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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ing “Understanding Parallel Line” Teaching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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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teachers, the structure, style,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the class are different, which constitutes the
same content, different forms of classroom teaching. Isomerism of the same class can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eachers to discuss the hot
and difficult problems in teaching, which can cause the collision of participants’ wisdom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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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课异构，呈现精彩课堂——以“认识平行线”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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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教师的不同，所上课的结构、风格、采取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各有不同，这就构成了同一内容、不同形式的课堂教学。同
课异构，能为教师提供一个共同探讨教学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平台，能引发参与者智慧的碰撞，明显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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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课异构的界定

中求异、异中求同”，让大家清楚地看到不同的教师对同一
教材内容的不同处理，不同的教学策略所产生的不同教学效

所谓同课异构是指同一课时内容由不同教师根据自身的

果，并由此打开教师的教学思路，彰显教师教学风格 [1] 。

特点、学生的实际和现有的教学条件，自主备课并上课。由
于教师的不同，所上课的结构、风格、采取的教学方法和策

2 同课异构中概念教学不同的路径

略各有不同，这就构成了同一内容、不同形式的课堂教学。

《认识平行线》是中国苏教版小学四年级上册的一篇学

由于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落实课程改革理念、全面提升教

习内容。这部分内容是在学生认识了直线、射线和线段的性

育质量是新时期对教师的要求，使“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

质，学习了角、角的度量及垂线的画法等的基础上学习的。

种思想，交换后每人有两种思想”为价值取向的同课异构的

它是空间与图形领域的基础知识，是后面的学习平行线性质、

教研方式有了土壤。因为它能为教师提供一个共同探讨教学

三角形、四边形等知识的基础，也为培养学生空间观念提供

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平台，能引发参与者智慧的碰撞，明

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显提高教学效果，所以越来越受教学研究者的青睐。
同课异构在对教材的理解与教学方法的设计上强调“同

前不久，中国淮安市开发区深圳路小学的一名教师代表
与常州花园小学的一位教师在常州市花园小学同台献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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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异构，呈现了淮安、常州两地教师课堂教学风采，为推动
淮常两地教育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示范。纵观两地教师的数
学课堂，发现两地教学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2] 。

2.1 教学流程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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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量出这条垂线的长度（3 厘米），教师画继续距离
为 3 厘米的点。
师：你能同时通过两个点三个点画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
相交吗？相交吗？为什么？

A 教师的教学流程：引入部分复习相交和不相交，引出
特殊的相交，也就是垂直，从而引入平行—说平行—辨平行—
找平行—提供画有平行线的题利用小组合作探究平行线的画
法—师示范教学平行线的画法—课堂练习提升能力。
B 教师的教学流程：引入部分生活情景，初步得出不相
交的两条直线是平行线的概念—结合利用文本阅读具体学习
平行线的概念—由铁轨、双杠和跑道的现实情境理解平行线
的意义与特征，找生活中的平行线巩固平行线的概念—通过
画平线之间的垂线了解平行线的性质（平行线间的距离处处
相等）—利用平行线的特征尝试画平行线（不同梯度的画法）—
回归于生活的平行线，巩固提升。

2.2 课后的思考
2.2.1 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障
课程改革以来，教师非常关注教学方式，因为好的教学

学生自己感受是否能相交，然后教师揭示像这样不相交
的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开始部分的教学从课例中，我们发现通过已有的知识点
画垂线，教师引导发现什么的图形叫做平行线。
B 教师采用生活情景启发式学生发现什么平行样的图形
叫做平行线，让学生从生活中直观感受平行线的意义和特征。
下面是 B 教师的课堂片段。
师：你们知道火车为什么能平稳、安全地在铁轨上行驶
呢？（ 出示生活中的五组图并抽象出以下五组图形）。

方式会带来好的教学效率。
A 教师是通过已有知识来构建引入新知，同时采用小组
合作的方式实施教学，试图通过小组合作让学生理解平行线

问题：哪些图形的两条直线相交，哪些不相交？

的意义和特征。下面是 A 教师的课堂片段。

回答：像这种不可能相交的两条直线是我们今天要认识
的平行线。
师：到底什么样的图形是平行线呢？请大家打开书到 92
页，看看到底什么样的图形叫做平行线？
生：像这样不相交的两条直线互相平行，其中一条直线

师：你能过这点画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相交吗？
学生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是另一条直线的平行线。
板书：

师：垂线是一种特殊的位置关系，你能量一量这条垂线
的长度吗？
像这样不相交的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第一，通过引入生活中的图形抽象出平行线，接着让学
生找三组生活情境图片（跑道、双杠和铁轨）中的平行线，
采用在平行线间画垂线的方法，发现平行线的特征，最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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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循序渐进的画法，让学生初步感知怎样画平行线。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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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概念的理解和空间观念的形成。

引导学生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到生活中的平行线，如门两条边

A 教师的练习如下：“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

之间的距离如果不相等，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通过观

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线叫做平行线；在同一平面内的

察直观感受到平行线都不相交，并结合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说

两直线叫做平行线；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

说为什么不相交，从而再次感受平行线的特征——两条直线

行线。”主要通过文字的方式，多数学生能理解概念的内涵

之间的距离相等。

与外延，但对于一部分没有将文字叙述转化为图形直观的学

从课例来看，目标达成度高，学生的空间观念得到了发

生而言，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展，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强。通过分析发现，同一教学内容我

B 教师借助直观图形深入理解概念本质，用正例切入进

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教学方

行正强化，让学生理清平行线的三个条件“两条直线、在同

式的选择要有利于学生发展。

一平面内、不相交”，再以反例直指平行线的本质，让学生

2.2.2 关注数学本质是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有效

明白三个条件中缺一不可 [3] 。

途径

3 同课异构的价值

一节好的数学课应该是非常关注数学的本质，并让每位
学生深刻感受并理解，从而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本节
课是在学生学习了直线、线段、射线和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
的位置关系—相交的基础上展开的，它是同一平面内两条直
线的位置关系（相交和平行）中的一种，与相交是并列关系。

不可否认，同课异构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它能帮助
教师深度理解教材，为灵活使用教材打下基础；它能关注课
堂教学中的核心要素——人的发展；它能激活教研热情。

3.1 同课异构帮助教师深度理解教材

它也是以后学习平行四边形、梯形的前提。从教材的编写意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要求教师必须精心研究教材、潜心

图、学生的认知水平等因素分析，本节课的知识与技能目标

钻研教法和学法、深入分析学生的认知起点，从而设计出科

主要是理解平行线的意义（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不相交），

学合理的教学流程与教学活动。在“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直观感受平行线的特征（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处处相等），
借助工具画平行线。因此，在教学设计时需要教师引导学生
从整体上把握理解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相交与
平行，并借助具体情境让学生形象感知平行线的意义和特征。
A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复习切入相交与垂直，然后让

的理念指导下，同课异构非常注重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执教教
师根据自己的风格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认真分析教材，理
解编者意图，深挖教材的育人功能，关注点会有所不同；在
议课过程中不同教师的站位不同，多种思维碰撞，形成头脑
风暴，这样的研究促进了教师很好地理解教材 [4]。

学生明白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还有平行的关系，在理解平行

3.2 同课异构有利于关注课堂教学中的核心要素——

线的意义和特征时是通过小组合作来完成。而 B 教师通过复

人的发展

习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架构了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关于课堂教学有一段精辟的论

并紧紧扣住三幅情境图，通过追问为什么两条直线不相交，

述：“课堂教学应被看作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

让学生在反思中借助铁轨、跑道和双杠等生活情境理解了平

历，是他们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部分。”就课堂教学而言，

行线的特征，经历了“生活情境—抽象概念—理解概念—解

同课异构中的种种差异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课堂中人的生

释生活现象”的过程，理解通透，记忆深刻。

命成长，彰显了人的价值。因为它紧紧围绕教师、学生开展，

2.2.3 适当的练习是促进学生能力形成的关键

不断拓展师生的视野，丰富师生的变化，创造与实现有利

数学概念建立后需要及时辅以不同形式的练习，通过练

于师生发展的一切可能性。就研究过程而言，同课异构彰

习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概念，并将概念同化到自己的知识结

显的是研究团队中每一位教师的发展。因为教师个人的专

构中去。尤其是“空间与图形”除了理解概念外还需要培养

业成长需要自身的努力，更需要专家引领与同伴互助。因

学生的空间观念，因此练习时如果通过对直观图形的辨析更

此，在同课异构中，不同年龄、性别、个性、知识水平和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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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验的教师都参与了研究，也得到了发展，真可谓“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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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同课异构能有效地实现校本研修的各种目标与功能，

箭多雕” 。

因此它有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3.3 同课异构有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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