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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好！（鞠躬） 

     我是    号考生，前来面试。 

     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                  》（板书）。 

     请问各位老师，我可以开始了吗？ 

对于本篇课文（的说课），我将从说教材、说教学目标、说教学重难点、说教法

学法、说教学过程、说板书等六个方面展开（我的教学设计）。    

（首先）说教材 

    本篇课文《              》，选自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第      单

元,是                                                    

                                                                      

                                                                      

                                                                              

                                                                                    

基于对教材的分析和对新课程标准的理解，我确定了本课的 

二、教学目标为： 

 1.知识与技能目标：  

    

 

 2.过程与方法目标：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三、说教学重难点： 

    

因此我把本课的教学重点定为：                                          

                                                                      

本课的教学难点                                             

                                                                    

四、说教法、学法: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将以诵读法、点拨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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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法等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引

导者，所以，我将引导学生采用自主学习法、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来展开学

习。 

五、说教学过程: 

    接下来我将具体介绍一下本课的教学过程设计： 

首先是：情景导入（趣味导入）: 

                                                                         

                                                                            

                                                                      

                                                                       

 

其次是:整体感知: 

   

 

 

第三是:文本研习: 

在这一环节，我将采用台阶式提问（即问题的设置由浅入深（画图）） 

例如：                                                               

                                                                 

                                                                    

这样层层递进的提问方式，保证所有同学都能够参与其中。 

第四是:拓展延伸: 

 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以分组合作的方式来进行， （布置课后作业）                                                 

                                                                       

                                                                       

（最后）六、说板书 

在这一环节，我将在学生自由诵读时用正楷字板书课题《        》（手势） 

                                                                      

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整篇课文的结构及                   。这样能够更快、

更好地掌握本课的重点、难点。 

 

以上就是我本次说课的内容，谢谢各位老师！ 

 

请问各位老师，我可以擦我的板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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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说课稿 

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是_________号考生。今天我说课的课题是：《          》。我将从

教材、教学目标、说教法学法、教学程序、板书设计四个环节来进行。  

  一、说教材   

  （一）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教学内容是新课标___________版地理____年级_______册第___章第__

____节的内容，本节主要介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一主线展开的。要

了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对这部分知识

的学习和技能的掌握是学习本节内容的前提和基础。 

（二）课程标准的教学要求  

  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通过已有的                                   ，

进一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教材重难点分析  

  1．重点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难点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说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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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目标的要求分析与说明  

  1．知识与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过程与方法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说教法、学法。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将以

___________(讲授)为主，__________________(演示法、练习法)为辅

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在地理学习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

只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所以，我将引导学生采用

____________________（自主学习法、探究学习法、合作学习法）等

方法进行学习。 

  四、教学过程  

  根据以上对课程标准的把握和对教材结构、学生特点、教学策略的分析，我

设计了如下教学流程，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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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学生喜爱的情景喜剧引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学生喜爱的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引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创设一个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情境，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如此设计也是

根据新课程理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时为后面的第二个教学环节设

置一个悬念，让学生带着悬念进入本节课的第二个教学环节。  

  （二）读图比较，认识规律  

  这是本课的重点环节，主要采用问题驱动方式，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来完成。

  

  首先，用多媒体展示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指导学生分析、探讨以下问题：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通过读图分析，逐步总结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然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本环节的活动中，学生通过读图探究、自主学习掌握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教师也因势利导归纳出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方法。同时也解释了前面设置的悬

念，还能激发学生主动提出问题的积极性.老师再次因势利导，让学生自主探究

其原因。进入到本节课的第三个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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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组互动、探究学习  

  此环节的学习是本课的难点，主要采取小组互动的形式，指导学生共同探究

来完成。老师通过多媒体展示学生在探究学习过程中必要的素材：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合作探究、读图填表，总结规律。  

  引导学生通过已有的资料和知识储备总结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由此进入第四个环节的学习。  

  （四）讨论交流、合作学习  

  本环节主要是引导学生从生活体验出发，将地理知识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

 首先，多媒体展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让学生认识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关系，掌握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其次，引导学生小组合作、讨论交流，通过联系实际

认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结束后，对这节课的知识进行总结，如果时间充裕通过课堂练习检验本

节课学生学习的效果。  

  五、板书设计  

  这节课的板书设计应直观、系统，不仅要能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而且还

能及时地体现教材中的知识点和重点，以便于学生能够理解掌握。  

我说课的内容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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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说课稿 

 各位评委老师好： 

       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                                    ；下面我将从教材、

教法、学法、教学过程、板书设计五个方面对本节课进行分析与说明。 

一、 说教材 

（一）教材简析      本节课是          版           年级化学          （上或下）

册第           章第            节 《                      》的内容。 

（二）本说课内容在本学科知识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                      》的内容是             年级化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一单元所学知识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其中                         内容就是我

们 要 仔 细 学 习 的 内 容 ， 本 节 课 的 主 要 知 识 点 。 在 此 之 前 ， 我 们 学 习

了                                    ，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后面我们

还有学习                            ，可见本节课在教材中起着衔接、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大纲和本节教材的特点，结合          年级学生的认知和心理特征，我制定了以

下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过程与方法目标： 

1、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学会归纳整理。 

2、通过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能够运用化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激发学习的兴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培养学生抽象、联想、想象思维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己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和严谨务实的学习作风。 

（四）教学重难点 

本节课的重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难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 说教法 

教学方法是教与学的双边活动，必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使之相互

促进，协调发展。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我采用 如下教学方法：              

俗话说：“授人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本节课我通过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根据本节

课的内容及学生的实际水平，我采取启发—掌握式教学方法并充分发挥电脑多媒体的辅

助教学作用。根据教学内容和采取的教学方法及手段，教给学生一些学习方法，做到授

之以渔。 

第三、   说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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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采用的教法是：情景引入法、实验探究法以及问题讨论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学是中心，会学才是目的。本节课我制定的学法是：小组合作讨论、提出问题、观察

实验现象、描述实验现象、分析实验现象、解释实验现象，指导学生利用生活素材和

实验探究的现象及结论，用反复练习的方法来巩固所学知识，并通过学生合作学习，完

成实验来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从而达到对知识的深层理解和运用。 

第四、 说教学过程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结合化学新教材的编写特点，我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如下尝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环节：新课引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密切联系实际，呈现给学生感兴趣的学习素

材，这将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课的开始，我将向学生展示一些生活中常见

的 现 象 ， 比 如 ：                            ，  以

及                                     。    接 着 提 出 问

题                         ？通过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自然过渡到新知识的学习做。 

第二环节：实验探究，新课学习 

化学是离不开实验的，在本节课，我将和学生一起按照书本 P     页的探究活动来进

行探究实验，在过程中让学生仔细观察、小组讨论。 

通过这些实验现象帮助学生分析，在                          的探究当中，学

生                                    。此时学生头脑中已经有了                                 

的模糊概念，我将顺势引出        的概念，即                                     。                             

第三环节：联系生活，扩展新知 

此时，我会将生活中与本节课知识有关的例子列举出来，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

比如：                                      。 

第四环节：交流收获，优化新知 

我将提出几个概括性问题，比如：                                      。组织学生小

组讨论并请小组代表发言。通过让学生讨论交流，从而提高学生的总结能力和发现问题的能

力，针对学生的质疑，予以及时解决，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五环节：课堂练习，巩固新知 

课堂练习是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我特地选择了几道练习

题，让学生对本节课的知识点进行巩固，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第六环节：课程总结，作业布置 

我会根据学生对上面问题的回答情况，在具体全面的总结本节课的知识，让学生再一次全面

回忆本节课的知识。课后作业可以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要，所以

我 会 布 置 适 当 的 课 后 作 业 ， 包 括 ： 封 闭 式 题 型 和 开 放 性 题 型 ， 例

如：                                      。以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 

第五、 板书设计 

对于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内容，我会通过板书表达出来，是学生一目了然、清晰易懂，也便

于学生将来进行复习。（展示板书） 

教学反思：当然，完成教学后我将进行教学反思：我的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学生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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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设计的探究活动是否合理，学生认知还存在哪些问题，我自己的教学过程还存在哪些不

足等，以便在今后的教学中改进、优化。谢谢大家！ 

初中历史说课稿 

各位考官: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第__________号考生(鞠躬!)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           》.

下面我将具体从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教法学法、教学过程

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说课。 

（教 材 分析 ）首先，谈谈我对本节课 教材的理解。本课 选自人教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本课在（初中、高中）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作用，

为以后学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上是我对教材的分析，接下来谈谈对学情的分析。 

（学情分析）本节课的我授课对象是_______(初中、高中)_______年级学生，他们

整体来说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好奇、好动、好表现)的特征，但是由于刚刚

接触历史学习，对历史知识和历史学习方法的积累比较缺乏。因此，教师应该力求

授课内容形象生动，富有趣味，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对历史学习

的兴趣和培养历史思维意识。 

（教学目标）根据以上对教材和学情的分析，并且结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我将本

节课的三维目标确立如下： 

首先是知识与能力，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了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养学生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正确认识历史人物/现象/事件的能力。 

其次是过程与方法，通过设置启发性问题，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学生分组讨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培养学生合作交流与探究学习的能力。 

最后是情感态度价值观：认识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感受到_______________， 

树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激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点难点）基于以上分析，我将本课的重点确立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难

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法学法）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顺利实现本课的教学目标，在教法上，我

将采用讲授法、问题情境法、分组合作法、多媒体演示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体现出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学生则是在教师的引导下，阅读教材、自主学习、

认真思考、分组合作、探究学习，充分地参与课堂，体现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

体地位。 

（教学过程）接下来，我将重点谈谈我的教学过程。 

第一是导入环节，我将通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展示图片；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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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激发学生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

顺利展开本课学习做好准备。第二是新课讲授环节。 

了解的基本史实，初步感知。 

(对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部分内容，相对简单，我将通过引导学生自

主阅读教材（或者带着问题阅读教材），归纳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基本

情况（基本史实）。使学生初步地感知______________________，并且从而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 

我将采用观察图片或者观看视频的方式，引导学生了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掌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知识。 

对于什么的内容，我将通过设计表格的形式，要求学生阅读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表格内容，归纳出基本史实，这样既有利于学生记忆，又便于理解。) 

在学生初步感知的基础上，设置环环相扣的启发性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加深

对这部分知识的理解。 

(出示______________材料或者图片，引导学生思考__________________问题？使学

生了解______________，认识到_____________________，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能力。 

展示_____________________，引导学生分析讨论_________________问题？让学生

从中认识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培养学生合作交流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 

对于________________内容，这是本课的难点内容，我将通过多媒体展示材料并设

置 启 发 性 问 题 _________________ ， 学 生 通 过 阅 读 材 料 ， 归 纳 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知识，使学生初步掌握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历史学习方法。 

对于____________________的内容/分析，因为是本课的难点，对学生来说具有一定

的难度，我将采用学生分组讨论，合作交流学习的方式，学生分组讨论再派代表发

言，教师最后进行补充，总结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使学生认识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于什么的内 容， 我将引导学生 通过 采用角色体验 法， 使学生体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从而加深对_____________________知识的了解。) 

第三是巩固提高知识小结环节。 

我将通过引导学生完成课堂检测练习，达到知识的巩固和提高。 

其次通过结合板书设计，引导学生回忆本课的知识要点，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线索，

构建完整清晰的知识体系。 

第四是思维拓展课后作业的布置，要求学生讨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问题

（动脑筋），或者是搜集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调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阅读什么书籍。进一步拓展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 

最后是说板书设计。我采用提纲式板书，主要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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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部分，这样设计直观清晰重点突出，有利于学生更好的把握知识的脉络。以上

是我的说课内容，说课完毕。谢谢各位考官。 

初中音乐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______号考生，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       》。下面我将从说教材、

说教学目标、说教学重难点、说教法学法、说教学过程五个方面进行说课。 

首先，说教材。本课出自于_________版_________________册__________

课。通过教材分析，我确定本课属于_________________(造型表现，综合探索，

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学习领域，即通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激

发学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于对教材的分析和对新课程标准的理解，我确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为：知

识与技能目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过程与方法

目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

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下来，说教学重、难点。本课的重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难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说教法、学法。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

将以___________(讲授)为主，__________________(演示法、练习法)为辅的教学

方法进行教学。在美术学习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只是学习活动的组

织者和引导者。所以，我将引导学生采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主学习法、

探究学习法、合作学习法）等方法进行学习。 

最后，说教学过程。在这一环节，我将从激趣导入、讲授新知、学生创作、

拓展延伸、讲述板书、教学反思六个环节进行讲解。 

第一，激趣导入（情景导入）。在这一环节我先让学生欣赏（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完（听完） ________________ ，我将提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生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回答完毕，我会肯定回答正确的同学，对于回答不准确的同学，我会委婉的

指出他的缺点。接着提问：那么同学们想不想了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听到同学们肯定的回答后，我会适时地板书课题：《              》。 

第二，讲授新知。在这一环节，我依据教材将教学内容分为 2 个知识点：一

是引导学生了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这里我将采用______________（讲授法）为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展

示法；提问法为辅)的方法进行新知的讲授。具体如下：让同学们先看



    

 

 

12 

____________________(书、图片)，引导他们认真____________________（欣赏、

观看、思考），然后提出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学们

从图片中看到了什么），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描述出来？通过我的鼓励和引导，学

生积极地回答问题，并指出几幅画的不同点。二是我通过演示法，让学生更好地

掌握绘画方法。具体如下：我会在课堂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步骤的绘

制作品《               》。通过这种直观的演示，学生很快了解了

____________________绘画方法。 

第三，学生创作。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自主学习，因此在这一环节，我将学

生分成几个小组，通过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方式进行学习。我会给学生______

（分钟）的时间进行讨论，同时我会在教室里巡视，对遇到困难的学生及时给予

帮助，时间到了后从举手的学生中选出_____________________(一个/几个)上讲

台______________________展示作品。在学生展示作品后，我会肯定他们的成果，

并奖励学生钢笔、笔记本等作为奖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会在不打击学

生自信心的情况下，委婉地指出学生的不足，鼓励他们下次做得更好。 

第四，拓展延伸。在这一环节，我会布置作业，要求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

在课后从图书馆、互联网等手段了解更多与本课相关的知识。下节课再到课堂上

讲解，与同学们一起分享学习的成果，体验学习的乐趣。 

第五，说板书。导入新课后，我将用正楷字板书本课的课题，然后将绘画步

骤呈现在黑板上，让学生能够直观的了解绘画的技巧，掌握本课的重点、难点。 

第 六 ， 说 教 学 反 思 。 在 本 课 的 学 习 中 ， 我 采 用 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游戏法、演示法;）,小组讨论法，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美术知

识。当然，在整个课堂教学中也存在不足的地方，希望各位老师能给与批评和指

导。 

以上就是我说课的内容，谢谢各位老师。（我的说课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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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 

我 是        考 生 ， 今 天 我 说 课 的 题 目 是

《                   》。下面我将从说教材、说教学目标、说教学

重难点、说教法学法、说教学过程五个方面进行说课。 

首先，说教材。本科选自       版高（初）中生物必修       第       

章第       节。通过对教材分析，我发现本节内容在整个高中生物

教学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属于过渡性的章节，在已经学习了                      

（前面章节的内容）的基础上，再来学习  

                    （本节内容），能够及时的建立知识点之间的

连接，此外，学习本节内容还为后续章节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通过这

样的设置，让学生能够形成系统的生物知识，体会科学家对生物科学

的探索历程，激发学生对科学，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之情，从而更好

的去学好这门课程。 

     基于对教材的分析和对新课程标准的理解我确定了本节内容的

教学目标为： 

知识与技能目标：                              ； 

过程与方法目标：培养学生观察、比较、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能力，训

练学生表达交流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本节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辩证的认识生

命现象，爱惜身边的动物，珍惜生命，热爱自然。 

接下来，说教学重、难点。结合所教班级的实际情况，我确定了

本课的重点为：                                         ；本

课的难点是：                                。 

第四，说教法、学法。在新课改的教学模式下，要求以学生为主

体，老师为引导者的方式进行高效学习。因此我的教学方法主要以读

书指导法和课堂、课堂讨论法及启发教学的方法进行教学。生物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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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门以科学探究为基础的学科，因此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我会引导

学生用科学思维的方式，运用观察法，讨论法、小组合作探究法等方

式进行自主学习。在展示交流环境，我会让每个学生都有一次开口说

话的机会，关注每一个学生，做到真正的高效教学。 

接下来，说教学过程。在这一环节，我将从创意导入、学习目标

展示、小组合作探究、交流展示、课堂小结、巩固练习等环节进行讲

解。 

第 一 、 创 意 导 入 。 在 这 一 环 节 我 会 播 放                      

的视频（或照片），然后与学生一起观看视频（或照片）。看完以后要

求学生结合自身经历谈谈他们的感受与想法，然后提问学

生                         ，学生回答完毕后，我会接着说，科

学的魅力就是这么大，但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它也是一个不断修

正 ，不断前进的过程。那同学们想不想跟老师一起去重温科学探究

的历程，汲取科学研究的成果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

习                      。引出课题以后我会适时的用正楷字体在

黑板上板书课题：《                     》。 

第二、学习目标展示。在这一环节，我会用多媒体明确的向学

生展示出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应当概括本课的所有重要知识

点，只有先让学生明白这节课要学什么，才能让学生在后面的自主学

习中不偏离主题，抓住重点。 

第三、小组合作探究。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课堂上，

我相信每个学生对于知识点是空白的，但对于学习能力，他们并不比

老师差。因此，在这个环节，我会将学生分为 5 到 6 个小组，每组 7

到 8 个人左右，要求每个小组的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小组的

探究任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肯定会存在不足或是困难，因此我会在

小组之间进行巡视和指导，帮助学生更好的完成探究学习。 

第四、交流展示。学习过程中，常常存在学生知其然，但并不

知其所以然的现象。因此，让学生以小组代表的形式在全班面前进行

探究成果的展示、小组内成员可以进行补充，展示完毕以后要求小组



    

 

 

15 

之间相互进行评价。通过这种方式，既能让每个小组之间分享各自的

探究成果，取长补短，又能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第五、课堂小结。学生学习过程中，虽然能够完成学习任务，

但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在学生交流完后，我会

根据学生已有的成果上进一步进行总结。小结过程中，我会以正楷字

体系统的板书本节课的重要知识点，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且及

时回顾这节课所学的内容。 

第六、巩固练习。在课堂的最后，我会对学生进行当堂检查，

通过这一环节，不仅能巩固这节课所学的知识点，还能及时的反馈学

生的学习效果。根据练习的成效，我会关注学生易错的知识点，结合

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我下一步的教学内容既教学目标。 

最后、说教学反思。时常进行教学反思是青年教师成长的必经

之路，作为一名刚刚踏上教育事业这条路年轻老师，我会在这个岗位

上兢兢业业的学习，借鉴老教师的工作经验，慢慢尝试探索适合自己

的教学方法，一步步的前进。这个过程势必少不了自己的反思和总结，

因此我会在每节课以后都将自己教学的心得体会与不足写下来，如此

坚持，相信总有一天，我能成为合格教育工作者、一民优秀的人们教

师。 

以上就是我说课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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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说课稿 

各位老师： 

大家好！我是______号考生，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       》。下面

我将从说教材、说教法学法、说教学过程三个方面进行说课。 

第一：说教材：本节教学内容是来自_______________版第____________册第

___________单元的教学内容，是___________(小学、初中、高中)数学课程的重

要内容之一。一方面，它是在学习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知识的基础

上，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知识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另一方面，它又

为今后我们学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知识奠定知识基

础，因此，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根据教材分析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我确定了本课的教学三维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情感目标：                                                    

接下来说，教学重、难点： 

依据学生的已有的经验，为了使自己的教学行为有的放矢，我特制定了以下教学

重难点： 

教学重点是：                                                    

教学难点是：                                                    

第二、说教法、学法 

新课标指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本着“以人为本”的

教学理念，为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制定了以下教法：情境教学法、直观演示

法、课件辅助教学、数学思想渗透法等方法进行教学。 

新课标指出，学生的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的，活泼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据此我

设计以下学法：动手实践法、合作交流法、自主探究法。此处，在教学中给学生

一定的自学空间，给学生提出问题的机会，给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都是本节课

学生的学习方法。 

第三：说教学过程： 

新课标指出，数学教学过程是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

间互动的过程，是师生共同发展的过程。为有序、有效地进行教学，接下来，我

再具体谈谈本节课的教学过程安排： 

1、复习旧知，温故知新 

俗话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同样，好的引入能帮助学生复习旧知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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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激发兴趣的作用。因此我用学生已学的知识提出问题：                                                    

                                                                    。 

设计意图：这样设计既回顾旧知，又为后面运用知识作好了准备，也有利于引导

学生顺利地进入学习情境。 

2、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选择学生身边的、感兴趣的事物着手，体现了数学源于生活

同时又回归于生活、服务于生活。 

设计意图：以问题串的形式创设情境，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使学生对旧知识产

生设疑，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 

通过情境创设，学生已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产生了强劲的学习动力，此时我

把学生带入下一环节。 

 3、 发现问题，探求新知 

设计意图：现代数学教学论指出，数学教学必须在学生自主探索，经验归纳的基

础上获得，教学中必须展现思维的过程性，在这里，通过观察分析、独立思考、

小组交流等活动，引导学生归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分析思考，加深理解 

设计意图：数学教学论指出， 数学概念（定理等）要明确其内涵和外延（条件、

结论、应用范围等） ，通过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定义的几个

重要方面的阐述，使学生的认知结构得到优化，知识体系得到完善，使学生的数

学理解又一次突破思维的难点。 

通过前面的学习，学生已基本把握了本节课所要学习的内容，此时，他们急于寻

找一块用武之地，以展示自我，体验成功，于是我把学生导入第五环节。 

 5、 强化训练，巩固双基 

设计意图：几道例题及练习题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各有侧重，其中例

1_______________,例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体现新课标提

出的让不同的学生在数学上得到不同发展的教学理念。这一环节总的设计意图是

反馈教学，内化知识。 

 6、小结归纳，拓展深化 

我的理解是，小结归纳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简单罗列，而应该是优化认知结构，

完善知识体系的一种有效手段，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题作用，从学习的只是、方

法、体验是那个方面进行归纳，我设计了这么三个问题： 

①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学会了哪些知识? 

②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最大的体验是什么? 

③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掌握了哪些学习数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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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布置作业，提高升华 

以作业的巩固性和发展性为出发点，充分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我设计了必

做题和选做题，必做题是对本节课内容的一个反馈，选做题是对本节课知识的一

个延伸。总的设计意图是反馈教学，巩固提高。 

以上几个环节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并充分体现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在教师

的整体调控下，学生通过动脑思考、层层递进，对知识的理解逐步深入，使课堂

效益达到最佳状态。 

以上就是我所有的说课内容，希望各位评委对本节课提出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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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我是______号考生，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      》。我将从教材分析、

教学目标、教法学法和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教材分析    

本节课出自________体育水平（ 二）_______教学内容，是在________的基础上，

进一步培养________________，增进学生健康，发展学生体质的体操与游戏性教

学内容。对锻炼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联系本年龄段的学生身心特点，我把教学目标设定为： 

１．初步了解___________________，掌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基本动作

要领。 

２．９０％的学生能说出__________________的动作要领，并能熟练的进行保护

与帮助。１０％的学生在教师和同伴的帮助下能够正确完成动作，发展学生灵敏、

协调等身体素质。 

３．通过本课学习，让学生展现自我，并强化学生勇敢、顽强、团结协作、克服

困难的优良品质。 

本年级学生处于身体发展关键期，表现力强，但学生的注意时间短，所以我把教

学重点设计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学难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法学法：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新课标__________(小学、初中)________年级阶段的要求，

我采用语言情绪激励法、情景教学法和尝试教学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采用

观察法、讨论法、练习法和评价法，让学生多思考、多练习，激发其学练兴趣和

求知欲望，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下面我将重点说我的教学过程，因此我做如下准备 

器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据学生个体差异，为实现教学目标，解决教学重点、难点，我将进行精彩演讲

1 分 钟 ， 群 情 激 励 学 生 。（ 大 约 需 要 ３ 分 钟 ） 具 体 如 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 举 激 发 学 生 热 情 ， 引 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课题)。 

为了活动学生各个身体关节，避免受伤。我会让学生愉悦热身。（6 分钟） 包

括慢跑，熟悉场地器械在音乐的背景下，做原地徒手操。并进行专门性准备活动

如“头部写字”，双手８字绕环，压肩等柔韧性练习，达到热身的目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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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学习做好铺垫。 

学习新知（大约需要２７分钟）  

语言导入，情景创设 

同学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让学

生归纳总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肯定学生回

答，引导学生回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引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讲授新课，探索新知 

（1）观察体会 

我将展示___________________，让学生观察体会，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初步概念。 

（2）讲解示范 

在学生的掌声和惊讶声中，教师进行完整动作示范和分解动作示范，同时讲解动

作要领，学生试做并试说动作要领，强调学生注意安全。 

动作要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3）集体练习 

大多数学生明白动作要领之后，我带领学生进行集体练习。如________，目的：

让学生体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

练习。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动作表象。练习之后，让学生进行完整动作练习，对表

现较好的学生，鼓掌激励。我巡视指导。 

（4）保护帮助 

我讲解保护与帮助的方法。学生分组练习，每组安排一名见习生或体质较弱的学

生扮演安全员，进行同伴互助。比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  

（5）班内展示 

让动作比较规范的学生进行班内展示，其他学生观察评价，取长补短。培养学生

思考问题的品质。 

（6）体能发展 

为全面发展学生素质，设计以下体能练习：把学生分成四组，以分组轮换的形式

分别进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练习。在巩固

学生动作的同时，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对于体质较弱的学生，让其为大家讲故事，

使全体学生都参与到课堂中来。再一次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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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身心（大约需要４分钟） 

播放轻快舒缓的音乐，我带领学生做放松操，缓解运动疲劳，身心得以放松。同

时进行美德教育，使学生再一次体会运动的快乐。 

之后， 

课堂小结。鼓励和表扬学生，指出不足和缺陷，提出希望和要求。回收器材。 

运动负荷预计  

练习密度为４５％左右，平均心率１２０－１３０次｜ｍｉｎ。 

最高心率１６０次｜ｍｉｎ。 

以上是我准备的说课内容，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耐心听取。 

我的说课完毕，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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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说课稿 

Good morning teachers： 

    I’m No_______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moment, I’m 

very pleased to be able to enter the interview . Today , my topic 

is__________. Now ,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y class from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objectives,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methods,  and  the last 

part teaching processes. 

    My First part is teaching materials. This lesson comes 

from ______________.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lesson, will be 

conducive t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for  my stud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extbook, I’m sure of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They are: Knowledge and ability goals、  

process and method  objectives, Emotional attitude and values. 

For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goals, by learning this lesson, 

students will mast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d for the 

process and method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kno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s for Emotional attitude 

and values, after this lesson students will recognize 

tha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ll now I´ll  move to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The key 

points of this lesson 

i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d the 

difficulties i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order to achiev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highlight the 

key to break through difficulties, I will use inquir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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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to guide students.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pointed out 

that students are masters of learning, so I will use 

___________to let my students have high enthusiasm at this 

class. Besides, I will use _____________as my teaching aids. 

Now ,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eaching 

processes  

1.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lass I will_(有趣的导入（歌、

短视频、图片等与主题相关）)_________________by this 

way ,students will________________ 

2. After finish step one, I will__________________ 

3. Then I want t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My step 4 is_(学生操练所学内

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his step can make 

students______ 

5. At my last step , I will do summary with my students to 

let my students _____________ 

6 .For today´s task I´ll ask students __________ 

Finally ,I´ll show you my blackboard design,   (firstly ,I´ll write the 

topic of this class on the top of blackboard, then ,I´ll show the key 

sentences on the left and key words, phrases on the right..  this is my 

blackboard design, the key words, expressions, sentences are listed.) 

At last I will sing a song to end up my class .For example_____(可有可

无，有是亮点) 

 that´s all my present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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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过程|：1.导入 2.听读课文 3.学单词（一两个），短语（一

个）、语法或重点句子（一个）4.重点内容操练（语法或重点句子）

5.总结 

 

 

 

 

 

 

 

 

 

 

 

 

 

 

 

 

 

 

 

 

 

 



    

 

 

25 

 

 

 

 

 

 

 

诗、词类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好！（鞠躬） 

     我是   号考生，前来面试。 

     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                  》（板书）。 

     请问各位老师，我可以开始了吗？ 

对于本篇课文（的说课），我将从说教材、说教学目标、说教学重难点、说教法

学法、说教学过程、说板书等六个方面展开（我的教学设计）。 

     

（首先）说教材 

    本篇课文《              》，选自___________版__________第      单元

的第      课，是                                                    

                                                                      

                                                                      

                                                                              

                                                                                    

 

基于对教材的分析和对新课程标准的理解，我确定了本课的 

教学目标为： 

 1.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品味语言、把握意象，让学生初步掌握诗歌    （融情于景）的表现手法。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示范、学生反复诵读，帮助学生掌握诗歌（诗词）的诵读技巧。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体会作              的情感（情怀），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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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的三维目标，以及教学大纲的要求，诗歌（诗词）教学要以读，以

把握作者感情和提高形象思维能力为主，因此我把本课的教学重点定为诵读全

词，以语言为依托，理解这首词在意象选择上的特点和意义，从而把握诗人    

                                       的情感。而本课的教学难点也就在

于对词中那些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的分析，让学生学会通过意象来鉴赏诗词。  

四、说教法、学法: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将以诵读法、点拨分析法

谈话法等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引

导者，所以，我将引导学生采用自主学习法、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来展开学

习。 

 

五、说教学过程: 

    接下来我将具体介绍一下本课的教学过程设计： 

首先是：情景导入（趣味导入）: 

                                                                         

                                                                            

                                                                      

其次是:整体感知: 

    在这一环节，我首先让学生自由地、有感情地诵读整首诗（词），在学生自

由诵读期间我将板书本课的标题。再让学生欣赏配乐朗诵，能够让学生从中找出

差距，然后老师泛读，并进行诵读指导，提醒学生注意诵读要注意音节、重音、

感情基调。最后让学生们伴着优美的（     的）音乐全班诵读。从而更好地感

受诗歌的（音乐）魅力。 

第三是:文本研习: 

在这一环节，我将引导学生重点分析诗（词）中的意象，感受诗歌的意境。

从而更准确地体味诗歌（词）传达出的情感。对于意象的分析，我将采用台阶式

提问（即问题的设置由浅入深（画图）） 

例如：诗歌中有哪些意象？这些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这些特定的意象共同

营造了怎样的意境？这样的意境呈现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这样层层递进的提问方式，保证所有同学都能够参与其中。 

第四是:拓展延伸: 

 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以分组合作的方式来进行， （布置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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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六、说板书 

在这一环节，我将在学生自由诵读时用正楷字板书课题《        》（手势） 

                                                                      

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整首诗（词）的结构及情感。这样能够更快、更好地

掌握本课的重点、难点。 

以上就是我本次说课的内容，谢谢各位老师！ 

 

请问各位老师，我可以擦我的板书吗？ 

初中政治说课稿 

各位评委老师好： 

       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 《____________》；下面我将从教材、教法、教

学过程、板书设计四个方面对本节课进行分析与说明。 

第一：说教材 

（一）教材简析及本内容的地位和作用      本节课是 __________版

_____________ 年级政治______________（上或下）册第_____________章第      

___________   节 《____________》的内容。 

（二）本说课内容在本学科知识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_____________》的内容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组成。旨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学情分析 

本课授课对象是_________年级学生，从心理上来说,_______  年级学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而从认知程度上来说， _______ 年级学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过对教材和学情的分析我确定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                          

（四）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大纲和本节教材的特点，结合        年级学生的认知和心理特征，我

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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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技能目标：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过程与方法目标：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教学重难点 

重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难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决对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说教法 

根据对学情和重难点的分析，我将采用讨论法、 情景演绎法 、视频教学法、

事例法等进行本节课的教学，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好的进行本课  知识的学习

和把握，也有助于把本课想要表达的亲情情感潜移默化的表达出来，让学生

感受到家的温暖。 

   第三：说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新课导入 

根据教材分析和重难点的确定，我将本节课的导入确定为“_________”，通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激发学生__________，也为本节课做铺垫。从而引出课题《爱在家人间》。    

第二环节：新课学习 

我将向学生播放音频《___________》，播放完之后，请同学们思考问题：在这段

音频中，你们体会到了怎样的一种情感？（请 3-5个同学回答） 

根据同学们的回答，归纳得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板书：1、________________ 

设计意图：通过音频引发同学们的思考并向同学们提问，通过学生回答从而引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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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学们思考回答） 

根据同学们的回答归纳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而引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意图：通过提问，同学们思考回答，让同学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过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然后展示漫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题：以上案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根据学生回答得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板书：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意图：通过漫画展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然后请同学们一起做一个情景探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完成情景探究情况得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归纳的学习方法，以掌握好本节课的知识。 

在此基础上追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过追问引发同学们思考，最后得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板书：3、沟通传递爱 

分组讨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举例生活中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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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问 ：                                                             

 

 

第三环节：课堂总结 

请同学们参与“情景活动”                ：（播放歌曲《      》

以达到情感的升华）       

设计意图：通过情景活动，使学生得到感情上的升华，以培养               

                                                                             

 

 

第四环节：课后延伸 

                                                                   

                                                                   

 

第四：板书设计 

  对于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内容，我会通过板书表达出来，是学生一目了然、

清晰易懂，也便于学生将来进行复习。（展示板书） 

教学反思：当然，完成教学后我将进行教学反思：我的教学内容是否符合

学生的发展方向，我所设计的探究活动是否合理，学生认知还存在哪些问题，我

自己的教学过程还存在哪些不足等，以便在今后的教学中改进、优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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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讲稿 

试讲：是教师按照规定的时间，把给定的教学内容讲给台下的评

委老师听，通过教师的口语表达、形体表现和教学技能与组织形式的

展示而进行的一种考核形式，考查教师的综合能力。一般情况下，试

讲是无生课堂。试讲考核范围：小学三到六年级教材，其中四、五年

级是常考范围。初中七、八年级教材，其中七年级下册、八年级上册

是常考范围。高中必修一、二是常考范围。不同地区的教材版本不一

样，但考试范围大致相同。本章以人教版为例，将常考篇目以及教案

编写、优质教案罗列出来，仅考生参考。（所有教案都是张老师以及

张老师所教的老师们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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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教案 

一、教案 

教案是教师为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根据课程标准，教学

大纲和教科书要求及学生的实际情况，以课时或课题为单位，对教学

内容、教学步骤、教学方法等进行的具体设计和安排的一种实用性教

学文书。 

二、教案的组成部分 

教案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课题（本堂课的名称） 

2．教学目标（又称三维目标，是本课要完成的教学任务。） 

3．课型（说明属新授课，还是复习课） 

4．课时（说明属第几课时） 

5．教学重点（说明本课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6．教学难点（说明本课的学习时易产生困难和障碍的知识传授

与能力培养点） 

7．教学方法（要根据学生实际，注重引导自学，注重启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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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学过程（或称课堂结构，说明教学进行的内容、方法步骤） 

9．作业处理（说明如何布置书面或口头作业） 

10．板书设计（说明上课时准备写在黑板上的内容） 

11．教具（或称教具准备，说明辅助教学手段使用的工具） 

12.教学反思（教者对堂课教后的感受及学生的收获、改进方法） 

 

三、标准教案模版（参考） 

教学方案 

课程名称 XXXXX 

课型 新授课(复习课) 

课时 1 课时 

教

学

目

标 

知识与技能

目标 

1.  

2.  

3. 

4. 

过程与方法

目标 

 

1. 

2. 

情感态度与

价值目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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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1. 

2. 

 

 

 

教学难点 
 

教具 多媒体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讲授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导入 

 

 

讲授新课 

 

 

 

巩固练习 
 

 

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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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布置  

板书设计 

 

 

                        

 

 

 

 

 

 

 

小学语文优秀教案 

《触摸春天》第二课时详案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    号考生，我今天试讲的题目

是《触摸春天》，下面开始我的试讲。 

欢迎同学们来到语文课堂，上节课我们一同感受了小安静触摸春

天的故事。下面我们闭上眼睛，来体验一下，看看黑暗的世界，我们

会发生什么？请同学们把你们的橡皮找出来，时间到！……同学们，

现在睁开眼睛，你们找到了吗，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刚有什

么体会？ 

你已经举起手来了，你来回答:你说感觉到特别黑，做什么事情

都不方便，我们仅仅是 30 秒的黑暗体验。大家就这么深的体会，盲

童小安静，她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她却能触摸到春天，她是怎样触摸

春天的呢?我们带这个问题再次品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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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读书声渐渐小了，看来大家已经解决的差不多啦。同学们

让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上节课的生字词。老师检查一下同学们的掌握

情况请看大屏幕，哪同学来挑战一下自己？你的手举的最高，就你吧，

这字读:畅，组个词流畅，第二个读翔组个词飞翔，同学们，他读的

怎么样？声音洪亮，字正腔圆，字词我们已经掌握啦，我们回顾一下

上节课小安静都做了什么呢？（拢住）了一只蝴蝶，并（放飞）它的

故事。 

同学们捉过蝴蝶吗？（没有，有，没捉到，很难捉住）平时我们

很难捉住的蝴蝶，盲童小安静是怎样捉住的呢？ 

刚刚我们已经阅读了课文。你已经鼓起勇气举手啦。你来回答:

你说小女孩儿，整天在花香中流连。顺着花香，拢住了蝴蝶。老师很

好奇小女孩儿为什么整天流连在花香中呢？你说:你说她喜欢花，（还

有吗？）热爱大自然，更热爱生活。 

评价语:这位同学读的很认真，体会的很深刻。 

安静的手指悄然合拢，竟然拢住了那只蝴蝶。一个健全的孩子都

很难捉到的蝴蝶她竟然捉住了它，可真是什么？真是个（奇迹）呀！ 

睁着眼的蝴蝶被这盲女孩神奇的灵性所抓到了。 

小安静捉到蝴蝶做了什么？带回家了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把

蝴蝶放飞了。 

小女孩这么难捉到的蝴蝶为什么要放飞的它呢。请同学们相互合

作讨论。稍后请小组代表发言。 

这一小组已经坐好啦，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答案吧。你们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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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心里善良，热爱小动物，概括为珍爱生命。 

评价语:回答正确！真是集体的力量大呀！ 

同学们，小女孩儿放飞蝴蝶的那一刻。好像放飞的什么？同学们

开动脑筋? 

你已经跃跃欲试了你来回答:你说放飞了理想和自由（还有吗？）

（同桌，补充）放飞了快乐！ 

评价语:你们的想法可真有创意呀！ 

此时此刻，作者也被小安静《触摸春天》的这一幕。所感动，同

时发出也发出自己的感慨: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创造出属于

自己的缤纷世界！ 

同学们，我们今天共同学习了，《触摸春天》这篇课文，同时体

会到小女孩儿安静怎样的情感？ 

大家都举起手来了，你来回答，你说:体会到小女孩儿安静她热

爱生活、珍爱生命、积极向上的乐观的态度。 

评价语:你体会的很深刻，再接再厉。 

没错！我们深深体会到:小安静她什么都看不见，她有着热爱生

活、珍爱生命的心，她非常努力的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我们

是不是应该向她学习呢?是啊！其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身残志坚的

人，请同学们课下搜集这样的故事，下节课我们共同分享，今天就上

了这里，同学们！下课！尊敬的评委老师，辛苦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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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优秀教案 

《分数的认识》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     号考生，我今天试讲的题

目是《分数的认识》，下面开始我的试讲。 

欢迎同学们来到数学课堂，同学们请看大屏幕，过几天我们就是

我们最盼望的春游了，大家高兴吗？那么在春游中呀，我们的班委会

要为大家准备食品，老师让同学们两人一组分食品，小强和小丽拿到

的是 4 个苹果、两瓶矿泉水和一个蛋糕。（课件演示）你愿意帮他俩

分一分吗？怎样分比较公平呢？（平均分）板书：平均分。 

   师生交流：“把 4 个苹果平均分给 2 个人，每人分得几个？请拍手

表示!”学生拍手表示，教师板书“2”（课件演示分的结果）；“把 2

瓶矿泉水平均分给 2 个人，每人分得几瓶？”学生拍手表示，教师板

书“1”（课件演示分的结果）；“把 1 个蛋糕平均分给 2 个人，每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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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几个？”（学生无法拍手表示半个）“你会用一个数来表示这半个

吗？”（学生尝试，并说明理由，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引入 ）a：

（学生中没有用 表示）师：你们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了这个蛋

糕的一半，说明你们都很有办法，不过，我要向大家介绍一种更简便

且科学的表示方法。当把一个蛋糕平均分成两份，要表示其中的一份

时，可以用 来表示。（课件演示） 

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数家族的新朋友——分数。（板书课题：

认识分数） 

师：“把一个蛋糕平均分成 2 份，其中的一份就是这个蛋糕的二

分之一。”（同桌之间相互说一说） 

师：这一半蛋糕是这个蛋糕的 ，那么，另一半蛋糕又是这个蛋糕的

几分之几呢？（指名板书 ）为什么也用 来表示？（学生表述）大

家想的和他一样吗？（课件演示） 

小结：把一个蛋糕平均分成 2 份，每份都是它的二分之一。 

    2、分数的写法 

师：“分数该怎样写呢？”“写这个数的时候，先画一条短横线表

示平均分。”“这个蛋糕平均分成了几份？”（两份）“2 就写在横线的

下面，这半个蛋糕是其中的 1 份，就把 1 写在横线的上面，这就是分

数 的写法。”“你们想试一试吗？”学生自己在练习本上写 ，同桌

互相说说是怎样写的，检查一下谁写得更标准、更漂亮。师：我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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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会读、会写分数了，那我们能不能自己动手做一个呢？请同学们拿

出老师课前发给大家的长方形纸，先折一折，再把它的 涂上颜色，

然后在小组里说一说，你是怎样表示这张纸的 的？ 

全班交流：你是怎样表示这张纸的 的？（把一张纸平均分成 4 份，

涂上其中的一份，就是 ）把学生的作品贴在 下面。 

师：“还有谁与他的折法不一样的？”提问：他是这样把这张纸平均

分成 2 份的，涂上其中的一份表示 ，可以吗？还有不一样的吗？（选

择不同表示形式的作品也贴在 下面） 

4、分数各部分名称 

师：想知道分数各部分的名称吗？我们看一个分数和我们以前学

习的数字有什么区别呀？对了，它有一条短横线，这条短横线就叫做

分数线，那么在分数线下面的叫做分母，分数线上面的叫做分子。（课

件演示，学生读） 

5、分数的比较 

师：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个分数了，那么你知道这些分

数那个大，那个小吗？我们一起来比一比，试一试。 

同学们你们能先表示出下面图片表示的分数吗？那么比一比那

个分数更大？ 

很好！那么大家从上面的分数中发现了什么呢？请大家分小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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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下，看看分子、分母和分数的大小关系。 

请第一小组先来说说你们的想法，哦他说这些分数的分子都是 1，

同学们还有其他补充吗？最后一个小组同学来说一说。分母大的分数

反而小。 

很好，那么再自己尝试的试一试其他分数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规律

呀，能说一说是为什么吗？同学们的发现非常好，因为平均分的份数

越多，一份所占的就越小。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当分子都是 1 的分数，分母越大的分数值反

而越小。 

完成“想想做做”第 1、2 题。 

好了，同学们我们今天都学习了什么呀？ 

很好，我们知道了分数表示的意义，会写分数了，还知道了分数

各部分的名称，并且知道了分子是 1 的分数，分母越大的分数值反而

越小。 

请同学们回去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好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个自己

喜欢的食物，看看每人都能得到多少。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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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优秀教案 

Unit 1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Hello boys and girls: nice to see you again! I think we will have a 

great time in this class. 

So how are you today? 

Oh, I’m fine too.think you. 

Now listen carefully. I have a good friend.She loves music very 

much,she can play the guitar. Do you like music? Yes, I also like it,but I 

can’t play the guitar.Can you ? 

OK, Let’s go to today’s topic. Can you play the guitar?(板书) 

那么，有的同学就会问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的单词认

识，有的单词又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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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doesn’t matter, Let’s see! 

“can”大家都认识“能” “you” 就不用老师说了， “play” means 

“打”  What about “guitar”? 待会儿，老师会讲。 

Now, Let’s turn to page 89,we should learn some new words. 

No.1  guitar      “guitar” what’s meaning? You! the handsome 

boy have a try. 

“吉他”(板书） 

Next one “sing” the Chinese mean is “唱歌” 

And do you know how to say “跳舞” in English ? 

Oh Yes!  “dance”  all of you give yourself big hands. 

Next one “play chess” chess means “象棋”  what  about play 

chess? Do you think “打象棋”is right ? Oh, of course NO. It means “下

象棋” 

The last one is “club”. Oh I hear someone say “俱乐部” thank you . 

OK ,In this step, Everyone look at the blackboard and follow me, I 

read once, you should read twice. 

吉他 Guitar 

唱歌 sing  

跳舞 dance  

下象棋 play chess 

社团 club 

OK,one minute to review the words, one  tow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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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times up! Let’s check it.you should read the words which one I 

covered. 

(单词检查) 

So clever! I think everyone knows that. 

Now look at the blackboard “Can you play the guitar?” means “你会

弹吉他吗？” 

Hey!Lily,can you play the guitar?_____Yes,she can. 

And,Bob, Can you play chess?_______No,He can’t. 

从刚刚老师与两位同学的谈话中，大家不难发现用情态动词 can

来询问他人能力时的肯定回答是“Yes,I can .”那么否定回答呢？ Oh, 

wonderful! No, I can’t.(板书） 

I like dance very much. I want to join the dance club.suppose you 

are the leader of the club,what questions you will ask me? 

Oh ,you may ask me “Can you dance?”all right ? 

Now, Let’s role play the conversation,three or four Ss as a group.one 

is the person want to join the club,the other is the club leader. You can 

make the conversation as the blackboard. 

(在黑板上举例） 

OK ,times up.Who want to try?en, you and your partner. 

Wow,It’s unbelievably all right? Let’s give them a big hands. 

Thank you ,sit down please. 

And anothe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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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good job. 

 Now, Let’s review something we have learned. 

(今天我们学习了如何用英语来询问别人的能力，并作肯定回答

和否定回答，然后老师还给大家延伸了一个想要加入某个社团的表达

方式，我们学习这些口语就是用的，请大家在课后一定要多加练习） 

OK, today class is over.see you tomorrow! 

That’s all my presentation, thank for your listening again! 

 

 

 

 

初中化学优秀教案 

《溶解度》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  号考生，我今天试讲的题目是

《溶解度》，下面开始我的试讲。欢迎同学们来到化学课堂， 

     上课，同学们好，请坐。 

     同学们，我们思考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在

一杯水里无限制的溶解蔗糖或者食盐呢？对，不能。那么大家知道是

为什么吗？好，没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就自己来寻找答案吧。这节课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溶解度。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写板书） 

我们先来做一组实验，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观察，并将自己看到的

现象记录下来，好我们开始我们的实验。在这里边，在我们的室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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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烧杯，里边装了二十毫升的水，那么老师现在要向里边加

入 5 克的氯化钠，大家看一下现象。接着我再加入 5 克氯化钠，大家

再看一下，最后我再加入 10 毫升的水，大家观查到了什么现象？ 

    好，我们将我们刚才观察到的现象以及我们的实验结果来汇

总一下，谁来说一下呢？好，你来说一下。哦，这位同学说到他在第

一组实验中看到氯化钠完全溶解了。好，不错。还有呢？嗯，你来说

一下。这位同学提到在继续加入 5 克氯化钠时，氯化钠没有完全溶解。

还有第三个实验呢？嗯，你来说一下。这位同学提到氯化钠再一次完

全溶解了。那么我们从刚才所说的以及我们的实验可以得到哪些结论

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是如何定义的。（写板

书）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饱和溶液，刚才同学们说到观察到第二组实

验现象时，氯化钠没有完全溶解。我们是在一定的温度下，我们的室

温，同时我们加入的是第二次的 5 克，从“没有完全溶解”我们是不

是可以得到饱和溶液的定义呀！（写板书）对，我们说它是在一定的

温度下，同时加入一定量的溶剂，氯化钠没有完全溶解，我们说它不

能再继续溶解了，我们将这样的溶液就叫做饱和溶液 

    同样的道理，大家能不能得出不饱和溶液的定义呀？好，谁

来说一下？嗯，你来说一下。 

对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 

（写板书）我们说不饱和溶液其实和饱和溶液是相对来说的。它

也是在一定的温度下，加入一定量的溶剂，它的溶质溶解了没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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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能够继续溶解。我们说它在第一次溶解了，我们又向其中加入 5

克的时候，它没有完全溶解，则第一次溶解后的溶液，我们说它能够

继续溶解，我们就将它叫做不饱和溶液。好，这就是我们大家刚才所

得出的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的定义。大家观察的都非常的好。下面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是如何判定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的？ 

   （写板书）先来看一下它发生的条件，同学们注意到没有，

老师刚才做实验时是在怎样的温度下呢？对，室温。我们是在一定的

温度下，我们三组实验室是不是都在室温下呀？这就是我们判断饱和

溶液和不饱和溶液其中的一个条件。它必须是在一定的温度下，我们

说这个是在三十度、这个是在二十度，能不能判断啊？对，我们必须

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如果说光是一个温度下，它就可以了吗？对，肯

定不行的。我们说还要加入一定量的，嗯，很好，一定量的溶剂。大

家想一下，如果我在第一次加入 10 毫升、第二次加入 5 毫升，这样

能否判断呢？嗯，很好，不能判断。（写板书）比如说我们的第二个

条件就是：它必须加入一定量的溶剂。现在大家能会判断饱和溶液和

不饱和溶液了吗？对，我们还不能，因为我们只知道了它的条件，它

在一定的温度下，加入一定量的溶剂，然后我们怎样判断呢？（写板

书）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判断它观察到的现象，谁能再说一下我们刚

才是如何判断？大家观察到哪些现象？好，你来说。嗯，不错。他说

到在第一次我们加入 5 克氯化钠的时候，它完全溶解了；而第二次又

加入同样 5 克的氯化钠的时候，它却没有完全溶解，说明什么现象

呢？说明它第一次能够完全溶解，第二次不能完全溶解。是不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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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写板书）我们是根据它是否能够继续溶解。我们说，第一次

它完全溶解了，第二次没有完全溶解，因为我们又给它加入了 5 克氯

化钠，对不对呀？嗯，很好。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它能否继

续溶解”这就是我们判断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的条件以及判断的现

象。好，这就是我们本节课学习的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首先，我

们先来通过一组实验，大家来共同得出了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的定

义。我们说，它必须是在一定的温度下，而且必须加入一定量的溶剂。

好，接下来我们又共同总结了一下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的判断方

法。我们先给出了它的条件，必须是在一定的温度下，加入一定量的

溶剂，观察到的现象就是，看它能否继续溶解，就能够判断它是饱和

的溶液还是不饱和的溶液。好，同学们下去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同样是饱和溶液和不饱和溶液，那么它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相互

转化呢？我们是如何判断的？ 

好，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以上就是我的试讲内容，谢谢各位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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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优秀教案 

《营造舒适的城市生活》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    号考生，我今天试讲的题目

是《营造舒适的城市生活》，下面开始我的试讲。 

欢迎同学们来到历史课堂， 

上课，同学们好，请坐。 同学们，什么是城市呢？城市就是一

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好，现在请大家看一张图片。很

熟悉吧，这是哪里呢？ 

对了，就是我们生活的杭州。这是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周边有很

多大型商场，这就是城市的一种象征，经济方面的。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片。 

这里还是杭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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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还是杭州。 

这张图片所显示的是什么呢？是杭州的免费的公共自行车。 

再看第三张图片，哎呀，还是杭州。是哪里？是西湖边的断桥。

有人多不多？嗯，很多，是不是？看完了这三张图片，老师想问你们

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生活在杭州是舒适呢？还是不舒适呢？ 

我听到大多数的人还是觉得生活在杭州是舒适的，还有一小部分

人觉得生活在杭州并不舒服。那我想请问那些觉得不舒适的人说说为

什么觉得生活在杭州不自在。请这位同学讲一下。 

哦，明白了。你是说你住的小区不文明的人比较多，随手扔垃圾

是吧。这是一个特点，小区脏、乱、差。请坐。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位同学你来讲一下。哦，你是说在杭州这个城市里面人太多是

吧，坐车很挤，不方便。请坐。还有没有其他同学需要补充的？ 

这位同学，他比较不幸，他说他家小区治安不好，他家刚被盗贼

光顾过。 

那老师总结一下，你们刚说城市中不舒适的地方有哪些。小区的

脏乱差是城市的卫生问题，对吧（写板书）人很多是人口问题。（写

板书）第三个问题是治安问题。（写板书）既然在城市中生活存在着

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我再请问同学们，那你们想不想立刻搬到边远的

农村地区？ 

大部分人都说不想，是的。那作为聪明的人类我们能不能为城市

生活营造一种更舒适的生活呢？肯定是能的。有哪些国家或地区的人

确实这么做了呢？日本的筑波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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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请一位同学来朗读一下课本第一百零一页的第二段。

对，你来朗读一下日本筑波的一些情况。同学们注意思考一个问题，

城市的舒适性有哪四个标准？（写板书）好，同学请坐，他已经朗读

完了。 

城市舒适性的标准有哪些呢？第一个，日常生活要变安全。（写

板书）治安要好，还有吗？自然环境要整洁优美，至少小区里面不应

该要乱扔垃圾，对吧？（写板书）第三个应该是什么呢？文化生活丰

富多样。我们说物质生活提高上去了，精神文明也应该相应的提高。

（写板书）最后一条是什么呢？邻里关系要比较和睦。这就是我们现

在所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 

好，讲完了这些标准呢，我们来翻开课本的第一百零二页，让我

们来看一下日本的筑波是如何做的呢？日本的筑波在以下六个方面

做了相应的弥补。哪六个地方呢？请同学们朗读一下。很好，大家已

经读完了。那同学们能不能将这六个方面总结一下，然后填在相应的

四个标准里面呢？ 

请同学们总结归纳一下。第一部分，让居住区靠近生活区，方便

人们的购物、就医、学习和娱乐。属于哪一方面呢？对了，便利。第

二部分呢，将人行道与机动车道彻底分开，既可以使交通快捷，又可

以保证行人的安全。这属于什么呢？嗯，还是安全。第三个部分，保

留城郊绿地美化周围环境。这属于什么呢？环境嘛。第四呢？集中功

能供暖、处理垃圾，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属于保护环境。第五，在

设计居民小区的时候注意公共交流空间。属于什么呢？嗯，文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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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每年定期举行文化活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它属于第四

个方面，和睦邻里关系。讲了这么多呢，老师想请同学们开动自己的

脑筋想一想，杭州政府为了营造舒适的杭州城市生活，做了哪些努

力？ 

这个问题同学们可能在课堂上无法解答，没关系，大家课下思考

一下，下节课找同学回答。同学们，下课。 

各位考官，我的试讲完毕，谢谢！ 

 

 

 

初中生物优秀教案 

《生物圈》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     号考生，我今天试讲的题

目是《生物圈》，下面开始我的试讲。 

欢迎同学们来到生物课堂， 

上课，同学们好，请坐。 

同学们，首先问大家你们的家中都有哪些人呢？好，有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兄弟姐妹。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兄弟姐妹们叫家

庭成员，而我们的家庭成员及一起居住的房子我们就叫做家。那如果

我们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看成是我们的家人，那么一切生物所居住

的这个家是什么呢？它就是生物圈，下面呢我们一起回到生命之初，

跟随老师走进一场奇妙的太空之旅。在观看视频的同时，请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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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与太空中其他星球相比，为什么只有地球才有生命的存在？ 

视频看完了，哪位同学能告诉老师，为什么只有地球才有生命的

存在？好，坐在前排的这位女生，你来说一说，嗯，你看得很认真，

请坐，她说到了地球上有空气，阳光，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来

说一下。补充的很好，他说到了还有氧气，水。同学们说的都很对，

因为只有地球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生存所必须的条件，而其他星球

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共有的家园——生

物圈。 

 同学们请看黑板上的这幅图，大致描绘了一个自然环境，在这

个图中大家都看到了什么？对，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山

川、河流、草原平地和沙漠等。那同学们你们觉得这幅画有生机吗？

如果没有，它还缺少了什么呢？对，动物、植物这些有生命的东西，

那么老师这里准备了一些动植物的纸片，就请同学们来给他们找到他

们的家，并送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中。哪位同学想上来？同学们想上台

的欲望都很强烈，我们先请第三排穿红颜色衣服的同学和黄颜色衣服

的同学上来。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幅图是否就充满了生气呢？对，这些

生物都回到了自己的家。生物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我们要说的

生物圈。 

从同学们给这些生物找的家来看，都没有任何一个生物在放在很

深的地底下吧。那我们就都知道了：地球上不是任何的角落都有生物

的，比如在地壳内部是没有生物存在的。地球上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

其实只是它表面的一薄层，科学家把这一薄层叫做生态圈。生物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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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体范围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短片。从短片上我们可

以知道什么呢？课代表你来回答。嗯，回答的非常正确，记录的也很

好，请坐。短片告诉了我们：如果以海平面为标准划分，生物圈向上

约 10 千米的高度，向下 10 千米左右的深处，是一个 20 千米左右厚

度的圈层。生物圈又分成了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下面请同学们分

组分别来阅读书 12 页得第一、二、三段文字，之后我请每小组的代

表来向大家介绍他们小组代表的圈层。 

   好，每组介绍的都很不错，同学们对圈层有了认识，那么我

们想一想，各个圈层是否是独立的呢？不是，对吧，各个圈层是相互

联系的。向日葵生长需要的条件除了阳光、水、营养物质（无机盐），

空气（二氧化碳和氧气）还有适宜的温度和一定的生活空间。对吧。

想一想他们都属于哪些圈层呢？好，坐在最后一排角落的同学来回

答。嗯，回答的很完整，请坐。大家想一想向日葵生活在相对湿润的

环境中，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缺水的荒漠，但它们都需要阳光、空气、

水、营养物质等生活条件。综合来看我们就不难得，动物、植物等所

有的生物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是一样的，它们都需要物质、阳光、

空气和水，还有适宜的温度和一定的生存空间。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乘坐宇宙飞船遨游太空，那么你必

须从生物圈携带哪些维持生命的必需物质？第二排戴眼镜的同学你

来回答。嗯，她说到了需要有氧、充足的食物和水。生物有了营养物

质、阳光、空气、水、适宜的温度和一定的生存空间，就一定能生存

下去吗？当这些条件发生改变，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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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时，对生物有什么影响？人类应该怎么做？大家

思考一下，嗯，对，我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啊。 

   所以，请同学们从现在起向热爱自己的小家一样更加热爱我

们的生物圈从一点一滴去爱护她。各小组在课下利用废旧材料制作一

个简单的生物圈模型，下节课各小组展示一下自己的作品，好，这节

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初中地理优秀教案 

《世界的气候》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     号考生，我今天试讲的题

目是《世界的气候》，下面开始我的试讲。 

欢迎同学们来到地理课堂， 

欣赏海南岛风光图片，并引导学生：你知道这是我国的哪个地区吗？ 

学生：海南岛。 

师：根据什么判断的？ 

生：椰子树。 

师：我们大连为什么没有椰子树？ 

生：因为气候不适宜。 

（一）气候的特征和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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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谁能描述一下海南岛和大连的气候有什么不同？ 

生：海南岛的气候是全年都高温多雨；大连是四季分明，夏天热、

下雨多，冬天冷、降水少。 

师：同学们的描述非常好！通过描述高温多雨，我们可以发现在

描述气候的时候，是通过哪两个要素来描述的？ 

生：气温和降水。 

师：请同学们记住这个结论，气温的重要组成要素是气温和降水。 

师：请再思考一下，大连的气候今年是这样的，以前是不是这样，

以后又会不会改变？ 

生：没有改变。 

师：由此可以得出，气候的特征与天气不同的是…… 

生：气候是稳定的，变化不大。而天气发生的时间短、经常变化。 

师：如果我说几句话，你们能判断说的是天气还是气候吗？ 

生：能。 

教师利用课件展示，学生对答如流： 

“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天气； 

“昆明四季如春”——气候； 

“大雪纷飞，盖满大地”——天气； 

“赤道地区终年炎热多雨”——气候； 

“大雨倾盆，风雨交加”——天气； 

“极地地区全年严寒”——气候。 

 （二）气候对人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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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播放图片：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大连和海南岛到底是什么气

候类型？学生看图片认识：海南岛是热带季风气候，大连是温带季风

气候。 

师：除了这两种气候类型，你还知道哪些气候类型？ 

生：热带沙漠气候…… 

师：看看除了大家说的这些气候类型，还有哪些气候类型呢？我

们一起欣赏一组图片。 

学生根据图片认识，所有的气候类型，并通过这些景观图片，有

一个直观的了解。 

师：看了这些图片，我们可以知道每种气候条件下的自然景观都

是不一样的。我最喜欢椰子树，想把它挪到大连种植行不行？为什

么？ 

生：不行。因为大连的气候不适宜椰子树的生长。 

师：看来，人类的活动应该…… 

生：适应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师：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不同的植被，不同的植被结不同的

果实，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气候对人类的影响，谁能从衣食住行等不同

的角度举例说说，气候对人类的影响。 

生：热带沙漠气候条件下，人们的交通工具是骆驼，穿白色的长

袍…… 

（三）气候的分布 

师：你想不想知道这些气候类型都分布在世界的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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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想。 

教师展示图片和地图，引导学生读图。首先，教师指图学生说气

候名称；然后，教师说名称学生指图；最后，让学生分组抽签指图。

每组所指的气候类型按规律制作，在学生指完图后，引导他们找出规

律并填表。可以发现有的是按不同温度带，有的是按亚欧大陆的东岸、

西岸和内部的规律。以此引导，学生思考：气候的这些规律，是受哪

些因素影响的。 

（四）影响气候的因素 

师：请看图片，以按温度带规律填的表格为例，对照气候分布图，

分析影响气候分布的因素是什么？提示，注意与纬度的关系。 

生：热带的气候都分布在纬度低的地方，寒带的气候分布在纬度

高的地方。 

师：这种由纬度影响气候的因素是什么因素？ 

生：纬度因素。 

师：纬度位置与气候有怎样的关系？ 

生：纬度低的地方热，纬度高的地方冷。 

师：看图同一纬度的地方，气候都是一样的吗？ 

生：不是。 

师：我们以纬度位置相似的北京和吐鲁番为例，看看影响气候的

因素还有哪些？ 

教师展示两地的气候图：对比两地气候在哪一方面的差异最大？

学生观察：降水。北京的降水量比吐鲁番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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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请看两地的分布位置，总结原因。 

生：北京离海近，吐鲁番离海远。 

师：这种由海陆位置关系影响气候的因素就叫海陆因素。海陆位

置与气候的关系怎样？ 

生：离海近的地方降水多，离海远的地方降水少。 

师：请再观察图，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都相似的地区，气候一样

吗？ 

生：也有不一样的。 

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因素影响。请看图片中青藏高

原和四川盆地，这两地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都差不多，但是气候类

型却不相同。看两地的景观图，你可以发现，两地的气候有怎样的差

异？ 

生：青藏高原冷，四川盆地热。 

师：为什么？ 

生：青藏高原海拔高，四川盆地海拔低。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降

低，海拔每升高 100 米，气温降低 0.6 摄氏度。 

师：这种因素应该叫什么因素？ 

生：地形因素。 

师：地形对气候的影响，除了对气温的影响之外，上一节课还学

习了降水的影响，回顾一下降水是怎样影响的？ 

生：山的迎风坡降水多，背风坡降水少。 

师：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影响气候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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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课件与学生总结主要的因素及特点，然后通过练习题练

习。 

师：同学们说的非常好！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可以知道人类对

气候有影响，同时气候又反作用于人类，我们要想让它变成一个良性

循环，就只能从人类自身做起，好好保护环境。 

师：很好！那么这节课的课后作业就是大家回去搜集近些年存在

的气候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应对。 

师：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生：老师再见！ 

各位考官，我的试讲完毕，谢谢！ 

后  记 

当你看到这页时候，首先恭喜你把这本教材阅读完了，其次我有

几句话想对看完这本书的你们说，伟人所达到并保持着的高处，并不

是一飞就到的，而是他们在同伴都睡着的时候，一步步艰辛地向上攀

爬的，每一次奋发努力的背后，一定会有加倍的赏赐。所以，在我们

还没有找到属于我们自己道路，没有考上理想工作之前，不要轻言放

弃以及自我悲悯，要知道每一次的求职经验都是在为我们的未来打基

础。当一个人弄清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之后，那他接下来的路是清

晰可见的，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对于这本教材，虽然只是你通往康庄大道的一块垫脚石，但也是

为你打下基础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到每一个使用

这本教材的考生。我们由衷的希望通过这本教材的学习，让每一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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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面临考试的时候能够把里面的知识点派上用场，发挥出它的最大

作用，帮助你成功考取工作，成功上岸！ 

最后如果广大考生在使用这本教材的过程中能收获到有用的价

值和提出宝贵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我们是对我们

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让我们在此携手共同进步，共同走向美好生活。 

 

米胜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