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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如此声情并茂，更
在新课程标准下，
数学试卷的讲评一
能传播一种情绪，一种 定 要 从 学 生 的 实 际 出
我们固然认识到评价
感情。每个学生回答完 发，要在学生认知的不
语言的重要性，但如果
问题或提出问题后，总 平衡点上进行讲评，从
对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 市实验小学 戴明高
! 市实验小学 毛学群
是希望得到教师的赞 而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
自己的评价语言进行
反思，就不难发现我们的评价语言过于单一。 扬和肯定。因此，教师在评价学生时要尽可能 的提高，有利于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训练， 所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2.
以专题讲评，突出数学思想。由于试
地多一些欣赏和鼓励的语言，使学生有被认可 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试卷讲评课也应多
当前的语文课堂中，
“你真行”
“好”
“不错”等激
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在教师适时的评价语言下 注重人文思想，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 卷在考查知识点时比较分散，对于同一部分
励性语言随处可听，
“表扬他”
“你真棒”
再加上
的重要的知识点采用了不同的题型进行重
让学生意识到我们在关注着其细微的进步，并 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学好数学，爱数学，能在
有节奏的拍手声比比皆是。但仔细一想，这样
复考查。因此，数学试卷讲评课中可按专题
和他一起分享着这种进步带来的快乐，极力争 数学中找到自信。
的评价语言和评价手段，真的符合新课程的要
进行讲评试卷，将试卷中涉及某一部分知识
取学生更大的进步。
求吗？
一、明确矫正目标，精选典型题
的题目进行集中讲解。学生通过试卷讲评，
我们为何不尝试多种多样的评价，
在评价
三、实物评价的刺激别具一格
全面、准确、及时地获取反馈信息，有针
可以系统地复习所考查的某一部分知识内
的方式方法上创新求变，让我们的语文课堂更
可以赠送除红星、彩旗之外，有象征意义 对性地确定矫正内容，这是数学试卷评讲课
容，掌握解题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也易于查
具趣味性呢？
和纪念价值的小物品，
一枚书签、一片枫叶、一 实施的前提。我们在确定矫正教学内容时，
找自己在这方面知识和方法上的漏洞，及时
颗种子、一幅书法作品、一件教具，都会燃起学 应重点关注那些全班出错率较高、得分率较
一、
口头语言的评价丰富有趣
改进。
生的希望和期待。特级教师孙建锋就善于用此 低的题目及相应的知识点；关注那些具有典
最好能广泛搜集，加强积累，使评价语言
3.
以方法讲评，突出能力培养。试卷在
方法。他执教《最大的麦穗》时，用家乡百年的 型性、针对性和综合性的题目，以及在以往
定期更换、
常用常新、
层出不穷，
时时给学生以
考查时会让学生用到不同的数学思想和方
银杏叶、清华园的竹叶和热情的鼓励、深情的 教学中已多次接触、多次矫正，但学生仍未
因时因情因景因文因人而异的新鲜评语，最好
法。因此我们在试卷讲评课时可以将试卷中
拥抱，令学生信心百倍，激动不已，终身难忘。 掌握的难点；关注那些关系到后继学习的重
能让学生学而不厌，
听而不倦。比如，在一堂作
涉及某一数学思想方法的题目集中讲解。通
一位老师执教一年级《识字 4
》检查生字时，微 点知识、重点技能，以及平时教学中疏忽的
文点评课上，有位教师走下讲台，用赏识的眼
过试卷讲评，
学生加深对某一数学思想方法
笑着对学生说：
“谁认识这苹果 （卡纸剪出的） “教学盲区”。我们要提前仔细地做一下试
光、用热切的期望来鼓励学生，感染学生。为
的理解和掌握，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上的字，我就将这苹果奖励给他。”学生们纷纷 卷，了解学生在解题中出现的错误，对收集
此，
这位教师用了一些这样的评语：
“这是我看
力。如将一份试卷中考查数形结合思想的问
举起了小手，
跃跃欲试。课堂的发言面极广，
专 到的素材进行整理分析，从而抽出具有普遍
到的很不寻常的见解，可以展开写。”
“能恰到
题集中讲评，学生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题目
意义的典型问题，写好讲评教案，为难点和
注程度也大大提高。
好处地模仿课文句式，学以致用，这也是创新
适合使用数形结合思想，
数形结合思想的关
重点题的讲解赢得更多的讲评时间，突出讲
的开端。”
“全文新颖的选材，
巧妙的结构，
看得
四、创新百变的评价充满生机
键是什么，怎样解决问题等。
出你真费了一番心思。”
“观察细致，勤于动脑，
可以结合课文或学生的特点，予以创新百 评效果。
你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联系上下文，
想想怎
变的评价。一位教师在检查学生预习生字时，
二、生生互动，自我纠错
四、归纳总结，升华认知
样过渡才行？”
“你的进步我们有目共睹，
别自
一位学生几十个生字都会认了。教师灵机一
考试后学生总能找到一些自己会但考
教学的艺术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充分
卑，
昂起头，
继续前进吧！”
“再想想文中的两个
动，夸她像美丽聪明的小蝴蝶，并鼓励她像蝴 试没有得分的题目，那如何解决这类问题
发挥试卷讲评课的激励性功能是试卷讲评
例子有详略的考虑吗？”
“这么优美的语句配上
蝶一样在全班
“飞行”。学生兴奋不已，其他同 呢？我们可以组织生生合作，通过互查解决。 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评价一堂试卷讲评
工整的书写该多好啊！”诸如此类的评语虽然
学羡慕不已。当学生在期待奖赏、向往成功、
接 一些相对简单的问题在学生的互动中就可
课的好与差，
首先应该是发现学生已经学会
只是只言片语，却传递着教师对学生的肯定、 受评价、主动学习，直到产生对求知内容本身 以解决了。在自查和互查的过程中，我们一
了什么，肯定学生的成绩，鼓励和表扬学生
引导和期待，是教师一腔关爱的真挚流露。这
的兴趣时，
不就完成了教育的重要过程吗？
方面要进行必要的指导，对错例，我们提醒
的进步，使学生处于爱学数学的最佳状态，
就要求教师要了解学生、倾听学生，用实事求
总之，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
教师恰当使用评 学生要重在讲思路、讲方法、讲规律、讲变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次，
我们要引导
是的评价语言去评价学生回答的问题，
唤起他
价语言在促进学生的发展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化，引导学生在互查中不仅仅要知其然，还
学生对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进行反思，
与学
们的学习激情，从而产生莫大的兴趣和动力。
用。因此，
教师必须转变课堂评价理念，
及时把 要知其所以然，
善于发觉错误的原因和知识
生一起研究产生错误的根源。同时，
分析试
握和利用课堂动态生成因素，对学生发表的不 的根源；另一方面，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
收
卷中有哪些题目是因为我们在教学方面存
二、
体态语言的评价融注情感
同意见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使评价成为学生 集有益信息，弥补我们在试卷分析时的疏
在问题而导致学生出错的，提醒我们在以后
爱抚地摸头，
亲切地握手，
深情地拥抱，由
发展的催化剂，
使孩子们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漏，为后面的重点讲解做更充分的准备。
教学上要做哪些改进。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
衷地鼓掌，有力地竖大拇指，再加上真诚的赞
教师的教学水平，
也有利于形成教师与学生
三、讲评形式多样，着重实效
在思想上的共鸣，
真正地赢得学生对老师的
在试卷讲评课上，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花儿
外婆爱种花，尤其爱种茉
的身上，花儿们似乎少了几分 极性。有些内容能让学生自己讲的，就让他
莉花。
信任。
灵性，多了几分禁锢。我闭上 们到讲台前面来讲。在讲解时要注意简洁、
茉莉是一种极为不起眼的
五、注重知识消化，配套变式训练
学生在试卷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多
眼，花香如一个个轻盈的小精 正确、思路清晰。而试卷上反映出来的一些
花，
当众花齐放、
肆意渲染着自
我们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专
是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不可能一堂试
己张扬的色彩时，茉莉才不舍 ! 市赞化学校九（!"）班 黄婷 灵般在我的鼻尖萦绕，幸好，还 规律性的问题，
是那个味道。于长大后的我而言，能跟外婆在 题评讲。
地从层叠的绿叶中露出娇羞的小脸，稚嫩的花
卷讲评课就让他们完全掌握。因此，我们要
瓣是那样纯，没有一丝杂色，颤巍巍，飘飘然， 一起聊聊天、说说话，便是幸福。
1.
以题型讲评，突出解题技巧。集中研
督促他们课后及时花时间加以消化和巩固，
上了初中后，回小院的时间就更少了，一 究一类问题的命题思路，学习处理这类问题
在角落中静静守候着自己的绽放。
不理解的就要去请教老师。同时让部分学生
的方法，快速有效地掌握解题规律。如将一
把错题再做一遍，
检验他们的消化和巩固的
年不过几次。
儿时，每次幼儿园放学，我便能从窗外远
用到的方法
程度。还可以在以后的测试中，
对有代表性
“什么？拆了？”我愣怔着，不知如何反应。 份试卷的选择题部分集中讲评，
远看见外婆的身影，
当下课铃寄托着孩童的期
有特值法、直接法、数形结合法、
估算等。学
的共性问题设计相应的变式练习，错什么，
“是啊，
你外婆把小院拆了。”
望响起时，我总是第一个奔出教室，向外婆讲
练习什么；
矫正一题，
跟上一个类似的练习。
我愕然地听着妈妈无奈的话语，
心中仿佛 生可以展示自己的解法，教师可根据学生的
述着一天中发生的趣事。然后坐在外婆那雅致
解答归纳出选择题的不同处理方法。通过试
以练促思，以练促改，
练中悟法。通过练习，
突然缺了些什么。
的小院里，
看看书啊，写写字啊，
赏赏花啊……
让学生运用总结、归纳出来的规律、方法来
再次来到小院，我推开门，却没有了那茉 卷讲评课，学生对选择题的解法有了一个全
于小时候的我而言，
闻闻花香，捉捉蝴蝶，便是
在今后的考试中能主动用
解决实际问题。
莉花香，以后再不会有了罢。我留恋地看着以 面的了解和掌握，
幸福。
往的每一件事物，花架、小院
上小学高年级后，我虽说忙于学业，但也
透明的心灵世界，在这块雪地的映衬
哇！外面的世界好漂亮。
里的桌椅，还有茉莉花的小角
会抽出时间去看看外婆，去看看这占据了我的
下，发光了！孩子们冻得通红的脸蛋
早晨起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银
落……于现在的我而言，能够
整个童年的小院。
和小手似乎没有一丝倦意，
脸蛋上挂
昨夜的一场冬雪给大地母
小院里的摆设变了很多，比以前更好了， 抓住眼前的美好，便是幸福。 色的世界，
着开心的笑容，不是倾国倾城的笑，
更先进了，但我总感觉少了什么，茉莉花不再
“一笑相逢双玉树，花香 亲铺上了一片银色的地毯。
! 市外国语学校 郭丽
而是富有活力的笑，这一笑，可以让
太阳升了起来，挂在半空。积雪
待在它的小角落里，
而是跟其他的同伴一起被
如梦鬓如丝。”茉莉花香，心田
人洗去心中的烦恼。
犹如镀了一层圣洁的光芒，美得刺眼。雪开始慢慢融
搬上了花架。可能因为外婆的身体原因，不再
永驻。 指导老师 郭连盛
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下雪了，也不知什么时
化，雪地里，孩子们欢快地叫着、
喊着、蹦着、跳着，笑
候，
天使消失在雪地里。我却站在院中，看得出了神
寒假放得真及时，
惜不能上色，不然红红 声如同清脆的银铃，又好像黄莺婉转的鸣声一般，新
……雪纷纷扬扬，飘落人间。
才过去两天，一股强冷
的肯定诱人。接着，我 生的活力迸发了……孩子们时而奔跑追逐，时而牵
我并不留恋那漫天飞舞的白雪，因为它稍纵即
空气就来了。这天早
又画了一只小猴子，仿 手在雪地里轻舞，有时还不忘在雪地里抓上一把松
逝，我留恋的是那雪地里的天使们嬉戏之景和爽朗
晨，外面北风呼呼的，
佛要去拿这只苹果，还 松软软的雪互相砸对方，好一幅欢快的嬉戏图啊！孩
的笑声，我相信这幅图景会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打闹。雪
我缩在温暖的被窝里，! 市第一实验小学五#$%班 吴一苇 画了一只小猫，
调皮地 子们像天使一样，在这美丽的雪地里玩耍、
雪还在下着……
一点儿也不想起床。可爷爷这时在阳
抬着脚，
好像要把苹果踢走。爷爷看了 虽然是没有生命的，但孩子们却给了它生机，赋予它
指导老师 赵桂珠
台上喊我了：
“苇苇，
快起来，
冬爷爷给
说：
“我们家小苇苇画得可真好!
”还喊 活泼跳动的生命。雪象征着纯洁，正如同孩子们纯洁
你送礼物了。“
”什么礼物？“
”冰花！”
我
奶奶来看，
奶奶也说我画得好，
把我的
掌大的雪球逼向我，我苦笑了两声，
一大早，我无意间向窗外瞅了一
一骨碌爬起来，
跑去一看，
哇噻，
窗玻璃
心里夸得暖和和的。
用带着一点颤抖的声音对他使用缓
“下雪了！”
只见
上结满了冰花，厚厚的一层，真如我们
我正高兴，爷爷却突然说：
“你能 眼，情不自禁地叫道：
兵之计：
“有话好好说，不带这样的。”
一年级语文书上说的：
“像宽大的树叶， 再画一只骆驼吗？”
“OK！”
我爽快地答 世间万物似乎都惧怕寒冷的冬天，纷
像柔嫩的小草，
像丰满的牡丹，
一束束， 应了。
可真到画时，我犹豫了。猴子、小 纷裹上了雪白的棉被。这正如诗人岑
他没有上当，拿着雪球就砸了过来，
一朵朵，
晶亮，
洁白。”
漂亮极了。
猫这些我都画过许多遍，可这画骆驼， 参所说：
可还是让他打中了我的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 市车逻镇小学六（!）班 管顾杰 我纵身躲闪，
脚，
许多雪都进入了我的鞋子里，
我申请休战。
这时，
爷爷拿来一根筷子，
把冰窗
还是第一次，
我能画好吗？我在冰窗上 梨花开。”
回到班上，我一边休息一边看着那被积雪覆盖
到了学校，
熬过了漫长的早读课，正当我们想冲
当成白纸，
在上边写了
“苇苇是个调皮
慢慢移动手指，画了一只又一只，都没
“现在外面
的操场，我的脑海里又蹦出个点子，我对许姚一说：
鬼”
几个字。我见了，
抢过筷子，在下面
有画好。爷爷这时已变成了
“老师”
，一 出教室的时候，徐老师却扫了我们的兴：
写道：
“爷爷是个老顽童。”
爷爷看了，
边鼓励我，一边耐心地指点我：
“脖子 还在下雪，安全最重要。等雪停了，
你们再出去打雪 “我们不如去堆雪人吧！”他爽快地答应了。到操场，
用手指点点我的额头，笑笑说：
“你一
长一点，腿高一点，驼峰大一点……” 仗、堆雪人。”师命难违，我们只好无奈地站在走廊上
我刚弯下腰，准备堆雪人时，一个雪球正击中我胸
点儿也不饶人。”我说：
“我还能画画
这样一直画到第八只，我的骆驼才有 欣赏雪花飞舞的美景。
前。我顿时火冒三丈：
“许姚一，不是说好堆雪人了
呢！”
爷爷说：
“听说你常在班上出黑板
模有样地站在了冰窗上。哎呀，我又学
午饭后，我和许姚一相约来到操场。
“三、二、一， 吗，
怎么又开打了？”他一脸坏笑：
“呵呵，这叫兵不厌
报，
今天就露一手给爷爷看看。
“行！” 会画骆驼了！
”
我高兴得一把抱住爷爷， 开始！”
一声令下，雪球大战正式拉开序幕。许姚一一
诈。”既然你跟我来这套，我也不必手下留情了。于是
我干脆丢掉筷子，用手指在冰窗上画
开心极了。
个雪球飞过来，
正巧打中了我。我不甘示弱，一个雪
我们又开始了雪地追逐战。我边追边用雪球一个劲
了起来。
冰窗画，
画冰窗，这真是一件有趣 球砸过去，却被许姚一完美地躲了过去。他情不自禁
地砸他，他边跑边被我砸得哇哇乱叫。
我先画了几个小脚印，像一个小
的事。
就这样，
我们沉浸在下雪带来的欢乐之中，雪球
地嘚瑟起来：
“小样，你看我的身体多么灵活。”我十
孩光脚在雪地上走过，爷爷在旁边直
这个冬天的早晨，一点儿都不冷。 分恼火，又一个雪球扔了过去，只听他惨叫一声： 打在身上已感觉不到一点寒意。
”吃了败仗的他气急败坏，拿了一个足有两个巴
指导老师 徐红兰
指导老师 姜祖芳 “啊!
叫像。我一高兴，
又画了一个苹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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