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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导航 
 

 

绵阳市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跟进培训——走进涪城 
 

亲近孩子的童言童语 
 

 

阳春三月，春意浓浓。绵阳市

小学语文骨干班的老师们欢聚一

堂，美美地享受了一场精神盛宴。 

3 月 17 日、18日，涪城区小学

●培训动态   ●学员日志  ●学情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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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青年教师“口语交际”赛课活动正在绵阳市花园实验小

学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涪城、江油、三台、各园区、市直

属学校的绵阳市小学语文骨干教师们和涪城区各学校的老

师们一道，积极参与，认真听课。 

在两天赛课活动过程中，参赛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堂堂

精彩纷呈的课例。老师们结合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体验，创设

生动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动情、动口、动手，积极参与整个

课堂教学过程。 

在低段的口语交际课堂，参赛老师们通过创设童话情景，

激发孩子们想说想表达

的欲望：小熊的生日到

了，想邀请好朋友小松鼠

参加生日宴，请你帮他打

电话吧！《小乌鸦爱妈妈》

的故事和歌曲小朋友们耳

熟能详，那么，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做了些什么?你将来打算

为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在中高段的课堂，老师们设计了贴近孩子们生活实际的

话题，引导学生有顺序地、条理清晰地表达，如：《舌尖上

的美食》，让人一听就口内生津感兴趣的话题；《爸爸，请

放下手机》，这是当今社会多少孩子们的心声呀；《劝说》，

由热门漫画《父与子》中儿子劝爸爸坚持锻炼，拓展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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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劝说同学不购买垃圾食品等，交际话题来源于生活，又

回归到生活中去；《赞美》你心目中的“最美”少年，引导

学生抓优点、举实例，身边人、身边事，孩子们怎会无话可

说呢？ 

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巧妙的课堂设计、赛课老师们的课

堂机智，使整个比赛过程热烈而精彩，学生们思维活跃，想

象丰富，交流大胆。 

课堂展示结束后，区进

修校巩建华校长对此次展

示活动进行了总结，结合十

堂课以及老师们平时的教学

实际，提出了口语交际课堂存

在的四个误区：口语上成了书

面语；口语交际成了单向说话 或者师生对话；老师

成了说的主体，学生成了倾听对象；活动丰富多彩，但与预

想目标有较大差异。 

巩老师指出：口语交际包括两个方面，说和听；不仅要

引导学生有条理地表达，还要教会学生有礼貌地认真倾听；

“多向互动”才是口语交际课堂的理想状态；课堂中所有设

计的活动首先应激发孩子交际的兴趣与欲望，话题要贴近生

活，才能让学生有话可说，并要让学生畅所欲言；教学目标

的定制一定要遵循年段的口语交际训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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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巩老师对老师们今后的口语交际课提出了具体的

建议： 

1.明确口语交际训练的层次性和连续性； 

2.创设贴近学生生活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欲望； 

3.加强语言积累，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 

                       （供稿：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张杨波） 

 
 

让口语交际成为一种乐趣 

——绵阳市口语交际课课堂教学观摩心得 

 

3 月 17、18日，我们怀着满心的期盼，来到绵阳市花园

实验小学，参加市语文骨干教师跟进培训活动。这次培训观

摩了绵阳市涪城区口语交际赛课，我们有幸现场聆听了十节

口语交际课，老师进行了精彩的口语交际课堂展示。“学会

赞美”、“学会感恩”、“保护动物”……每一个话题的抛出都

激起了同学们当众表达的欲望。课堂上，孩子们时而眉头紧

锁，思考问题；时而畅所欲言，感受语言魅力；时而开怀大

笑，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可爱的孩子们频频举手，大胆

地走上讲台，表达自己的见解。下面就此次听课谈几点粗浅

的看法： 

一、凸显特点，训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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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必备

的能力，应在具体的口语交际情景中，培养学生倾听、表达

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谈的素

养。细读该条，不难看出关于口语交际的几个关键词，倾听、

表达、交流、文明、沟通、交往。解读这几个词语，倾听、

表达和交流是学生口语交际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能认真听

别人说话，能表达自己的见解，能用自己的话与别人交流。

而文明，应该是学生口语交际语言的礼貌性。 

在口语交际活动中，学生不仅要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

把别人讲的听明白，还要对不理解的问题及时向对方请教，

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要进行讨论，达到沟通思想、交流信息

的目的。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不仅要会说会听，还要察言观

色灵活应对。因此作为口语交际活动组织者的教师就必须让

学生明白听、说、评的交际要求。就这方面而言，讲课的老

师大多做得很好。在让学生组内交流之前，先展示听、说、

评的要求，即：说（大胆说，说清楚）听（认真听，听明白）

评（夸一夸，提建议）除此以外老师们还做到在口语交际中

及时提醒学生：表情自然、语速音量适中、态度诚恳；站立

时，挺胸收腹抬头、目光平视；坐着时，头正、身直腿靠拢，

眼睛注视交流的对象以示礼貌。教育学生努力做到一举一动

文明礼貌，一言一行真诚友善。 

 二、创设情境，再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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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交际是交际双方为了特定的目的，运用自己的口头

语言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言语活动，也就是说，口语交

际是在特定情境中发生的一种交际现象，它具有情境性特

征，因而创设具体的情境，是进行口语交际的先决条件。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创设生动、活泼、有趣的交际环境，营造

民主、和谐、融洽的交际气氛，让学生产生强烈的交流欲望，

乐于交际，善于交流，是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要手段。

在这方面，本次执教的大多数老师都能做到。如《爸爸，请

放下手机》、《说说我自己》、《劝说》、《舌尖上的美食》等几

节课中，执教老师让学生尽可能在真实、自然的特定环境中

进行口语交际，让学生有交际的欲望，有交际的内容。这种

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次学习中，我们有幸倾听了巩建华老师的专题讲

座，了解到目前口语交际教学中存在的困惑：把口语交际课

上成了书面语言的指导课、思品课、生命安全课；目标设置

不明；方法交给不当；评价的促进不够。 

通过本次学习，我更明白了口语交际课的重要性，我们

要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多给学生机会，激发其表达的欲望，

把握契机，有步骤地进行指导，让口语交际真正成为一种乐

趣，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才会得到更大的提高，为今后学生

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供稿：三台外国语学校  刘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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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少年赞赞赞》听课有感 

                             

     3 月 18 日，持续两天的“涪城区小学语文口语交际课

堂展示”在花园实验小学落下帷幕。期间，有幸聆听了东辰

二小邓燕老师执教的《最美少年赞赞赞》，执教老师以贴近

儿童的话题、富有层次的预设、巧妙流转的推进、学生语言

看得见的生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１．趣味性十足，激发交际动机 

口语交际是在特定的环境里产生的言语活动。这种言语

活动，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就无法进行，因此口语交际的

教学活动“应在具体的交际情境中进行”。上课初始，执教

者一句“春天的花是美的，你们的笑脸是美的”首先把全班

孩子的笑脸图片美美地展示在大屏幕上，激发学生积极参与

交际的兴趣，接着把学生称赞的话题带进抓住自己熟识了四

年的每一位同学身上一个最突出的优点，“你们都有一双发

现美的眼睛！”学生情绪高涨，积极参与交际活动，既争先

恐后地说，又如数家珍地说。 

２．互动性充分，培养交际能力 

口语交际的核心是“交际”二字，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与沟通。它是一个听和说二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只有

交际的双方真正处于互动的状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语

交际”。邓老师的这堂口语交际课想方设法保持和实现听和

http://www.sukejs.com/jiaoyujiaoxue/189827.html
http://www.sukejs.com/jiaoyujiaoxue/1898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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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双向互动。本课教学围绕“赞最美少年”这一话题，教

者紧扣口语交际的互动特点，说，说清楚，说具体。听，听

明白，会评价。通过师生互动，带动生生互动，让学生在互

动中学会文明和谐地交际，提高学生交际的文明素养。执教

老师引导学生“光举例还不行，我们要美美地赞”“眼神是

无声的语言”“你的赞美给了他力量”“面对面，给赞美你的

同学道一声谢谢”“评价时先说优点，再提建议”一次一次

的课堂生成不仅让学生学会了赞美他人的方法，也有效地促

进了学生个性化语言的发展，提高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

能力。  

３．层次性显著，丰富交际内涵 

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交

际实践活动。依据教学设计环节，引导学生开展交际实践，

让学生从语文实践中获取言语交际的素材，是促进学生积极

主动投入口语交际学习的有效保证。但一堂好的口语交际课

绝不是把一个话题简单的重复，而应该有层次和生长。邓老

师的这堂课千方百计地搭建了交际平台，适时给出语言提升

点。首先，抓优点，说同学最突出的优点；其次，举事例，

让赞美真诚；然后，美美赞，赞到别人心坎里。全班赞，面

对面赞，四人小组赞，再加上师评、自评、互评，让学生在

进行口语交际的过程中取长补短，扬长避短，语言表达，交

际能力，不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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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课堂上孩子们那发自内心地赞美别人的话，我心

里荡起圈圈涟漪。《语文课程标准》倡导“努力选择贴近生

活的话题，采用灵活的形式组织教学”，课堂上学生乐于开

口，认真倾听，相互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证明，“学

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内容的兴趣”。在今后的口语交际

教学中，我们应尽力去挖掘教材，创设多种生活情境，点燃

学生说的欲望，让学生人人愿意说，有话说。 

（供稿：绵阳市成绵路小学 刘燕） 

 

 

灵动的课堂 
——关于口语交际课的几点思考 

      

3 月 17、18 日，为期两天的口语交际赛课活动让我收获

很多。置身于课堂教学中，看到各位老师气定神闲，信手拈

来，不时激起一个个灵感的浪花，他们或低呤浅唱，或手舞

足蹈，或激昂文字。不仅令学生陶醉、痴迷，乐在其中。更

让我们听课的老师赞叹不已，心中也暗自思量，“这样的功

底岂是一日可为？……”.赞叹之余，我更多的是深深的沉

思，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魅力？为什么在课堂上学生乐此不

疲？ 

一、口语交际课选择话题是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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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交际的话题就是学生在交际沟通的过程中，谈论、

议论、争论的中心。话题是在交际的情景中把交际双方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交际双方进行思想交流、情感沟通、

观点阐述、议论评判的核心，是实现有效交流沟通的重要前

提。 

怎样的话题学生有话可说？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个。 

话题要来源与生活，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的活动范围

不像成年人那样广阔，知识的阅历也不像成年人那样丰富。

因此，话题的选择一定要与学生生活实际密切相连。话题必

须是学生感兴趣的、熟知的或亲身经历的。例如：这学期我

们的学生快毕业的时候了，设计一堂《毕业赠言》的口语交

际课。学生就会有话可说，不会陷入反复只是那几句话中。

再如东辰何发明老师为五年级学生选的话题《舌尖上的美

食》等等。 

选择口语交际的话题要有价值。 

只有有价值的话题，才能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价值观，

才能培养有一定素养的现代公民。如：绵阳实小老师的《打

电话》这个话题首先让学生明白，打电话先应该说些什么？

应该怎样说？这个话题的选择有利于学生良好行为的养成。

再如：杨清霞老师的《小乌鸦爱妈妈》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爱

父母，尊敬长辈的的良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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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的使用教材。 

语文教科书上提供的口语交际话题，不一定都符合学生

的实际，不一定都是学生感兴趣的和熟知的。教学时，教师

我们可以大胆取舍，精心选择，灵活运用教材，创造性的使

用教材，深入挖掘教材的内涵，找出适合学生生活实际的部

分作为口语交际的话题。口语交际教科书给教师提供的仅仅

是一个话题，即说话的引子，让我们由此出发，设计相关情

境，进行真实交际行为。如六年级下册教材中小产品推荐就

可以用在我们科学制作课中的小制作以后。 

二、让学生“乐说”是关键。  

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

激发学生的兴趣。”根据学生的心理、生理及年龄特点，如

果在口语交际教学中重视激发学生兴趣，将使学生想说、乐

说、爱说。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巧设口语交际情境，使他们感到交

际对象就在眼前，从而产生交际的动力。同时这样可使口语

交际变得更生动直观，既具实用性，又具可操作性和趣味性，

让学生兴趣盎然地进入到情境中进行口语交际。老师们根据

教学内容，创设情境，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进行简单课本

剧表演。如：《爸爸，请放下手机》学生特别感兴趣，都争

着参与。而我们在低段教学时，经常在学完一个新的内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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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一节课后，给学生讲，回到家里，爸爸妈妈问你今天都

学了什么，你怎么告诉他们？或者把今天学到的故事讲给爸

爸妈妈听。于是，师生之间开始模拟角色，从进门与家长打

招呼到询问学习情况开始对话交流。不知不觉中，学生口语

交际能力得到提高，所学知识也得到了巩固。  

2.合理评价，树立信心。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赞赏。尤其是低年级学

生的判断力及独立思考能力水平有限，他们非常在意老师的

评价，所以我们在评价时要顾及学生的心理需要，以表扬鼓

励为主，从而激发学生智慧的火化与学习兴趣，建立表达的

自信心。在这次听课中，老师们不仅仅有自己师评，还嵌入

了学生的评价。让孩子们在评价中得到提高和完善。有时，

我们的微微颔首，一个赞许的眼神，一个真诚的微笑，都能

激起学生说话的欲望和兴趣。  

总之，老师与学生应当是真实的交流。放手让学生自主

探究解决问题，而我们教师则是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发挥，处

理问题的空间的人，并在不断的鼓励中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

思考和发表意见的机会。让我们的课堂真正的灵动起来！ 

（供稿：江油外国语学校 霞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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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师培中心领导周平凡副校长等深入小学语文学科跟进培训现场调研 

 

  
2016年小学语文学科骨干教师跟进培训走进涪城       

 

（供稿：绵阳市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