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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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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课磨砺中收获 在潜心研究中升华 在师友扶掖中成长 

——2020 年小学数学青年教师第四次技能培训活动 

11月 19日，初冬时节，迎来盛宴。2020年江苏省小学数学优秀课评比暨课堂教学观摩研

讨活动在宜兴市实验小学隆重开幕。本次活动由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主办，无锡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协办，由宜兴市教师发展中心和宜兴市实验小学承办。 

    开幕式由江苏省小学数学教研员郭庆松老师主持，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何锋，江苏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主编王林，无锡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江辉，宜兴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许建锋，宜兴市教师发展中心副

主任陈祖荣，宜兴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汤小祥莅临参与。 

 

 

 



 3 

教学内容：二下《有余数的除法》 

执教老师：杜丽娜（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 

 

 11月 19日 9：10——9:50 

 

 

 

 

 

【他山之石】 

1、杜丽娜老师执教的《有余数的除法》，关注学生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从旧知出发引入新知，

设计新颖有趣的问题情境，通过对数泡泡以及分泡泡进行教学，引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在这一系列学习活动中，都体现的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让学生在能力提

升中感悟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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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二下《有余数的除法》 

执教老师：李雷（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 

 

 11月 19日 10：00——10：40 

 

2、李雷老师执教的《有余数的除法》一课，从生活入手，通过和学生一起进行“分铅笔”小

游戏的讨论，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引导学生经历了“具体—抽象—具

体”的过程。课堂上，李老师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除法知识，以生活化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

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平均分,有余数的除法的计算以及除数和余数的关系。在这一系列的学习活

动中，都体现了寓教于乐，充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能力提升中感悟数学。都

体现了“以生为本”的要旨，充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让学生在能力提升中感悟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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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二下《有余数的除法》 

执教老师：卞晓晖（泰州市姜堰区东桥小学教育集团） 

 
 11月 19日 10：50——11：30 

 

2、卞晓晖老师执教《有余数的除法》一课，卞老师在课堂上能充分考虑到学生学习的起点，

从学生喜爱的游戏入手，有四种不同的游戏，让每一小组选择一个，用算式来表示分组情况，

以此来构建有余数的除法算式。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发现分组以后还会有多出来的小朋友，从

而引出余数。最后通过探索发现的活动得出余数和除数的关系。在这一系列的学习活动中，都

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主旨，充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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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二上《观察物体》 

执教老师：王舒嘉（常州市天宁区博爱小学） 

 

 11月 19日 13：00——13：40 

 

 

4、王舒嘉老师执教的《观察物体》这课，以校内外照片导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在新授

课时，以观察小猴为主线，通过学生四人一小组，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进行观察，进一步体

会到不同位置看到的物体形状可能不同。最后，通过游戏“墙来了”，使学生们进一步明确观

察物体的要领。王老师的整节课生动有趣，学生参与度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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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二上《观察物体》 

执教老师：桑云（江苏省徐州市矿业大学附属小学） 

 
 11月 19日 13：50——14：30 

 

 

5、桑云老师执教的《观察物体》一课，首先就利用了学生熟悉的环境，如：学校门口，教室

内部的照片来吸引学生，引导学生观察。然后桑老师以小猴为素材，四人一小组从不同的方位

进行实物观察，寻找特征，紧接着是从形象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让学生自行想象观察到的物体

什么样的。最后从观察一个物体过渡到观察两个物体，进一步体会不同位置看到的形状可能不

同。经历从具体到抽象，从一个到多个物体的观察过程，获得了关于观察物体方法、方位知识、

识图方法等综合性整体性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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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二上《观察物体》 

执教老师：王倩（连云港市和安小学） 

 

 11月 19日 14：40——15：20 

 

 

 

6、王倩老师在上课前让学生先观察身边的环境，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缓解了学生的紧张情

绪。从而引入《观察物体》这一课。通过让学生观察教室的两张图片，并分辨出拍的位置。引

发了学生产生解决问题的需要，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好奇心。接下来王老师带领着小朋友们

进行了观察小猴子的学习活动，从前后左右四个不同的方向平视小猴子，观察到小猴子的样子

是不同的，并重点突出了分别从左面和右面观察这一重难点。整个学习活动都以学生为主体，

环环相扣，师生互动氛围融洽，学生积极性很高。这一节课的教学过程充分体现了新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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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二上《观察物体》 

执教老师：王萍萍（宝应县实验小学） 

 

 11月 19日 15：30——16：10 

的核心理念，培养了学生观察、操作、比较、想象等能力，发展了他们的空间观念。 

 

 

 

7、王萍萍老师执教的这节《观察物体》，大胆创新，整节课只以一种物体——大黄鸭作为观

察对象，避免情境频繁转变带给学生的思维干扰。这节课始终围绕教学目标，让学生学会数学

观察物体的方法，体会从不同的位置观察同一个物体，看到的图形可能是不一样的，并在操作

活动中，引导学生细致的观察比较，激发学生的兴趣，有层次性将学生的思维逐渐提升，在此

过程也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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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三下《认识面积单位》 

执教老师：陈晶（南通崇川学校） 

 
 11月 20日 8：20——9：00 

 

 

 

8、陈晶老师执教的《认识面积单位》是在学生理解面积的一样，能够初步比较图形面积大小

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在教学中多次为学生创设活动的机会，让学生在活动中发现，在发现中

感悟在感悟中提升，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创新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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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三下《认识面积单位》 

执教老师：周梦秋（常熟市崇文小学） 

 
 11月 20日 9：10——9：50 

9、周梦秋老师执教的《认识面积单位》一课，生动活泼，通过展示校旗，引导学生通过自己

的方式，来了解校旗的面积，并掌握面积单位。期间，通过多个小游戏，让学生正确直观的认

识到面积单位的概念，培养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及自主探索能力。课堂上，州老师充分利

用学生已有的知识，以丰富多彩的游戏进一步拓展学生知识，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思。在这

一系列的学习活动中，学生都完全投入，充满学习的热情，自主学习能力在不知不觉重得到提

高，感受数学的趣味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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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三下《认识面积单位》 

执教老师：茅羽（南京市力学小学） 

 
 11月 20日 10：00——10：40 

10、茅羽老师执教的《认识面积单位》一课，从比较两个长方形大小入手，每个长方形的小方

格个数不同，因此需要统一的标准，从而引出面积单位。茅老师通过设计有层次的问题，在学

生认知上创设矛盾，引导学生不断探索，学生学习兴趣高涨，学生在比一比、估一估、量一量、

找一找等活动中，自主探索，充分体验，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感悟到面积的实际含义，建

立清晰的表象，加深学生对面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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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三下《认识面积单位》 

执教老师：李丛（宿迁市宿豫区豫新小学） 

 
 11月 20日 10：50——11：30 

11、李丛老师执教额《认识面积单位》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数学学习的活动，形成概念的正

确表象，借助表象进行正确判断和推理。让学生在发丝中体验感情、态度和价值观。在教学中，

合理利用小组合作，让学生自己去探究新知，感受学习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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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三下《认识面积单位》 

执教老师：李胜男（丹阳市实验小学） 

 
 11月 20日 13：00——13：40 

12、李胜男老师在执教《认识面积单位》这一课时，先从学生学过的长度单位的统一入手，提

出疑问：面积应该如何来测量？建立了旧知和新知之间的联系。接着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同

桌合作、小组活动等方式认识平方厘米、平方分米以及平方米，掌握数学知识的同时获得数学

活动经验。最后将学到的面积单位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整节课的设计，让学生在玩的过程

中主动获取知识，注重与学生生活的联系，使课堂充满活力。 

 

 

 

 

 

 

 

 

 

 

 

 

 

 



 16 

教学内容：三下《认识面积单位》 

执教老师：董郡（盐城市腾飞路小学） 

 
 11月 20日 13：50——14：30 

13、董郡老师执教的《认识面积单位》这节课，十分注重学生的一个自我感知的过程，结合小

学生的认知特点，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动手实践。由一个小木片引出学生对面积的疑惑，然后

组织了看一看，画一画，找一找，量一量等一系列的操作活动，一步步展开，将学生从对具体

事物的面积的表象认识逐步抽像出面积及面积单位的概念认识。整个教学过程，层次分明，详

略得当，学生的思维感知都得到了激活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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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六上《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展开图》 

执教老师：蔡霞（泰兴市师范附属小学教育集团东润校区） 

 

间：11月 19日 8：20——9：00  

 

 

1、蔡霞老师执教《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展开图》一课，充分借助操作活动和多媒体，帮助学生

想象。先让学生想象折叠过程，并通过操作和课件播放动态过程验证想象结果，形成思维的记

忆，逐步发展空间想象能力。同时，蔡老师发现，学生在操作活动中，视觉、触觉、听觉等多

种感官协同作用，完成对具体对象的抽象，形成相应的空间观念。有目的的操作，更容易让学

生产生一种积极因素。所以操作之前，强化了“需要剪出不一样的展开图”这一要求，学生在

操作中，每剪一刀都会认真思考，边剪边想象其展开图，在这样的操作过程中，学生建立的动

态表象更加具体生动。 

 

 

  



 18 

教学内容：六上《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展开图》 

执教老师：徐伟（昆山市教师发展中心） 

 

间：11月 19日 9：10——9：50  

  
2、徐伟老师执教的《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展开题》，以轻松幽默的语言氛围，“拆盒子”情境，

调动了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在认识长方体和正方体展开图的过程中，时刻注重学生的观察、

操作活动；引导学生通过空间想象，判断展开图各个面与相应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对应关系，并

以多媒体动画一一印证，发展空间观念；以学生为课堂主体，将教学重点、难点完美地融入到

各个活动、游戏之中，层层瓦解；利用正方体展开图的经验，进行学习迁移；环环相扣，师生

互动氛围融洽，整个教学过程充分体现了新课程标准的评价方式，让学生怀着强烈的学习意愿

和自信畅游在数学课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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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六上《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展开图》 

执教老师：黄春华（无锡市东林小学） 

 

间：11月 19日 10：00——10：40  

 

3、黄春华老师诠释的《长方体、正方体的展开图》，充分呈现了“学生是课堂小主人”的特

点。课前通过一段扇子、画卷展开视频，为新知铺垫，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以愉快、温

和的音乐为背景，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认识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展开图，培养与他人合作的意

识，并加深对长方体和正方体特征的认识；带领学生亲身经历正方体、长方体展开与折叠的活

动过程，积累丰富的数学活动经验；在想象、操作等活动中，初步感知平面图形与立体图形的

关系，发展空间观念；鼓励不同的想法，在不断启发、引导的过程中锻炼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以规范、严谨的数学语言编织出整个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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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景飞老师执教的《除数是小数的除法》，为营造计算教学的现实情境，从学生亲身验的

情感现实出发，引出今年新冠疫情场景图片，勾起学生对疫情发生以来的生活体验与经验，为

本节课教学提供有效的学习素材和必要的思维支撑。方面使学生感受到数学源干生活，生活中

处处充满数学;另一方面也使学生从抗疫情境中激发计算的激情与热情，体会计算学习的必要

性和掌握科学计算方法的数学价值。同时在教学实践中 ，石老师不断激活学生已有的生活经

验相已有知识，努力为学生创设自主四索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计算算理的数学情境和教学环节，

市学生儿童化的算理表达得以充分流露，激发学生逐步进行思维类推和算理抽象，使学生已有

的计算经验和知识基础得到自然勾连，不断逼近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计算的算理本质 

 

 

  

教学内容：五上《除数是小数的除法》 

执教老师：石景飞（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小学） 

 

间：11月 19日 10：5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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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五上《除数是小数的除法》 

执教老师：葛乐（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间：11月 19日 13：00——13：40  

 

5、葛乐老师在执教《除数是小数的除法》时，先呈现洋洋和妈妈一起区超市购物情境，引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问题意识。同时，在商不变的规律从整数除法拓展到小数除法领域时，进行

了“适当的”解释说明，以体现数学学科的严谨与逻辑，并以此来孕育学生的质疑和理性精神。

实现算法多样化与方法最优化、意义丰富性与表达简洁性的有机融合。通过强化学习体验和感

受，激发学生内在“自觉”,在思维的拔节生长中，增强整体构建意识，发展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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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四下《乘法分配律》 

执教老师：王茜（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间：11月 19日 13：50——14：30  

 

6、王茜老师执教的《乘法分配律》，充分考虑四年级学生的学情，凭借已有的计算经验，能

够初步感知到两道算式之间的相等关系，但这只是一种感觉 、猜想，究竟为什么相等呢?引导

学生进行深入探究，寻求对乘法分配律的深层理解和建构。所以课堂上，王老师使得“分配”

的特点和结构感受贯穿始终，充分体现了学生自主探究能力，课的最后，引导学生回顾整理本

节课的内容，教学不仅是教知识，还应该帮助学生逐渐感受学习方法，由“学会”发展到“会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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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四下《乘法分配律》 

执教老师：钱兆兰（盐城市新河实验小学） 

 

间：11月 19日 14：40——15：20  

 

7、钱兆兰老师执教的《乘法分配律》一课，重视在熟悉的生活情景中探究和发现乘法分配律，

由 PK吸引学生注意，并在发现规律的过程中，发展比较、分析、抽象、概括能力以及交流能

力，在课堂上不但注重挖掘学生的潜力，还让学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同时，增强合作交流能

力和表达能力。整节课中，学生通过模仿算式结构，发现特征，猜想验证，过程有趣而深刻，

充分体现了数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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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四下《乘法分配律》 

执教老师：胡清（淮安市实验小学） 

 

间：11月 19日 15：30——16：10  

 

8、胡清老师在课前通过复习之前学过的运算律，从而引入《乘法分配律》这一课。通过具体

的问题情境，学生产生解决问题的内需，经历探索和发现乘法分配律的过程。在观察比较中，

学生初步感悟课上提出的等式的相同与不同，然后猜想规律、举例验证。胡老师还运用了几何

画板，生动形象地表现出等式的变与不变，学生概括出了规律，由此获得了成功学习的体验。

接着还用“贴瓷砖”“跳绳问题”“门钉问题”的生活实际问题与学生互动，加强知识的巩固。

最后以已知未知的知识，激发学生继续研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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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四上《认识垂线》 

执教老师：谭婷（宿迁市实验小学） 

 

间：11月 20日 8：20——9：00  

 

9、谭婷老师执教的《认识垂线》一课,由一个点,任意画一条直线引入,继而引出两条相交直线,

最后重点讲解两条直线互相垂直的特征,替别是用动画《喜洋洋与灰太郎》形象地讲解出点到

一条直线的距离。通过本课学习，学生在认识垂线和点到直线距离的过程中,初步体验由具体

实例抽象出几何图形的过程,培养观察、操作、比较、想象等能力，发展空间观念，为以后初

中学习几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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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四上《认识垂线》 

执教老师：岑瑜（常州市觅渡桥小学） 

 
间：11月 20日 9：10——9：50  

 

10、岑瑜老师执教的《认识垂线》一课，从学生熟悉的校园场景出发，抽象成平面图，这是不

露痕迹的进行几何直观的培养。随后是引导学生进行分类，观察、比较和动手实际测量以及推

理等学习活动，理解垂直的概念，让学生在生活中找垂直现象，建构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进一

步促进学生对垂直的理解。除此之外，指导学生在具体问题情景中，认识点到直线的距离，知

道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的所有连线中，垂直线段最短，因此，本课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引导学

生基于生活经验经历几何概念的抽象过程，发展空间观念，积累图形研究的方法和经验。充分

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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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四上《认识垂线》 

执教老师：张丽娟（扬中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间：11月 20日 10：00——10：40  

 

11、张丽娟老师执教的《认识垂线》一课，根据学生已有知识引入，开课简洁明了，切入主题，

特别是课件演示两条直线相交，通过“角度”变化，形成各种不同的相交的位置关系，自然地

过渡到本课的重点互相垂直的概念，紧接着让孩子自己去发现一个点到直线之间最短的距离是

哪一段，接着通过联系生活实际“跳远、过马路”等实例加深对最短距离的理解，激活学生的

学习经验，本节课学生的学习，有动态的操作和静态的思考，操作和思考相辅相成，取得了较

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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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四上《认识垂线》 

执教老师：臧成绩（新沂市新安小学） 

 

间：11月 20日 10：50——11：30  

 

12、臧成绩老师执教的《认识垂线》一课，使用独特的“互相握手”的方式导入新课，积极的

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本节课，臧老师注重引导学生理解相交成直角的含义，出示了平面图，

引导学生在分类中比较，通过三角尺或量角器度量，画垂线时，老师通过了折纸，生动的再现

了垂直，加深了对互相垂直概念的理解，通过打车路线问题，感知最短路线，从而揭示概念。

通过本课学习，学生体会了教学与生活的联系，获得学习成功的喜悦，提升数学推理和空间想

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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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四上《认识垂线》 

执教老师：邵瑛娇（宜兴市实验小学） 

 

间：11月 20日 13：00——13：40  

 

13、邵瑛姣老师执教的《认识垂线》一课，邵老师在课堂里充分体现了如何基于位置关系，把

握垂直和距离的本质，展开空间想象和推理，提升直观想象核心素养。如何创设适宜的情境，

基于知识逻辑，激发学生从静态观察抽象到动态体验思辨，进行结构化认知。如何借助数学实

验，充分展开探究求真过程，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科学精神，彰显学科教育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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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六上《认识百分数》 

执教老师：胡辰（连云港市院前小学教育集团） 

 

间：11月 20日 13：50——14：30  

 

14、胡辰老师执教的《认识百分数》一课，胡老师本节课从以下两个问题入手，第一，如何有

效处理学生已有知识及生活经验与要重点探究的百分数意义之间 的关系。第二，如何让学生

在解释百分数意义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其显示价值。通过本课学习，让学生体现“数学来源于生

活、高于生活、用于生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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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动】 

第一学段第一天的互动交流由南通市海门市能仁小学校长、江苏省特级教师杨惠娟主持。杨校

长提出，看课堂一定要看教学内容，数学课的本质就是看知识点要讲到什么程度。7 位教师也围绕知

识的本质从教学目标、教学手段等方面回答自己是如何激励学生，促进学生的思维提升以及发展学

生的数学素养。最后，杨校长指出，这次比赛不仅是赛场，也是青年教师们成长的舞台，要争取教

师努力、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的多维度发展。 

 

专家老师在主持第一学段第二天互动交流活动中指出，各位老师的教学设计四个方面相同

的要点，分别是从体会统一面积单位的重要性；建立面积单位实际大小表象；选择合适的面积

单位估计、测量；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来设计教案并展开教学活动。之后由当天执教的陈晶老

师、周梦秋老师、茅羽老师、李丛老师、李胜男老师、董郡老师先分别进行了自我评价，对自

己的教学结果做出了简单的评估。然后六位执教老师针对专家老师提出的——如何帮助学生建

立面积单位大小表象？基于“单元”视角，教学如何更好的承上启下促进学生有效建构？教学

中如何引导学生体会测量的本质？这三个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他们从自身实际出发，对纲要

分板块进行解读，讲解全面，条理清晰，亮点频出。在聆听各位老师的解答之后，各位观赛教

师对六位执教老师教学过程中的值得借鉴之处表示赞赏。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布鲁纳曾说过：“教

会学生学习比学会什么都重要，未来的文盲是不会学习的人。”既要重视教法的研讨、研究，

又要重视学法的探讨和探究，并且要把教法立足于对学法的探究的基础上，研究学法，探索新

路；不仅让学生学懂、学会，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会学”。这也正是本次交流互动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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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 16：20，第二学段会场由南京市建邺区教师发展中心王凌老师主持，在主持人幽默

诙谐的提问中，8位上课老师对自己的课堂再一次审视和深度思考，老师们感慨由“自信”到

“迷茫”最后再次“坚定”的心路历程。大家围绕教学目标、关键问题达成度分别阐述了各自

团队的设计理念与突破创新。江苏省苏教版教材主编王林老师针对上课内容作了高屋建瓴的点

评。 

 

 

 

20日 14：40，第二学段的现场互动交流也是在特级教师张辉老师的主持下进行得如火如

荼。张老师引领上课老师对预期目标进行了自我评价，分享自己磨课过程中的收获和体会，通

过核心问题的探讨，激活每一位与会者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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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结语】 

两天的时光匆匆而过，无锡小学数学第二学段优秀课教学评比活动也在教师与同学们的欢

笑中接近了尾声。清诗近道要，识子用心苦。参赛老师们的科学设计、尽思极心，为我们带来

了 27节各具特色的优秀课例。让我们在学习教学方法之余更领略了什么叫做对课堂的无限投

入与热情。通过此次活动，我们应当明白数学教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与

追寻，而对待课堂的热情和用心却是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