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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验小学 冯维忠

微型课的教学在体育教研活动中越来越

被大家接受和灵活地运用，教研的形式也越来

越多样化，教研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教研的

氛围也越来越浓。所谓微型课就是比正常课教

学时间短、教学内容少的课。通常教研组活动

时间是两课，根据学期教学进度计划和内容，

由教研组长和年级备课组长在教研活动开展

前一周指定一位老师做准备。在教研活动过程

中由被指定的老师进行微型课教学，切入教研

活动的主题，组内老师既是教研的参与者，又

是教研活动的学习者。对此，就微型课教学在

体育教研活动中的运用略述一二：

一、微型课与说课的区别。一说到微型课

教学大家就会立即和“说课”等同起来，其实这

是一种误解。微型课和说课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形式，微型课的本质是课，具有课的基本属性。

与常态课不同的是时间短，用时都在十五至二

十分钟内，没有学生的真正参与，只有组内的

老师是微型课教学的对象。而“说课”重点在

“说”，是在“纸上谈兵”，是务虚。不是在上课，

而是说准备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等等。

二、微型课教学在教研活动过程中的基本

要求。在完全理解和掌握微型课教学的特点和

要求的基础上，要求全组成员坐下来听被指定

的老师进行微型课教学的上课，然后充分利用

教研活动的机会，进行全组的研讨交流，不断

完善微型课教学，进一步提高微型课教学在教

研活动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适时点拨 提升能力
———例谈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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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验小学 居述明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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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例5、例6（小数点向右移动引起小数

大小变化的规律）

【问题的提出】

教学这节课时，我按照常规教学的

程序，先用计算器计算5.04分别乘10、

100、1000，把计算的结果与5.04进行比较，观

察小数点位置的移动；再安排学生任意写几个

小数，分别乘10、100、1000，观察小数点位置的

移动；最后小组讨论归纳出：一个小数分别乘

10、100、1000……小数点分别向右移动一位、两

位、三位……课末，我安排了学生质疑，有个学

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小数乘10、100、

1000之后，为什么小数点会向右移动一位、两

位、三位？”

一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纷纷作答：（主要

有两种观点）

通过计算器的计算，我们发现有这样的规

律。

一个数乘10，这个数就扩大10倍；乘100，

这个数就扩大100倍……乘数后面有几个“0”，

小数点就向右移动几位。

但这个孩子并不服气，“乘整十、整百、整千

的数，小数点会移动；如果乘不是整十、整百、整

千的数，小数点还会移动吗？再说小数点始终

在个位的右下角，怎么会移动呢？”

【问题的探究】

打开教科书，在例3的下方有这样一句话：

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率都是10。所谓小

数点的移动都是十进制在“作怪”。

【问题的解决】

第二天上课，我设计了以下的教学环节：

一、口答

（1）10个 0.1是（ ）（2）1里面有（ ）

个0.01

（3）2.34×10＝ 2.34×100＝ 2.34×

1000＝

学生很顺利地口答出了正确答案，我引导

学生观察各个数所在的数位的变化。

二、思考：小数点的位置移动了吗？

学生在讨论后，发表了两种观点：

1.小数点的位置没有移动，始终在个位的

右下角。

2.小数点的位置相对具体的数字来说移动

了。如2.34的小数点在2的右下角，乘10后，

小数点移动到了3的右下角。

三、思考：各个数位上的数在移动吗？

答案显而易见，当一个小数乘 10、100、

1000……各个数位上的数字都在向左移动，分

别移动一位、两位、三位……

为什么乘10、100、1000……各个数位上的

数字会向左移动呢？以2.34为例，乘10后是

23.4，原来个位上的“2”乘10是“2个十”，依据

十进制“2”必须向高一位进位，即向左移动一位

到十位上；原来十分位上的“3”，乘 10后是“3

个一”，“3”必须移动到个位上，依此类推。

四、小结

当各个数位上的数字都向左移动一位（整

个数乘10），两位（整个数乘100），三位（整个数

乘1000）……每个数位上的数依据十进制向高

位进位（或连续进位），相对数的移动，小数点就

会向右移动一位、两位、三位……

【教后反思】

小学数学教学最通常的做法是通过不完全

的归纳、演绎，向学生展示某个性质、概念或定

理，形成对某个知识点最初步的感知或认识，并

且运用学到的知识解决一些基本的数学问题，

这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结构。但我们

在教学时，也可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设计

一些能让学生理解的、接受的、理性的教学过

程，把数学知识教透、教实、教到位，并在教学中

逐步渗透数学思想方法，提升学生研究问题的

能力。

浅谈小学英语预习的实施方法
!

市第一小学 陆明

一、细化预习内容

在布置预习内容时一定要遵循“循序渐

进”、“少而精”的原则。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

点，预习内容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以解决下

节课的重难点为主。比如，小学英语 5Ｂ

《Halloween》A部分，对话内容较长，其中涉及

了十多个生词，如果要求学生一次性预习所有

内容，那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甚至会因

为内容过于复杂，而让学生失去预习的兴趣。

所以我采用了避重就轻的办法。文章是围绕

周围环境这一话题展开的，而学生对此比较熟

悉，所以我就先布置了“了解万圣节”的预习内

容。对于另一重点：句型，可在接下来的预习

中再做要求。

二、明确预习要求

明确要求，使预习有章可循。针对预习内

容，教师必须提出明确的预习要求。而且预习

要求必须合理，正确，有可操作性。就拿上文

所提到的预习内容为例，我针对“Halloween”

设计了一系列的预习题目:

1.When’s Hal-

loween?

2.Whatdopeople

usuallydoatHalloween?

3.Whatdo they

needforaHalloweenParty?

通过一系列的查找工作，学生们在课前已

基本了解“Halloween”，从而大大缩短了课堂

时间。与此同时，通过预习学生也变得有话可

说了，当课堂上开展说一说、比一比的活动时，

学生们的表现欲和学习热情不断高涨。

三、提供预习方法

现行的英语教学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会

话练习，句型练习和阅读练习。针对不同的教

学内容应该指导学生选用合适的预习方法。

1、会话练习；可以采用查一查，补一补，说

一说的方法。

2、句型练习：可以采用找一找，归一归，比

一比的方法。

3、阅读练习：可以采用划一划，查一查，写

一写的方法。

总之，要激发学生学习

英语的兴趣，建立自信心，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抓好

孩子的预习尤显重要。

浅谈利用多媒体提高英语课堂教学效果
□ 市三垛镇中心小学 陈月梅

一、采用多媒体教学，改变传统

教学观念

传统英语教法主要依靠粉笔、

书、黑板，教师在课堂中写得多，说

得多，教得多，因此仍然处于主导地

位。而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通

过多媒体教学，以其图文并茂、声像

俱佳、动静皆宜的表现特点，把学生

带入到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中，有

效地改进了教与学的活动方式，不

仅使学生学到了知识，加深了对语

言点的理解，还可以让学生模拟真

实情景实际应用。

二、运用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

学习兴趣

多媒体教学平台可以将无声的

语言和有声的口头语言及文字、图

片、声音、动画、视频等有机统一起

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教学

内容中涉及的事物、现象或过程生

动地再现于课堂，并将教学中无法

展现出来的东西呈现在学生面前，

把学生的各种感官最大限度地调动

起来，从而拨动学生“趣”的心弦、使

学生兴趣盎然地投入英语学习。

三、结合多媒体平台，合理创设

情境教学

教学中，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

平台优势，使用更多的彩色图片、幻

灯片、录音等手段，创设导入情境教

学。在教词汇和句型时注意创设一

些简单的情境，充分发挥学生求新、

求异、求奇的创造欲望，把机械性的

操练融于有意义的情景之中。

四、运用多媒体辅教，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

要实现最优化的英语课堂教

学，取得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效益，突

破教学难点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多

媒体就是教师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的手段之一。比如，在进行语音教学

时，使用多媒体可以保证学生发音

的准确率。画面上声音和口形的变

化学生可以一目了然，通过反复的

听和读，学生得到充分的练习，而且

非常感兴趣。运用多媒体教学还可

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空间。在

多媒体教学过程中，教材重点、难点

能够很快地呈现，为课堂教学腾出

了更多的空间让学生进行语言操

练。

五、利用多媒体平台，优化英语

基本技能训练

多媒体手段使学生接受信息的

载体由课本中的文字变成了可感知

的声音、可视的情景，可以有效地提

高学习效率。运用多媒体手段可以

有意识地让学生听英语录音，标准

的发音为学生形成语感、提高说和

写的能力打下基础。直观的多媒体

丰富了学生的说和写的内容，缩短

了学生的训练周期，提高了教学质

量。

学案导学，建构小学英语高效课堂
!

市卸甲镇中心小学 秦婧

（一）“学案”应注意

“导”

既然有了学案，教师在

课堂上就要注意自己的角

色，注意自己对时间的支配

权利，不要无故干涉学生的活动。在课堂上，我们要千方

百计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他们大胆地施展自己

的才华。在组织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注意教学环节安排的合理性、教育手段的多样性、教

育方法的艺术性，使我们的教学有戏剧性的境界。学案的

制订要依纲靠本，因学定教，使之切合学生的学习实际，

更适应师生的实际教育环境，不能“虚高”。

在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到：

1、可以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明确学习重难点，更好

地梳理知识结构体系，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提高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问题

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的发展。

2、能够提供检测学习效果的材料，体现新旧知识之

间的相互联系，为学生学习活动提供及时的检测与反馈，

发现不足，及时改进，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提高。

3、学案导学为学生营

造了浓厚的主动学习的氛

围，创设了更多的自主学习

的机会和自主探究的主体

活动，给学生提供了充足的

思维空间。

（二）“学案”应注重“学”

学案导学教学模式变教师单向灌输为师生双向互

动，教师的行为由“带着知识走向学生”变为“带着学生发

现知识”，学生的学习行为由“带着教材走向教师”变为

“带着问题走进课堂”。学案导学中将“联系”和“思考”与

“协商交流”相结合，使学生建构意义的效率更高、质量更

好。

学案中的“学”在教学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几乎整

个活动过程都在围绕着学生的“学”展开一系列有效的训

练活动。注重学，体现了教师对学生的主体性的认识与理

解。因此，在设计学案时应主要考虑学生的学习情况，准

备一些适应学生自身语言能力的活动和带有自主性的活

动。注意设计的层次和梯度，让差一点的学生“吃饱”，为

实现课堂教学的立体交叉互动创造必备的训练条件。

让英语复习课“响亮”起来
!

市南海中学 朱茂瑞

1、朗读，让耳朵更听

话、嘴巴更灵活

首先对于听力的训

练，如果仅仅依靠听，学

生就很难准确无误地辩

别出听到的文字材料，从

而影响了对听力材料的领会和理解；如果在英语教学活

动中始终贯穿朗读教学，学生将会把学到的词汇、长短

句乃至整篇的文章通过朗读牢牢地存贮在脑海里，遇到

听觉重现时，能迅速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从而更好地提

高听英语的能力。因此，英语朗读能很好地服务于英语

听力。

其次，大声朗读会让你的嘴巴更灵活。不少同学

一开口讲英语总会出现语言不够流畅、发音不够标

准、停顿不太恰当和回读等毛病，主要原因就是缺少

朗读。通过反复朗读，学生能把书面文字还原成口语，

把语言知识转化为使用技能，并能有助于形成良好的

语音、语调。

2、朗读，让学生的阅读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

中考复习时间紧、任务重，很多教者害怕花大量的

时间对学生进行阅读训练，认为效果不明显。其实是阅

读训练的同时没有进行

美文的朗读训练，所以这

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

英语语感，也就完全制约

了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

古语云：“书读百遍，其义

自见。”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准确无误的朗读，对提高英

语阅读能力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3、朗读，让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中考复习过程中，有一些老师不知如何有效开展

写作训练，仅仅捕捉一些热门话题，出一些作文练练而

已。其实，“写”和“说”一样，是主动行为，怎样写，主动权

完全掌握在考生手里。一篇好的英语作文涉及许多方面，

比如能写出完整的句子，能正确地使用大、小写和标点符

号，全文连贯通畅等。要写出这样的一段文字，不能指望

学生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进步。学生只有经过长期的朗

读，积累丰富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其写作能力才会逐步提

高。

总之，我们向复习课要的是效率，只要我们扎扎实实

地进行朗读训练，就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素质，就

能在中考复习阶段大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