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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3 月 17 日、18日，绵阳市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跟进培

训走进游仙五里小学，与游仙区小学语文青年教师口语交际

教学展评活动完美结合。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专家团队成

员、游仙区小学语文教研员姚爱萍老师全程组织此次培训活

动，游仙、梓潼、江油等学校的近百名市级骨干教师和游仙

区的三百余名小学语文老师参与了观摩学习。 

经过学校、片区层层选拔出

来的十二位老师为大家呈现

了精彩的口语交际课堂教学。

十二堂课涵盖小学一到六年

级，较好地体现了口语交际教

学的特点。老师们积极利用和

开发课程资源，精选贴近学生生活和具有童真童趣的话题，

充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如视频、图片、语言、音乐、表演

等，创设学生感兴趣的交际情景，善于利用“具体事例”教

给学生表达和倾听的技巧，积极构建学生乐意表达、勇于表

达的场，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努力展开多层次、多向度的

交际训练。让所有学生都参与进来，既学会了怎么听和说，

更学会在情境中互动交际。学生的表达能力、倾听能力、交

际应对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 

在十二位赛课选手中，有两位小学语文骨干班学员闪亮

登场，展示了小语骨干教师的风采，受到了与会老师的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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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获得比赛一等奖。游仙区白蝉小学的杨林老师创设了

美好的童话情境，以“帮助小白兔过河”为话题，激发孩子

们交流、讨论、评价。学生的表达交流兴趣被充分激发，思

维活跃，语言流畅，应对恰当。那颗助人为乐的善良之心就

在这样的交际中，润物无声地播种。游仙区徐家镇伟清小学

的唐倩老师带领孩子们从慢羊羊的故事讲起，以“看谁想得

妙”为由头，激发出孩子画、说、评的欲望。从一句话到一

段话，学会有条理的表达，和谐的互动，恰当的应对，课堂

其乐融融。 

绵阳市师培中心周平凡校长、罗静主任、任小倩主任和张

迅菠老师来到游仙区五里路小学培训现场，慰问了参与观摩

培训的老师们，并对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的跟进培训走在前面

表示了大力的肯定。其时，杨林老师正在执教《帮助白兔过

河》，他们为课堂上师生活跃的交流氛围、热烈的语言沟通

而点赞。18 日下午，巩建华老师和黎琼老师在涪城区跟进培

训刚刚结束之际，

又马不停蹄地赶到

游仙会场，让参训

老师深为感动。展

评活动结束后，巩

建华老师结合两区

的跟进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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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口语交际教学的话题给老师们做了精彩的讲座。 

短短的两天，十二堂精彩纷呈的口语交际教学，还有游

仙区的两位特级语文教师罗晓敏和李筱华针对当天课堂教

学的精彩点评指导，感性观摩与理性指导的融合，让参与跟

进培训的老师受益匪浅。大家一边听，一边思考，一边讨论，

原来对口语交际教学的困惑、误区得到了有效的引导，培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姚爱萍老师根据语文课程标准中对口语交际课的

要求，结合几堂课中的优点和值得探讨的地方，对活动进行

了总结。并对骨干教师后期培训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此次市级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跟进培训活动，既给市级小

学语文骨干教师们搭建了充分展示自我的平台，又给不同区

域的老师们提供了互相交流的良好机会。俗话说，“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从学校到电大，从电大到游仙，从游仙回

到自己的课堂，老师们已经行走在一条螺旋上升的路上。 

 

（供稿：游仙区万达学校 赵敏；游仙区教研室 姚爱萍） 

                      

 

 
 

打开语文教学的另一扇窗 

     ——写于执教口语交际课《说声感谢很容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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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看到骨干教师培训群里发出的通知，要求骨干教师

要率先上口语交际课时，很是有些惊诧：因为自己执教的这

13 年间，似乎还没听过哪位大师执教过口语交际课，一向都

是阅读课的教学称霸语文教学赛课现场。而且常态课中，对

于口语交际课总是忽略不计的。这一通知，敲响了我脑子里

的警钟，我一直在语文教学的道路上尝试着，可万变不离其

宗，一直都是围绕阅读教学在做文章。却忽视了语文教学的

另一扇窗——口语交际。 

叶圣陶先生指出：“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语文课的主要

任务是训练思维，训练语言(同时也训练思想品德)，而思维

能力和语言能力，儿童时期打下的基础极关重要。”由此可

见，口语交际课是多么的重要了，可我着实忽略了这扇窗。

该如何来上好一堂口语交际课呢？我思量许久，似乎连确定

主题都令人难以抉择。 

真正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来自于去观摩游仙区的口语

交际选拔课活动。3 月 17、18 日整整两天，我们都在五里堆

小学观摩学习。12 位来自不同学校的年轻老师呈现了 12 堂

不同风格的课。听到好课时，不觉让人眼前一亮，不禁舞之

蹈之，似乎心跳都随着上课的节奏起伏着。有些课也让人叹

息，虽然我知道没有一位赛课的老师不是付出了巨大的劳

动，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明显的差距。我心疼老师在讲台上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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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表演，底下的学生却无动于衷；我感慨老师一直在催促

学生“赶快、抓紧”，这样的氛围压抑得人快要窒息；我为

那些从上课一直到下课都喋喋不休的老师担忧。这样的语文

课堂着实令人担忧——老师到底教给了学生什么？学生在

课堂上的增长点体现在何处呢？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给这

12 位老师点个赞，撇开赛课成绩不谈，他们都勇气可嘉；他

们都是顶着繁重的教学压力来的；他们的背后都还有一个团

队的期盼；还有他们执着追求进取的那颗心。可我连尝试的

勇气都没有。我应该向他们学习，无论结局如何，敢迈出这

一步才是最可贵的，其次是过程的享受，最后才是结果是否

达成。 

12 堂课中，我最欣赏的是富乐实验小学的任芙蓉老师执

教的《学会赞美》一课。整堂课中，教师的语言干净利落，

态度温和可亲，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学生一直沐浴在一种

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得自然开心。教学设计巧妙，贴近

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有话可说；设置多种情境，让学生

在一个又一个的练习中一步步学会了如何用具体、恰当的语

言赞美他人，并懂得及时、有礼地回应他人的赞美。最为可

贵的是任老师有意引导孩子学习评价他人的对话。这可以说

是对学生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更高层次的训练。当然，这

堂课也有值得改进之处，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会有新意地赞

美时，所给时间很少，几乎是一带而过，放弃了一个让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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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锦上添花的机会。 

两天的观摩活动结束时，我开始有些蠢蠢欲动了。我果

断确立了上课的主题——《说声感谢很容易》。（后来在观摩

市级赛课时，才听说三台外国语学校的邹红老师执教了《感

谢，就要大声说出来》，似乎好评连连，只可惜我无缘学习

到。）一口气设计出了教案：一是以诗歌《感谢》开场，让

学生来猜本堂课的主题，通过学生的回答揭题；二是再读诗

歌，引导学生发现感谢时是要讲明理由的，由老师提升为“感

谢要具体”；三是师举例示范，引导学生明确“感谢要恰当”，

并请学生依据两条要求，感谢感谢身边的同学、老师，给学

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四是抛出话题，激起学生的辩论意识，

请他们就“感谢是否要及时”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再

播放一段视频，请学生观后再来抒发对辩题的认识，从而引

导他们认识到“感谢要及时”；最后请学生把今天所学带到

自己的生活中去，感谢值得感谢的人和事，尤其是最易被忽

视的亲人。 

我自认为这样的教学设计环节清晰，易于操作，加之因

为是校级献课，所以也没有过多地揣摩。上过之后才发现存

在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如：因为懒于预设，所以对学生的评

价语不够精准；因为对时间的把控欠缺，学生间的互相致谢

这一环节没能得以呈现；确立的辩题争辩性不强，小型辩论

没开展起来；六年级学生较为羞涩，较沉默，不易调动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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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情绪；学生作为评价者，不太会评价（这跟平时疏于训

练有关系）。细数下来，我觉得很是失败，一堂课居然出现

了如此多的失误。究其根本，还是因为自己对口语交际的认

识太浅薄，应加强理论学习，多思考、多揣摩，注重结合学

情来进行设计。 

其实，学生是很喜欢口语交际课的。因为她们天生是喜

欢表达的，只是有时面对某些话题，不知如何说，不知说什

么而已。这真的需要人来教。教师就应为此尽一份力。试想

想多年后，当我们所教的课文已经被学生遗忘得一干二净

时，没关系，您教会了她说话、倾听、回应，您还教会她与

人交流时要互相尊重，要自信等。我相信，她会因此而铭记

终身：曾经有那样一位老师，上过那样特别的课（口语交际

课），让我受用一辈子，老师，我感谢您！ 

所以，让我们从现在起，打开语文教学的又一扇窗——

口语交际。让我们从教会学生说话开始，为学生的语文素养

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供稿：科学城一小 谢春燕） 

 

情境创设的魅力 

——让口语交际鲜活起来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只有在人际交往中才能真正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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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口语交际训练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却也是大多数

语文教师教学中的一个盲区。今年，绵阳市语文教学的翘楚

姚爱萍老师、巩建华老师和黎琼老师不辞辛劳指导筹划了

“小学语文中青年教师口语教学比赛”，一堂堂精彩纷呈的

口语交际课，一次次语言的融合和智慧的碰撞，特别是课堂

中巧妙创设的情境，点燃了学生乐于表达的激情，给听课的

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纵观这些优秀的教学案例，他们创设情境的方法不一而

足，但都立足于课堂，来源于生活，也引发了我进一步思考：

在教学过程中如何采取多种有效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

让学生乐说、会说、善说。如何寻求对策，营造生动形象的

交际氛围，切实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一、再现生活画面，营造交际氛围。 

生活是口语交际的内容，丰富多彩的生活为口语交际

提供了源头活水，创设特定的生活化情境能够触发学生的语

言动机。彭晓丽老师在教学《我最爱吃的蔬菜》一课时，准

备了种类繁多、新鲜青翠的蔬菜到课堂。一下子把孩子们带

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景，顿时引起了孩子的情感共鸣，激起

了孩子的表达欲望，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想要登台表演。 

在扮演顾客和售货员角色时，孩子们的口上功夫展现

得淋漓尽致。买主极力讨价还价，卖家彬彬有礼，为了吸引

顾客，把各种蔬菜的营养价值介绍得一清二楚。孩子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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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境中自由表达，不仅演绎了生活，不知不觉间也学会了

交际的方法与技巧。  

二、精湛的语言艺术，激发表达欲望。 

每一堂课的导课，教师无一例外都用富有感染性的语言

为学生创设情感画面，使他们积极主动地融入角色，并在交

流过程中用自己的语言帮助学生找到情感共鸣点，使他们在

言之有物，言之有序的基础上做到言之有情。如我校朱小英

老师在教学《找春天》时，通过生动的语言描绘，配上舒缓

优美的轻音乐，很快就把学生引领到绿草如茵、花红柳绿，

百鸟欢唱的春天美景中。 

农村孩子亲近自然的机会较多，果园、菜园、花园……

都是他们的乐园。老师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唤醒了他们已有的

经验，激发了他们的表达欲望，交流时当然就得心应手。课

堂上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发言，用上了平时积累到的好词佳

句，把自己眼中的春天描绘得如诗如画。 

三、灵巧的简笔画，创设想象的空间。 

简笔画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创作方式，一个简单的

图画可以扩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激发主动参与表达交流的热

情。唐倩老师在执教《看谁想得妙》时，以“画”为主题，

请小朋友在圆圈上添上几笔画成一幅画。提醒孩子：我们不

是在比谁的画技高超，而是看谁能用简简单单的画表达出丰

富的意义来，画得让人喜欢，让人佩服，所以在画之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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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得新、想得奇，这样才能添得巧、画得妙。 

于是，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在圆上添上几笔，太阳、指南

针、笑脸娃、飞舞的气球……一应俱全。老师进而引导孩子：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教室就是你畅所欲言的海洋，你可

以尽情地介绍自己的画或是了解喜欢的画，让我们共同来分

享你与他人交流的快乐。 

围绕作画，介绍画，整堂课孩子们相互交流的气氛是那

么融洽！ 

现实生活是多层面、多色彩的。以上课例创设的交际情

境都基于生活，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融入到真实对象和真实效

果的现实言语交际活动中，使学生从“实战”中得到真实的

口语交际体验。 

在听课、学习的过程中，我切实感受到上课老师们精心

创设贴近学生生活内容的情境，灵活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和

策略，让学生主动投入到说话训练中去，使口语交际之旅折

射出灵动鲜活的魅力。 

（供稿：新桥博爱小学 唐丽萍)     

 

 

享饕餮盛宴 思交际教学 

——记游仙区口语交际赛课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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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万物复苏的阳春三月，根据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

心的安排，绵阳市第二批小学语文骨干教师专家团队，带我

们走进了游仙区五里路小学。这是一座看似普通却处处透露

着书香气的校园，游仙区的口语交际赛课活动就在这举行。

当走进赛课场地看到座无虚席的会场，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一

股浓郁的学习气流扑面而来，静下来心来我们享受这场小学

语文口语交际的教学盛宴是我心中此时唯一的念头。 

    本次活动的教学内容涉及我们小学语文的每个年级，类

型也很广泛，十分有探究的价值。面对一直不是很重视的口

语交际课程，在来听课前我也作了一些简单的学习。所谓口

语交际就是指用一种教学策略和方式，是听话、说话能力在

实际交往中的应用，听话、说话是口语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我们不能把口语简单地等同于听话、说话，它不包括交际

过程中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概括、归纳等思维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创造能力等，

在口语交际训练中只有让学生多种感观都参与到活动中来，

才能切实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在这个重书面考试的时代，面

对孩子高分低能的现状，培养孩子的倾听、表达以及应对能

力无疑是教育面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本次所听的十二堂口语交际课，无论是选题，还是在教

学上都充分的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老师的亲和

力都非常强，扮演好了拐杖的作用。尤其是我们骨干班的同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74/80590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50638/110969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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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徐家小学的唐倩老师，在《看谁想得妙》的课堂展示上更

是展示了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形象，面对一年级的孩子不慢

不急，看似困难的学生表述在老师的牵引下一步一步的提

升，给我们低段口语教学做好了垂范。 

虽然 12 堂课都很精彩，看似课堂也是充满生机、充满

活力，但是在听完之后，我也在反思这样看似热闹的课堂氛

围，对孩子的口语交际能力是否有所提升。再三思量，我觉

得本次所听的课堂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具体

如下： 

1.面对生活阅历少的孩子，在创设情境教学上应该多选

取与孩子的实际生活相关的话题，让孩子在交际场中有得

说，有得听，并能及时的应对； 

2.课堂上的优生仍然掌控着话语权，学生的练习面、练

习度、练习效果都还需进一步加强。虽然课堂上教师也在尽

量营造让全班都能动起来、说起来的氛围，但实效性却不强，

教师的指导性还不够明确到点，弱差生在课堂上的弱势地位

并没有随着老师课堂的深入得到改变； 

3.课堂上的评价标准还比较的宽泛，实际操作性不强，

学生在评价中只是在把老师所例举的大点一一放大，但没明

确到具体的表述中，缺少对评价对象的明确点评，致使被评

价者提升不够； 

  口语交际课堂展示是绵阳小语课堂上的一个新力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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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摸索阶段，感谢本次游仙区教研室给予我如此宝贵的学

习机会，我会把学到的东西好好运用到实践中去，让我的孩

子的口语交际能力也能上一个新的台阶。 

                          （供稿：北川桂溪镇小学 邓海燕） 

 

 

 
 

 

 

（供稿：绵阳市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