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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真功夫在病床上， 
老师的真功夫在课堂上。 
脚踏实地地备好每节课， 
认真负责地上好每节课。 
 

 

 

 

 

 

 

 

 

 

 

 

 

 

 

 



 影子教师心得，掠影专题（二） 
 

 

 

 

 

 

从几件事件（与实际生

活联系比较紧密，学生比较

感兴趣的事情）引入新课，

激发学生讨论的激情和热情。让学生先体会这样的事件发生的可能

性，并在小组内进行交流分析。然后由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得到概念，

让学生举出一些实例帮助其理解和掌握对概念的运用。其次，由教师

出题目，学生展示反馈，

由学生或者教师纠错并

补充。当发现大部分学

生已经能够熟练判断和

应用新概念时，提出拓

展内容，小组讨论完成。最后师

生共同完成小结部分。 

在这堂课中，按照自己的想

法，把总结概念这个模块交给学

生，没想到最后只有三分之一的

新课改中的把课堂还给学生，还要从

实际出发，切实了解自己所带的学生基

础和心理。不能全部交给学生，可适当

的有针对性的交给学生，学生将会有良

好的学习效果。 



学生能说出基本内容，而大部分学生就我自己看好像还是没有理解的

样子。况且用去了半堂课的时间，我又不能阻止学生讨论，害怕打击

学生的自信心。 

我们学校许多教师在一起都谈论这样一个话题“把课堂还给学

生”，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就我

个人而言，课堂还给学生带来

的问题还是存在不少。说的对，

课堂还给了学生，知识掌握了

么?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经

常在课堂上教学任务无法完

成，只有将自习课占用一点时间。这样做到底对还是错呢？给大家举

个例子或许你会觉得我并没有乱说，现在初三了，我们班有一个学困

生，初一的一元一次方程也不会解，这样的学生你还敢放手让他们自

己去讨论学习交流吗？也或许

你会说，想办法把不会的知识

给学生补上，我再问：时间从

何而来？补一个还好些，你能

补十几个吗？所以，我觉得， 

 

 

 



 

当我让学生实践一件事情，比如使

用两个骰子进行投掷游戏，从里面发

掘事件的三种情况，学生自主讨论、

实践、交流，这时就出现了部分学生

只顾玩，对新知识根本不去了解思考。

还有就是学生自制能力较差，用时较

长，虽然体现了小组合作，自主探究，   

但我觉得这也是仅仅对于学习基础

比较好的学生而言，对了基础差的

学生仍然收效甚微。 

在对当堂知识进行展示时，也

只能去找一些基础较好的学生，你

可能会说，可以给学困生出一些比

较简单的题目，让他们展示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但你不知道有时适

得其反，他们会认为你在侮辱他们，表现出一种逆反情绪，只能去安

慰和心理交流，帮助其改变自己的看法。而难又做不出来，很难去选

择。并且一旦让他们去展示，时间明显不够用。就拿这节课来说，有

新课改中的把课堂还给学生，还要从实际出发，切实了解自己所带

的学生基础和心理。不能全部交给学生，可适当的有针对性的交给学生，

学生将会有良好的学习效果。 

张显 



个学生在黑板上站了五分钟也没写一个字，即使在上黑板之前我还让

他们互相讨论交流几分钟。 

所以，掌控好课堂时间还需要我加强学习锻炼，寻找自己的原因

和问题、同时也去分

析学生的情况，从而

更好的开展教育教学

工作。 

 

 

 

 

 

 

 

在课堂中，教材上所举得例子，

都是在城市里所熟悉的事情，比如小

汽车过马路时遇到红绿灯，火车上的

座位，飞机的航班。这些事件对学生

来说很陌生，更别说拿来当问题来考

虑，只能做些学生熟知的题目。但是

这样做难免有些单调，学生也会感到

厌烦。 



就目前社会而言，学生感知外面事件的媒体有：电视、电脑、手

机、书籍和杂志。而学生（尤其是初三

学生）只有放星期天时才能接触这些媒

体，但是这个时期的学生天性喜欢玩，

而忽略了对社会的认知。 

 

 

 

 

课堂上，我提了个建

议，让大家尽可能的举出一

些关于随机（必然、不可能）

事件在现实生活的例子，大

家都很积极踊跃，这时只听

见有个声音“老师明天娶媳妇（我已婚）是个随机事件”。虽然例子

很好，但我的脸当时就红了，红到耳根，其他同学也跟着起哄，影响

了课堂效果，耽搁不少时间。 

教育的好坏取决于两条 

第一，是不是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第二，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何英萍 



下

课后

我找

到他

进行谈话交流，他竟然没有一点做

错事的感觉，或许是我错了。简单

交流后，让他回去上课，我去网上

查阅一些讨论帖，有一个帖子引起

了我的注意,我看到的帖子是焦作

市一位名叫张芳的老师发的，大概

内容是这样的：人有一种天生渴望

受人尊重和注意的需要，学生起哄

是学生想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老师，我在这，注意一下我吧，哪怕是

一下！”这时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特别的方式告诉了你，无非就是想引

起你的注意罢了，因为他们平时被注意和尊重的时

间太少了，他们这种需要太强烈了，平时多给他们

一点注意吧。 

 

 

 

 

新课程倡导学生

我突然觉得自己还要学习的很多，

给学困生的关注和关爱太少了，也明白

了自己以后该如何去搞好教学工作和

教育学生。我们教师不是一个教书匠，

而是在育人，多年以后看到自己帮助过

的学生走上人生的辉煌之路，是是需要

我们注意的地方，首先，我们应该给予

学生更多的关怀和爱心，去鼓励他们，

找到他们的闪光点，慢慢地他们会越来

越自信，发言展示的勇气也会大大增

加，促进自己学习。其次，我们教师在

提问或者需要这些同学去展示时应该

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寻找适合不同层

次的学生展示题目. 

它变沉闷、闭塞的课堂为

欢声笑语，是师生的交

流、学习过程以及学习过

程中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的情感体验，它还注重在

学习过程中培养学习和

做人的品性。 

王荣  

 



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能力。为

此，新课程倡导自助、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要使学生的学

习从以“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这种巨大变化，在孩子们身上凸

显出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师的引导和鼓励让他们在学习中获得

快乐，把价值引导和孩子的自由发展结合起来，体现了价值引导，同

时又注重学生快乐的学习，不强迫学生去被动的接受，而是满足学生

的需求。学生不但主动快乐的学习了知识，而且按照《纲要》的精神，

努力创造一个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的应答

的环境，学生在交往中，在生活中交流和表达，不仅语言得到发展，

其他各方面的能力也得到发展。为此，教师必须转变自己的角色地位，

顺应课改的需求，把放飞心灵的空间和时间留给学生，营造宽松自由

的可让氛围。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真正地引导学生们积极、主动地学

习，鼓励学生大胆去学，真正让学生成为主宰学习的主人，学习活动

参与者、探索者与研究者。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新时期“发现型、

发明型、创造型、创新型”的学生。 

 

 

 

 

 

 

注重数学思想方法教学。数学思想是对数学知识与方法形

成的规律性的理论知识，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根本策略。 

张薇 



数学方法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手

段和工具，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的精髓，

只有掌握了数学思想方法，才能真正掌

握数学，因而数学思想方法也是学生必

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现行的教材当

中蕴涵了多种数学思想方法，在教学中

应当挖掘出数学基础知识所反映出来的

教学思想和方法，设计教学思想方法的目标，结合教学内容适时渗透，

反复强化，及时总结，用数学思想

方法武装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为学

习数学的主人。 

 

 

 

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与训

练。为了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通过学习，在今后教育教学中，

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各种教育科学理论

和业务知识，与全体教师共同致力于

教学的研究和探索中，共同寻找适应

现代教学的新路子，切实以新观念、

新思路、新方法投入教学，为新时代

培养更多富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的合格人才作出贡献! 

靳芳婵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数学是思维的

体操，从这个角度讲，数学本身就是一种锻炼思维的手段，我们应充

分利用数学的这种功能，把思维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在

教学中，我们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使学生的思维既

有明确的目的方向，又有自己的见

解；即有广阔的思路，又能揭露问

题的实质；既敢于创新，又能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一节好的数学课，要做到两

个关注：一是：关注学生，

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关注学

生的情感需求和认知需求，

关注学生的已有的知识基

础和生活经验。二是：关注

数学，抓住数学的本质进行教学，

注重数学思维方法的渗透，让学生

在观察、操作、推理、验证的过程

新课改中的把课堂还给学生，还要从实

际出发，切实了解自己所带的学生基础和

心理。不能全部交给学生，可适当的有针

对性的交给学生，学生将会有良好的学习

效果。 

安建军 



中有机会经历数学化的学习过程，使学生真正体验到数学，乐学、爱

学数学。安振平老师说：“关注学生，首先要记住学生的姓名；教学

中教什么比怎么教更为重要，教师在课堂上只是管理者，在于帮助，

在于引导，在于点拨，课堂上说半句话，不要说得太多……”学生在

个性上存在差异，但在智商上是绝对没

有差异的，每一个学生都有很大的潜力

有待于教师去挖掘。所以我们应大胆地

放开手，让所有学生去学习，去全力地

发挥自己的潜能，并通过教师的培养逐

渐提高学生的各方面的能力。使学生能

真正地成为课堂的主人，积极地动脑思

考，动手操作，使学生从思维到实践都得到很好的锻炼与提高。 

 

 

 

从本质上看，学生并不存

在好与差之分，“差生”之所

以“差”，原因在于他们潜能

被种种主客观因素所束缚，而

未得到充分的释放而已。因

此，我们教师对

这些所谓的“差
爱是教育的基础，是老师教育的源泉，有爱

便有一切。 

任婷 
 



生”，更应加备的关爱与呵护。教师要心胸宽广，能够听取各种不同

意见，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多一些理解之心、关怀之心、友爱

之心，这样给学生良好的示范作用。在他们身上，我们要倾注全部的

爱，去发现他们学习上每一点滴的进步，去寻找他们生活中，品德上

每一个闪光点；冰心曾说过：“爱

是教育的基础，是老师教育的源

泉，有爱便有一切。”要想成为一

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我们首先要

爱学生。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

是一个个有着鲜活生活，一个个

正在茁壮成长的学生，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个能动的人，给他们一个自

由的空间，尊重平等地对待他们、关心他们，和他们成为无话不说的

好朋友；从而缩小师生间心灵上的距离使他们产生“向师性”。然后

运用激励机制，加以充分的肯定和激励，让学生感到温暖，增强自信，

这样，才会在他们成长与发展的道路上有一个质的飞跃，更会使教学

效果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学生是

学习的主体，

他们有自己

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相信学生，一般知识学生独立

或通过合作是能够解决的。如果不相信学生的这种

能力，课堂中是无法放手的，学生的主动学习也就

无法落实。 

王玉琳 



独特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作为教师要相信学生，敢于放

手，为全体学生创设一个主动探索的空间。在教学中，教师给学生搭

舞台，让学生唱戏展示自己，这个"台"搭得要大，四周不能有"框框"，

教师应该像听众那样仔细倾听，抓住关键进行点拨，为学生的表演"

加油喝彩"！教学“因式分解”时，我完全放手让学生自己总结出提

公因式法，由于学生已经有了提公因式法分解因式这一基础，我相信

他们是有能力解决用公式法分解因式的，而事实证明，学生也完全有

能力独立解决这一问题。当学生整理完毕，通过交流、汇报得到老师

的赞赏、肯定时，孩子们尝到了自己成功的喜悦，从而对学习数学又

充满了信心。 

 

平等的爱，理解的爱，尊重的爱，信任的

爱，这些都是老师爱的真谛，不论在生活上，

还是在学习上，都要给予学生必要的关心和帮助，只要有了问题时及

时处理，处理的方法得当，注意和学生沟通，学生就会信任你，喜欢

你，爱学生，还表现在老师对学生的尊重和信任，以及对学生的严格

要求，又要注意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区别对待，对成绩比较差的学生，

我们老师要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师爱一定要全面、公平。 

 

平等的爱，理解的爱，尊重的爱,信任的爱。 

尚亚荣 



听专家、教授们滔滔不绝、挥洒自如的讲座，心中十分佩服他们

的口才，佩服他们的自信，佩服他们的敏锐，

佩服他们知识的渊博。想想如此才气从何而

来？所有人都是走着同一条道，那就是不断的

读书学习，关注专业知

识，关注国家大事，日复

一日，永无止境。学习就

是这样，要让读书学习像

吃饭睡觉一样，成为我们

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我虽然不能教育教学的

专家，但我可以从现在起就行动起来，像专家

一样投入到读书学习的活动中去，让读书学习也成为我生命活动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照自己的工作实际，将所学知识为我所用。  

 

培训学习虽

然就快结束

了，但我知

道有更重的

学习和工作任务在后面。思想

在我们的头脑中，工作在我们

的手中，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事虽难， 

做则必成. 

     郭宝华 

所有人都是走着同一条道，那就是不断的读书学习，

关注专业知识，关注国家大事，日复一日，永无止境。 

刘永强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让我们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为做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为培养出更多创新人才努力工

作。 

 

 

1、老老实实做人，塌塌实实做事。事无巨细，一个连小事都做

不好的人，又何谈

做大事？在平时

的工作中，一定要

认真踏实做好每

一件事。 

    2、爱岗敬业，

以校为家，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能够到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工

作，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

份子，对我而言，是件幸

运而又幸福的事情，要好

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

会，用成绩来报答关心帮

助自己的每一个人。 

总结心得，做好教育工作。 

米江涛 



    3、面对孩子，要做到爱心、耐心、细心，赏识鼓励每一个孩子；

面对家长，要热情、友善，多站在家长的角度思考问题。 

    4、谦虚谨慎，多向名家专家向老前辈老教师学习，在工作中做

一个有心人，注意观察、学会反思，加强读写及语言表达能力。 

    5、加强教学研究，努力提高教科研理论水平，为成为一位研究

型专家型老师这一职业理想而努力。 

    6、依法从教，廉

洁奉献，努力维护教师

良好形象。 

选

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

要怀着一颗为孩子无

私奉献的心，带着对孩子全部的爱走上岗位。新环境、新机遇、新

发展，努力做一名领导信任、家长信赖、孩子敬佩的好老师，用自

己的努力、勤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老师应在教学工作中充斥豪情

和活力，对学生充溢着爱，用富有立异意识和超前意识的立场看待

教学实际中所遇到问题，并应常常反思，坚持摸索的习性，继续维

持学习的习气，使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不断晋升。 

咸阳师范学院培训学院        
                                        2014 年 1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