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提出
新课程提倡“教学是教与学的交

往、互动，师生双方应该相互交流、相
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小组合
作式的试卷讲评就是要让学生在合作
中产生疑问，从而带着疑问去学习、探
究， 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真正达到从“要我学”到“我要
学”的转变。

二、 小组合作学习试卷讲评课
模式

首先教师要对全班学生进行科学
的分组。先将学生按语文水平分为 A、
B、C 三个层次，再从座位、性格相容
性、 组织能力等方面将全班分成若干
个 6 人学习小组，使得 A、B、C 三个层
次的学生在每个小组中的人数基本相
同。然后，教师可帮助学生进行合理的
小组分工， 明确小组成员职责， 如组
长、记录员、发言人等。最后，教师针对
不同角色的学生， 尤其是针对每个小
组的组长进行培训， 指导他们实施有
效的合作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试卷讲评课教学
模式具体由五个环节组成：自查自纠
环节———合作讨论环节———展示交
流环节———精讲点拨环节———巩固
提高环节。

1、自查自纠环节
这个环节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独立

思考能力。 首先， 让学生对照参考答
案，分析自己存在的问题，思考问题答
案，思考后仍不能解决的问题，可放到
小组合作探究中讨论， 这个环节花费的时间要视题目难度而
定。 教师也可以在课前告诉学生答案，给学生留有充足的思考
时间，课上直接讨论疑难问题。 在学生思考问题时，教师可以
进行巡视指导，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

2、合作讨论环节
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把试卷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组罗

列， 并给予归纳分类， 然后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小组讨
论。 师生、学生之间通过互动的环节，分析正确率较低的考题
及失分原因是试卷讲评课的核心。

首先，教师要求各小组按照指令，轮流分析探讨正确率较
低的考题及失分原因；然后，其他小组的学生提出质疑，发表
自己的见解；最后，教师针对各组讨论分析的情况予以评价总
结。 教师在引导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既要做到纵向延伸，也要
做到横向辐射，让学生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在分析的过程中，
学生不仅能够动脑思考问题的类型， 还会产生探求每种类型
问题错误原因的兴趣， 并主动进入下一步的小组讨论以解决
问题。

3、展示交流环节
各小组长将谈论的各题答案写在黑板上， 并将不能达成

一致意见的题目打上问号，寻求帮助。 各组同学比较答案，对
不同的答案提出意见。 对应组的组长或组员进行答辩，说明理
由。将小组合作学习成果在全班学生之间进行分享交流。这有
利于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其自信心，同时学习其他小组
的做法，达到经验和智慧的分享。

4、精讲点拨环节
所谓“精讲”是指教师精讲归纳的知识点，精讲学生在讨

论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地讲。“点拨”是
点拨学生难以澄清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对学生
学习策略的指导，引导学生如何学，如何归纳，使学生独立地
获取知识、形成技能、培养能力、发展智力。

5、巩固提高环节
此环节是对重难点进行反馈训练和评价性训练， 对诗歌

鉴赏、现代文阅读进行开放性思维训练。 巩固提高部分是课堂
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巩固形成熟练的技能、技巧，而且对学生智力发展和能力提高
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教师在试卷讲评课中也应设置这一教学
环节。 同时，教师还应针对讲评过的试卷，及时补充练习，检查
学生理解情况，确保每份试卷的实效性。 讲评后，教师要留有
一定的时间让学生消化讲评内容， 要求学生在讲评的基础上
再认真阅读一遍，清理自己的失分点，让学生把自己的典型错
题建到自己的错题集中，以便随时查阅反思，避免下次再犯类
似的错误，以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结论
总之，对于语文学科，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次考试，尽量

不留遗憾。 考试结束后，认真上好试卷讲评课，从而对考试进
行弥补。 在评讲课中，教师应努力让学生以合作学习的方法解
决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巧妙地点拨、诱导、启发学生，让学生在
相互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不断体验、思考、辨别、理解，不断地攀
登知识的高峰。 学生一旦产生了求知和探究的欲望，就会把学
习当作乐事，进入学会、会学和乐学的境地，教与学之间的良
性循环也会因此而建立起来。 诚然，试卷讲评的方法是多种多
样的，老师的讲评方法应因人而异、因卷而异、因题而异。 但不
管怎样，试卷讲评必定是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每
位老师都应认真准备，详细讲评，正所谓“态度决定一切、细节
关乎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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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邹忌讽齐王纳谏》有感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新课标语
文版八年级下第六单元的课文，选自
《战国策·齐策一》。 这篇课文所在单
元的学习目标是：朗读课文，疏通文
句，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提高学
生阅读理解文言文的能力。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有责任培养
学生正确观察、 善于思考的习惯，引
导学生学会从小事中悟出一定的道
理，见微知著。 对于笔者而言，这也是
一个能力提高的过程， 即教学相长。
在分析课文时，当讲到邹忌是怎样成
功劝说齐王的，孩子们都认为邹忌说
话很有技巧，尊重对方，说话委婉。 为
了让孩子们理解更深刻， 我说：“确
实，邹忌如果换种方式，直言进谏，估
计齐威王也听不进去。 ”话音刚落，讲
台旁的吴天一接语道：“老师，我们都
是齐威王呢，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
全班孩子都开心地笑了。 这孩子就是
机灵，回答得真巧妙！ 趁着这笑声，我
接道：“看来老师的心血没白费，老师
期待着大家的一鸣惊人哦！ ”

每到赏析的环节，我总是鼓励孩
子们丢开书本，大胆地用自己的语言
表达真实的想法。 这次我将赏析语言
的范围扩大了，叫孩子们展开寻美之
旅，找出课文中的人物之美、语言之
美、写作手法之美。 几个女生高高举
起了手，周灿说：“我要赏析的是人物
之美。 看到第一自然段中，当妻、妾、
客都说他美于徐公时，他还是窥镜自
视，暮寝而思之，由三思到三比，从而
劝谏齐王。 我从这里看出邹忌是个善
于思考的人。 刚开始我还只注意到邹
忌非凡的口才，现在我觉得邹忌能当

上齐相，不单是口才，更是因为他的
善于思考，善于学习！ ”蒋瑾马上补充
到：“要是我们平常人有两个人说自
己美，肯定就认为自己美了。 而邹忌
却是再三思考， 可以看出他有主见，
不容易被别人左右。 ”看到孩子们的
表达越来越清楚，说话越来越完整得
体，我很高兴。 平时教学这篇课文时
都是讲邹忌是个有主见，讲话很有技
巧的人，是学生的发言让我不得不认
同邹忌是个善于思考的人。 更重要的
是从大家的发言中，我们再次明白了
要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的道理。 我们
要学会从看似冰冷枯燥的铅字中寻
找语言的美，悟出做人的道理。

在接下来的赏析中，王哲哲同学
说：“‘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这句话
是个被动句，意思是齐王被蒙蔽得很
深。 我看出了邹忌说话很有技巧。 明
明是齐王自己以前不善于纳谏，可邹
忌偏说是下面的人没有进谏，从而让
齐王易于接受。 ” 其他学生接着说：

“从这里还可看出邹忌善于把握别人
的心理。 齐王作为一国之君，肯定不
喜欢别人说他的不是。 把责任推到手
下人身上，很好地保护了齐王的自尊
心。 ”听到这里，有的孩子做出了鼓掌
的姿势。 作为老师，由邹忌的说话技
巧与语言艺术想到自己从教多年，还
是有急躁的毛病，急躁起来难免语言
粗俗，与孩子沟通起来困难。 此文学
完，留给自己深深的思考：一个教者，
不深研语言艺术， 不学会说话技巧，
这是一种缺失，将带给学生很多负面
的影响。

虽然学生们的发言十分精彩，但

还有更多沉默的学生， 于是我开始
“点将”了。 首先点到了张扬。 他慢慢
站起来，满脸通红说：“我还没想好。 ”
我知道这孩子的个性，他很有自己的
见解，只是需要给他些许时间。 于是
我微笑着说：“慢慢来。 ”果不其然，过
了几秒钟，他说：“我赏析‘期年之后，
群臣进谏，虽欲言，无可进者。 ’。从这
句可以看出齐王善于接受别人的意
见，以至于一年后都没有可以进谏的
了。 ”顿了顿，他又接着说：“还有，‘王
曰：善。乃下令。 ’语言精炼，可看出齐
王能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话毕，我
为该同学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而暗
自心喜。 从今天的发言来看，孩子们
已不满足于体会语言的美，他们开始
从文字里品人悟理了！

课堂时间是有限的，但也是培养
口语表达能力最佳的时间。 我多么希
望有更多的孩子能抓住机会，勇敢表
达。 不要怕说错，我们就是在错误中
讨论，从错误中得出真知！ 下课后，周
灿还意犹未尽， 拉着我说：“蒋老师，
我还想讲‘客从外来，与坐谈’这句。
你看，对有求于自己的客人，邹忌还
能‘与坐谈’，和客人平起平坐，邹忌
真是很尊重他人呢！ ”说得真好！我平
时还真小看了他们。 从业二十多年来
到现在， 特别是当班主任多年后，我
才更深刻地认识到： 作为一名教师，
教给孩子们知识，这只是浅层次的教
学。 我们要从深层次了解孩子的内
心，触及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有理想
与抱负，让他们的思维飞跃。 只有勇
于思考，勇于创新，才算得上是真正
的教书育人！

岳阳市湘阴县湘江学校 蒋 斌

笔者自从教以来， 连续担任小学
科学科目教学已五年有余， 下面就目
前小学科学教学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分
析并提出一些解决思路。

一、学情分析
1、学科情况分析
科学这门学科涵盖了天文、地理、

生物、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
学习科学， 是为了让学生们对以后各
分支学科的学习有一定的了解。 学生
通过学习科学这门学科， 学会了观
察、探究，并分析、总结身边的一些常
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2、教师情况分析
正是由于科学这门学科具有相

当广的知识涵盖面，因而对教师的要
求相对较高。 但目前各大学校并没有
或者说几乎没有专业的科学教师，各
学校的科学教师大多是从事化学、生
物、地理、物理等分支科目教学的教
师，有的学校更是直接由语文或数学
教师取代或者部分取代了应有的科
学课程教学。 教师们要想认真去教科
学这门课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去备课。 而几乎每位科学教师还有
自己的专业课程需要教学，相对科学
这门学科高难度的教学要求和低认
可度的教学成果，教师们更愿意将更
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自己的专业课
程教学上。

3、学生情况分析
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接触到科学

方面的知识， 这个年龄段学生的特点
是年龄较小、 所接触的知识面窄、对
新事物的好奇心强、 接纳新事物的能

力强， 这样的特点使他们对科学学科
有很强的求知欲。 但是， 他们缺乏正
确、系统性地探究新事物的方法。如果
在这期间，老师不注意引导学生，一旦
他们的求知欲降低到一定阶段， 将会
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而此时教师
的正确引导可以让学生更好更快地找
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科学的方法， 提升
学生的成就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二、处理措施
从学校与领导者方面来看：
1、提升学科地位，从根本上重

视科学这门学科的教学。 正是因为
目前科学不上不下的学科地位，从
部门到学校再到科任教师都没有真
正意义上重视科学的教学工作，致
使出现科学课被侵占、 被挪用、被

“自习”等现象。
2、重视专业教学，提倡专业教师

专业教学。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教师
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作为一名专
业的教师一定要具备专业的情操和
意志以及专业的教学必备的技术和
能力。

3、减轻教师负担，让教师有更多
的时间与精力来从事教学工作。 教师
的负担不仅仅来自教学任务，更多的
是来自于应对各项检查、培训、网络
研修、班主任工作等各个方面。 据有
关报道，现在大部分教师只有不到三
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能真正投入到教
学工作中。

从教师教学方面来看：
1、认真做好课前准备工作，从容

施教。科学学科包涵的内容繁多，教师

如果没有充分做好课前的准备工作，
在课堂上有可能出现无法应对学生提
问的情况。

2、多做实验、多动手，从实践中
学习知识。 小学生有很强的好奇心和
动手欲望，同时还有相当不错的理解
能力。 但是，他们缺乏经验和实践的
机会。 相信教过科学的老师都能感受
到：如果这堂课有演示实验或者与学
生一起做实验，学生的学习热情会异
常高涨。

3、多和学生交流，培养师生感情。
小学生的思想非常单纯， 只要师生感
情融洽， 学生们从内心上认可老师对
他们的“好”了，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
学习。相反，如果教师一脸凶巴巴的样
子，让学生无法产生亲近感的话，我想
学生恐怕难以主动快乐地去学习。

4、耐心指导、平等对待，让学生
感受到老师从不曾放弃。 不是每一个
学生都有很高的理解能力与实践能
力， 大部分学生都只是能力平平，还
有少部分学生能力有所欠缺。 但是，
每一个学生都是从内心希望自己能
够在成绩上高人一等。 面对能力平平
或者能力欠缺的学生，老师们要耐心
指导，多加激励，不要过度打击，更不
要恶语相向。

在学生们的学习生涯中， 科学只
是其中的一科； 在老师的教学生涯
中，科学也只是大多数老师教学科目
中的一科。 但是，教好每一科目是老
师们的责任，而学好科学这一科目可
以使学生们为初中阶段的学习打下
坚实的基础。

小 学 科 学 教 学 现 状 浅 析
邵阳市隆回县六都寨镇马坪学校 欧阳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