究
与学习作为单元，如，学习二元一
次方程组后以三元一次方程组为内
容载体，以消元转化方法为主进行
单元设计。

对于第三类单元，可以是基于
知识积累之上的综合问题的解决，
其中的问题可以是学生生活与社
会生活 （购物、手机话费等） 的
问 题 ， 也 可 以 是 其 他 学 科 领 域

（如物理、生物、科学） 的问题。
如二次函数学习过程中，极值问
题的解决，体现的是建模的过程
和模型思想。这类单元的内容还
可 以 是 数 学 自 身 的 具 有 挑 战 性
的、综合性的问题，如，学生对
图形证明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掌握
之后，可以进行综合的图形性质
探究和证明以及综合单元设计。
主题的选择应根据学生学科知识
和生活经历的积累而确定。数学
课程中的“综合与实践”也是这种
类型单元教学的重要资源。

单元教学设计的基本过
程、环节

根据单元教学的内涵和目标要
求，我们将数学单元教学设计的过
程归纳为以下五个环节。

确定单元内容
单元内容的确定需要教师在分

析、理解数学课程的核心内容、重

要思想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学
习的特点和需要，在适当的教学进
程中，选择不同类型的单元进行教
学设计，从而通过单元教学设计促
进学生学科素养的提升，实现数学
的深度学习。

例如，在学习了统计的所有知
识内容之后，北京的章巍教师希望
能够用一个有学生参与的活动将统
计的内容、思想、方法等进行综合
性 的 梳 理 和 提 升 ， 所 以 确 定 了
“‘红包’里的数学”这样的单元
标题，结合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
以实现综合复习梳理知识、提升对
统计内容本质理解的目的。

分析教学要素
与一般教学设计类似，在制定

教学目标之前，我们要进行教学要
素的分析，这是编制单元教学目标
的依据,也是单元教学设计的重点
环节。数学单元教学设计的教学要
素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单
元内容的学科分析、单元内容的课
程标准分析、教材分析、学情分
析、重难点分析、教学方式分析。

对于“‘红包’里的数学”这
个单元的教学设计而言，分析统计
内容的地位、意义，抓住“数据分
析观念”这个核心概念和学生应具
备的核心素养，了解学生在统计内
容学习中容易掌握知识点和不易建
立统计意识和观念等现实问题，来
进行本单元的目标设计和活动安
排。

设计单元教学目标
单元教学目标应当在整体分析

单元内容和学生学情的基础上确
定。特别是要注重挖掘单元所蕴含
的数学思想方法、数学本质与核心
素养。设计单元教学目标包括两个
维度：单元教学目标和课时教学目
标，要明确单元教学的核心目标和
各课时教学目标的分解和具体化。

设计单元教学流程和活动
单元教学活动的设计，首先要

在确定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对所选
的单元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分

析，分析单元核心内容的关键点、
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依此对
单元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整合，
设计合理的、能体现内容本质、指
向单元目标的问题情境、学习任务
和活动内容。例如，在“‘红包’
里的数学”单元设计中，有如下的
活动设计：

在当今大数据的背景下，统计
意识作为公民的基本素养，显得日
益重要。选取贴近学生生活的素材
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同时
也使背景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气息。

老师：大家发过红包吗？你在
春节期间发了多少钱的红包呢？我
们来做个调查吧。（为即时获得数
据，可以使用“问卷星”将以上问
题制作成问卷，并推送到师生的班
级微信群里）

调查问题：查阅一下，你春节
期间发出红包的钱数。

评价、反思与修改
单元教学评价要注重从整体上

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而不是局
部地、孤立地评价学生。因此，在
设计单元教学评价时，要注重单元
学习过程中的评价，尤其是对学生
完成任务过程中的数学思维过程、
思维水平的评价，对知识内容整体
的、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对数学思
想方法的体会程度等。

单元教学设计与一般的教学设
计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整体性、深刻
性、发展性。

数学单元教学设计的整体性主
要表现在：知识内容的整体性；教
学安排的整体性；对学生认知把握
的整体性。数学单元教学设计的深
刻性体现在对课程内容理解的深刻
性；促进学生学习理解的深刻性。
数学单元教学设计的发展性主要体
现在两个阶段:在教学设计的实施
过程中；在教学设计实施之后。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教
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初中数学
学科组组长）

单元设计，整体把握知识本质
刘晓玫

公开课上如何点评学生的
错误作业，是每个教师都必须
面对的问题，最近碰巧在教育
报刊上看到了这个话题的相关
讨论。一位青年数学教师说：

“上公开课时，我会选择具有
典型性的任务单 （作业） 进行
展示和点评，主要是想暴露学
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予
以纠正。一次借班上课，不清
楚学情，我看到一些学生紧皱
的双眉，有些于心不忍。心
想，拿错误作业当例子，会不
会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影响
今后的学习呢？”

这个问题让我很有感触。
通过实物投影等设备当堂展示
学生的作业，在时下的公开课
中十分普遍。教师一般会展示
学生正确的解法或是不同的解
题思路，也会展示一些典型的
错误。不论是哪一种，材料都
来自学生，展示的都是学生的
学习成果或是存在的真实问
题。因此，这样的教学过程更
有针对性，学生对学习材料也
更感兴趣。这种展评方式对提
升教学效果的作用已经得到了
大部分教师的肯定。

但同时另外一个问题马上
出现了：学生正确的解法或是
不同的解题思路得到展示时，
他们一般都会很开心，因为自
己的方法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
认可，心里会有一种成就感。
然而到了纠错环节，教师呈现
学生典型错误的时候，需要真
实案例以充分暴露问题，多数
学生会感到不好意思。对于学
生而言，把自己的错误展示给
大家，总是一件不开心的事
情。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
课堂上教师选取学生作业的时
候，虽然大多数学生没有太大
的反感，但确实也有个别学生
露出不情愿的表情，甚至用手
压住，不愿意把错误作业交给
老师。我想，这样的学生是否

就是曾经被“伤害”过的学生
呢？我们在展示学生作业的时
候，是否只关注作业本身，却
忽略了学生的感受呢？我想，
这位青年教师正是站在学生的
角度，才会在细微之处发现问
题。

一位特级教师的做法，或
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公开
课上，当学生练习的时候，他
会拿着许多空白的作业纸，来
回巡视。当他选取学生作业纸
的同时也会重新发给学生一张
空白的作业纸，并且会收取多
个学生的作业纸。展示学生作
业的时候，他会从中再挑选最
具代表性的来展示，而且有意
折去姓名。他常用这样的语
言：“老师发现有位同学是这
样做的，你同意吗？”“还有一
位同学做得不一样，你能看明
白吗？”

教师收取多份作业纸，而
且有意隐去了姓名。这样的做
法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可取之
处：其一，教师从多份作业中
挑选一份，学生可能并不太清
楚展示的是谁的作业，很好地
保护了学习困难学生的自尊
心。其二，避免了一种心理暗
示。因为某些学生看到优秀学
生的作业就坚信是对的，看到
学习困难学生的作业就轻易地
认为是错误的。

顾及学生的感受虽然只是
课堂上一个细微的环节，但确
实值得我们多加思量。与教学
效果相比，关注学生的感受、呵
护学生的自信心同样重要。否
则，即便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
取得了好的效果，却可能在不
经意间让学生整个一节课甚至
更长的时间都不开心，这样的
教学得不偿失。在课堂某一环
节对数学学习产生恐惧心理的
学生，肯定是学不好数学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平湖
市广陈中心小学）

公开课细微之处不能忽略
王逸卿

不久前，我给学生讲授柳
宗元的 《小石潭记》 一课时，
在课堂上适时地布置了一次

“美术作业”，给学生留下了极
深的印象。

教师课堂作业设计的起点
应当目标明确，不仅要考虑学
生基础知识的落实情况，还要
考虑学生能力的拓展空间，同
时还要兼顾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上课伊始，我像以前一
样，给学生介绍了游记的写法
和注意事项，并让每名学生以
柳宗元 《小石潭记》 的文章内
容为基础画一幅山水画，要求
大家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可
以合理想象，合理延伸。学生
顿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考虑到学生对原文的错误
领会，可能会造成这次“美术
作业”的失败，我提醒学生要
反复默读课文，遇到难字、难
词或其他难点要借助工具书，
或者以小组讨论或向老师请教
的方式解决难题。大家认识
到，要完成给 《小石潭记》 插
图这一课堂作业，首先要融会
贯通理解全文，不得有一丝马
虎。大部分学生首先注意到

“潭”和“树”的关系：“从小
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
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
其次，大家又注意到小石潭的
远景 ：“伐竹取道，下见小
潭，水尤清冽。”同时还关注
了小石潭的特征：“全石以为
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
坻，为屿，为嵁，为岩。”这
样，大部分学生都能抓住小石
潭周围的风景和水、鱼等特征
作画。这时，我吃惊地发现，
在不知不觉中学生已经反复精
读课文近 10 遍了，而这正是
这次课堂作业设计的目的所在
——鼓励学生通过自学，领悟
全文的精髓。

动手作画是这次语文作业
的表现形式，是学生对原文领

悟程度的反映，也是课文内容
与学生思维相 结 合 的 结 果 ，
更 是 学 生 思 维 创 造 力 的 再
现。教师应重视学生的表达
与再现过程，否则会损伤学
生的积极性。经过努力，学
生们的“语文课堂作业”一
幅一幅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
有的画的潭水清澈见底，鱼
来鱼往；有的画的潭边树木
郁郁葱葱，风景如画；有的
着 重 描 绘 潭 中 的 坻 、 屿 、
嵁 、 岩 ， 犹 如 海 中 小 岛 一
般；还有的画上潭边的六个
人身着古装，正观赏着小石潭
周围的优美景色⋯⋯这些作业
中，有的是水彩画，有的是油
画，有的则是速写，五颜六
色，形式多样，令人目不暇
接。

课后展示复习是巩固课文
的大好机会，是同学之间相互
交流、互相提高的好时机，也
是开阔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的重要手段。课后，我
把全班学生的画作全部贴在教
室后面，学生别提多高兴了！
一些学生看了其他人的“绘画
作品”后，对照自己的作业，
吸取他人的长处，补己之短，
开始修改自己的作业。这个过
程也是拓展语文形象思维的过
程，不知不觉间促进了学生语
文能力和绘画水平的共同提
高。

这次语文课上的“美术作
业”给我们的启示是极其深刻
的。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
和进取精神，倡导一种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就应
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界限，
跨学科教学，这样才可以锻炼
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才能增
强情感体验和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求知欲。这也正是课程改
革的灵魂之所在。

（作者单位：山西省运城
市实验中学）

语文课上的“美术作业”
杨学杰

⦾课程整合

科学课上，教师不只要教给学
生科学知识，还要教给学生科学学
习的方法和策略，而科学记录是科
学学习入门的基本功。

《小苏打与白醋的变化》是六年
级下册第二单元《物质的变化》的第
四课。在本单元的第一、二节课中，
学生已经知道了世界是物质的，物
质是不断变化的，物质的变化包括
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在第三课《米
饭、淀粉和碘酒的变化》中，学生走
进厨房，通过咀嚼米饭，知道了米饭
和唾液会发生化学反应，并能够用
碘酒来检查哪些食物中含有淀粉这
一营养物质。在本课，学生将继续
走进厨房，对厨房中常见的“小苏
打”和“白醋”混合前的特点和混合
后发生的现象进行观察，并通过验
证实验，证明产生的气体是二氧化
碳，认识到小苏打与白醋混合后产
生了新物质，进而巩固关于物质化
学变化的核心概念和对二氧化碳气
体特点的认识。

其实，这堂课上我觉得最重要

的是指导学生如何学会科学记录，
因为科学记录能反映学生的科学
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科学知识的
掌握情况和技能习得情况。如果
教师指导、运用得当，学生获得了
良好的科学记录能力，对其掌握科
学知识和方法、培养科学严谨的学
习态度、培养实践和创新能力都能
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

采用关键词语记录

本课第一个活动是观察小苏打
和白醋的各自特点。我在布置观察
任务时强调要按照正确的观察顺序
进行观察，记录时用关键词语，而不
是用句子进行记录。观察前，我对
学生进行了观察方法和如何用关键
词语进行记录的相关指导。如记录
小苏打的特点时，可用“白色、晶体、
无气味、有碱味”等词语，记录白醋
的特点时可用“无色、液体、有醋酸
气味、醋酸味道”等词语；记录小苏
打与白醋混合后可看到的现象时可
用“冒气泡、发出刺刺声、杯壁变冷”

等词语；记录新生成气体的特点时
可用“无色、无气味、无毒、不支持燃
烧、比空气重”等词语。这些关键词
语有的抓住了小苏打、白醋、二氧化
碳的主要特点，遵循了人们观察物
质特点的途径和方法；有的抓住了
小苏打与白醋混合时发生的主要现
象，给学生下一步的分析、推理、归
纳提供了较充分的证据。运用关键
词语记录，比用完整的句子记录节
省了不少时间，又能让学生明白主
要的意思，给交流质疑提供了更多
时间。

在记录中进行自主评价

在本课的“总结与评价”环节，
我设计了这样两项任务：一是询问
学生本节课学习了什么？是怎样学
习的？还有什么问题吗？你能提出
新的问题吗？二是请学生对自己本
节课的学习表现进行评价，可以用

“笑脸”“哭脸”等卡通图画来表示。
要求学生对自己本节课的学习表现
进行评价，用“笑脸”或“哭脸”表示，

这样的活动既是对本节课所学知识
和方法的总结和反思，更让学生通
过自主客观评价，获得积极的情感
体验。

在课后批阅学生的课堂笔记
时，我发现 95%的学生给自己的学
习表现画上了“笑脸”，说明多数学
生对自己本节课的学习是满意的。
学生对自己的表现满意，能得到愉
悦的体验，将成为学生日后学习科
学的动力。教师可以因势利导，鼓
励学生更加主动地投入到科学学习
活动中来。

变小组记录为个人记录

在过去的教学中，有一个共同
的现象：大部分实验探究活动一般
都以小组学习的形式进行，小组一
般由 4—6 名学生或者更多的学生
组成，有组长、材料员和记录员等角
色分工，通常一个小组才有一份记
录表，而记录表基本是由记录员个
人完成的。这种记录只是记录员个
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学习成果，并不

能代表每个人。这样的小组学习活
动，无法保证人人都积极参与学习
活动，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锻炼
和提高。

在我的课堂上，变小组记录为
个人记录。每名学生都要独立进行
记录，并且一定要完成记录。为了
完成这项目标，学生需要动用一切
感官，积极与同学配合协作，才会有
发现并且找到有记录价值的东西。
而学生在学习中的小发现，反过来
也会对其学习产生激励作用，让他
们更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学习
投入越多、越专注，发现的问题就越
多，记录就会更加翔实，获得的证据
就会更加充分。做完记录后，学生
可以与自己同组同学进行交流，取
长补短，丰富自己的记录，学习别人
的记录方法。这样就基本杜绝了在
小组学习活动中个别学生被边缘化
的现象，让“每个学生都要学好科
学”的理念得到实施。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静观
镇中心小学校）

科学记录，学好科学的起点
周祖勇

⦾我见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华府骏苑小学
开展“世界地球日”主题活动，通过

“绘出心中的地球”、了解地球知识等方
式，让小学生进一步关爱地球、保护地
球。

图为该校学生展示自己的“世界地
球日”主题绘画作品。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关爱地球
从小做起

聚焦深度学习·初中数学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