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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婉莉老师的精彩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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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咖啡”Rainbow Team 展示活动记录 

     Good morning, everyone! Our team name is Rainbow 

Team. It’s our great honor to share our opinions with all of you!  

     Our topic is some problems in English learning. There are 

four points.  

1) Help students 

memorize the 

new words. 

2)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3) How to create 

the “English 

Atmosphere”. 

4) How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s. 

     We mainly talk about No. 1 point. Here are my teammates’ 

points. We brainstorm and they provide many ways to memo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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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words like below.  

a. Classify the words. Such as food, fruit, color, 

clothes……Students can have a big vocabulary. 

b. Recite the words over and over again.  As Chinese poets 

e-e-e, qu xiang xiang tian ge . It’s a useful way to memorize the 

new words.  

c. Make flashcards. There are beautiful and vivid pictures and the 

teacher can let students guess the word. 

d. Associative memory (opposite words /phonetic symbol) 

The teacher explains the words when teaching. Such as 

care---careful--- carefully, dictionary, good----bad, speed 

up----slow down……. 

e. Tongue twist.   For example: A big bug bit the back of a big 

black pig. It’s an interesting way. Do you think so? 

f. Sing English songs.  (Big Big World /Everybody / Miracle)  

Students learn the words in a good mood. 

g. Watch English movies. (Casablanca/ the Sound of Music) 

h. Read the newspaper, magazines, and story-books. 

i. Have a dictation every day.     The teacher can have a 

dictation before class. Parents can have a dictation at home. 

j. Play games.   Such as words competition, words games. 

k. Blackboard drawing. The teacher can draw animals,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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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 persons, and scenery.  Please look at the pictures: a 

little mouse, a lovely pig, a red strawberry. 

海燕组 

如何上好一节英语阅读课？ 

    英语阅读能力是衡量一个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的一个标

准。阅读题在

考试卷中占到

50 分左右。所

以教师和大部

分学生都很重

视英语阅读能

力的培养，然

而大部分老师

对于学生阅读

能力的培养比

较头疼，而学

生对于阅读也

感到比较棘手。而阅读能力的培养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所

以经常上阅读课教师们常常会走入误区，关于阅读课我们经

常会遇到一下这些问题：1.教师费时费力的把阅读文章翻译

了一遍，学生汉语听得明明白白还是不会回答后面的问题 2.

让学生自己读，因为碰到生单词太多读起来太费力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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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师没有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或者恰当的指导，一节课的时

间用完了，但效果不佳。 

   对于如何上好阅读课，我们总结了以下这些环节，以供大

家参考。 

    第一环节：阅读课必须有个好的开头，能够最大程度的

激起学生的阅读兴趣。有两种方法，第一是要有个好的导课

来引入话题，教师必须巧妙的设置疑问，吊起学生的阅读胃

口，让他们充满好奇急于去阅读，比如人教版八年级下册

Unit9 reading---Singapore 部分，就可以提出问题，假如你

们全家去国外旅游，你想去可以练习英语的国家，而你的父

母不会说英语，他们想找个能够用汉语交流的地方，你给他

们建议，他们该去哪个国家？这样的问题肯定学生很感兴趣，

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气氛热烈起来，阅读的兴趣就被调动

起来了。第二种是现在 free talk 部分，让学生就课题进行

讨论，让他们大胆的猜测，想象，如果让他们写这个话题他

们应该怎么写，再发言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对学生的发言进

行肯定，激励他们大胆说，说的越详细越好。比如人教版八

年级下册 Unit3 reading 部分，可以让他们想象周末回到家

不做家务家里搞的特别乱，父母很生气，你的父母会怎么做

来教育你，让你变成一个爱做家务的孩子？这样学生就会开

动脑筋想象故事情景和解决办法，这样子让就激起学生的阅

读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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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环节：阅读的教学分为三个环节，文章读三遍，

分为速读---细读---精读 

第一遍阅读--速读，给学生 3-5 分钟让他们迅速找到文

章主旨句；并且让他们找出文章不认识的单词或短语，先学

习来扫除他们阅读时的障碍；第二遍阅读--细读，教师根据

每段的内容提出具体的问题，让学生在回答问题的同时理解

文章内容，同时教师把一些关键的短语板书到黑板上，为后

面文章复述做好铺垫；第三遍阅读--精读，这次阅读教师要

让学生找出一些重点的语法方面的句子来进行精讲和充分的

练习，让学生在掌握阅读课文中掌握重点语法句子和短语； 

第三个环节：让学生利用黑板上教师板书的重点句子来

进行课文复述。教师先把学生分为几个小组，先让学生在小

组里面进行复述，然后每组推选学生进行复述比赛，利用学

生的好胜心，让学生在比赛中熟悉课文内容，学会运用所学

英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环节是一节课的高潮部分，学

生会因为集体荣誉感和争胜心而气氛热烈。这一部分老师要

给学生足够时间来表达，要给予足够的耐心和热情看到他们

的每个闪光点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让学生在表达中体

会到成就感和学习的快乐，以及参与的激情。 

最后一个环节：精读，可以做一个写作练习或者拓展练

习，把学生前面的复述变成文字，或者让他们就这个话题谈

出自己的观点，这不仅可以让学生再次掌握和回顾课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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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给学生提供多向思维的能力。在课后可以把学生的

写作做一个展板，让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如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014 年 12 月 10 日，由赵婉莉老师给我们英语国培班上

了一节让大家受益匪浅的课，课程的名称是“世界咖啡”。

起初看到课表时，心里很是纳闷，难道赵老师要给我们讲世

界上咖啡的种类，又或者是是赵老师为自己的课起了一个高

大上的名

字，所以当

时对这节

课非常的

感兴趣，很

是期待。记

得那天早

上我来的

稍晚了些，

当我走进

教师的时候，看到大家已经分组坐好，每组为五到六人，而

且我还注意到每组的桌子上都放着一大张纸，一些袋装的咖

啡和杯子。难道是喝咖啡，讲咖啡？这时赵老师开始提问了：

“咖啡大家喝过吗，知道咖啡的种类吗，了解咖啡都产自哪

些国家吗”？当然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基本都知道，所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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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积极的回答问题。这时候赵老师突然停顿了一下说道：

“同学，今天我们要讲的世界咖啡，就是讲一些我上面问道

的哪些问题吗”？这个时候教师里面鸦雀无声，我相信每位

同学都和我一样，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看到大家都

很好奇，赵老师便微笑着把 PPT 打开，给我们正式介绍本节

课的新内容。通过赵老师做的课件，我们才知道原来“世界

咖啡”并不是真的咖啡，而是一种跨界交流会议。赵老师给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了“世界咖啡”。 

世界咖啡 

著名的“World Cafe”（世界咖啡）会议模式的主要精神就

是“跨界（Crossover），世界咖啡不同专业背景、不同职务、

不同部门的一群人，针对数个主题，发表各自的见解，互相

意见碰撞，激发出意想不到的创新点子。 

信息定义 

著名的“World Cafe”（世界咖啡）会议模式的主要精神就

是“跨界（Crossover）， 世界咖啡 

不同专业背景、不同职务、不同部门的一群人，针对数个主

题，发表各自的见解，互相意见碰撞，激发出意想不到的创

新点子。人们很容易被自己过去所学或是经验所限制，一个

http://baike.so.com/doc/465691.html
http://baike.so.com/doc/2864424.html
http://baike.so.com/doc/4190972.html
http://p6.qhimg.com/t0161721c81cbccf51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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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或公司也是很容易被既成文化或价值观所限制，同构型

越高，越不容易产生新的点子。 

世界咖啡让参与者从对个人风格、学习方式和情感智商所有

这些我们惯用的评判人的方式的关注中解放出来，使人们能

够用新的视角来看世界。让人们进行深度的汇谈，并产生更

富于远见的洞察力。众行集团应用“世界咖啡”这一行动学

习经典技术成功服务了近百家各行业的客户。 

原理应用 

深度汇谈是通过在所有对话者参与的同时，分享所有对话者

的意义，从而在群体和个体中获得新的理解和共识的交流活

动过程。深度汇谈并不是去分析解剖事物，也不是去赢得争

论，或者去交换意见，而是一种集体参与和分享。深度汇谈

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的对话者

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

新的理解和共识。在深度汇谈进行之初，这些理解和共识并

不存在。这是那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解和共识，是某一种能被

所有人参与和分享的意义，它能起到一种类似“胶水”或“水

泥”的作用，从而把人和社会粘结起来。 

七项原则 

第一项原则：明确会谈内容 

http://baike.so.com/doc/5542748.html
http://baike.so.com/doc/6350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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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原则：创造热情友好的氛围 

第三项原则：探索相关问题 

第四项原则：鼓励每个人的投入/贡献 

第五项原则：吸收多元文化，接受不同观点 

第六项原则：共同审议不同的模式、观点和深层次的问题 

第七项原则：收获、分享共同成果 

 赵老师为我们讲解完“世界咖啡”的定义，原理应用，七项

原则后就要求我们也用“世界咖啡”的原则在自己班开展一

次活动。活动规则是这样的，要求每组学员通过商讨为自己

组订一个主题，我们班共六组，所以最终共有六个主题。接

下来就依据“世界咖啡”的活动规则在办理举行活动。同学

们对这个活动都非常感兴趣，个个都兴趣高昂，充满斗志。

我们小组的主题是——如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接下来我就将我们小组的讨论过程以及研究的最终

结果展示如下： 

题目：如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中学阶段如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是每位老师都会面对的一个难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组成员

各抒己见。第一环节各小组自主讨论，就这个问题我们提出

以下解决办法: 提高课堂效率，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教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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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个人魅力；课堂上应多设计一些

活动，课后可以多让学生看看英语电影，报纸，杂志或者听

听英语广播；教师还应注意批评的艺术；让学生意识到学习

英语的重要性；巧设情境，激发兴趣；通过操作，培养小组

合作意识；设计趣味性和开放性的练习；设计适合学生特点

的游戏活动；在实践中让学生体验学习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二环节，组员与别组交流观点。这一环节，我们的组员都

去想别的组学习，而其他的组的组员则来到我们组，我为她

们讲述了我们组的观点后，她们也为我们组提出了很好的意

见，很快这一环节就结束了。第三环节，总结观点。在结合

我们组员的观点和其他组员的建议后，我们最终总结如下：

1. 孔子说：“亲其师信其道”，也就说学生只有和老师亲近

了，才会信任老师，相信老师所说的，接受老师的教育。所

以教师应加强自身专业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提高个人魅力

是很重要的。2.教师应多给学生传授一些好的学习策略，这

样能帮助学生减轻不少负担。3.教师应在课前下足功夫，将

复杂问题简单化，使学生一听就懂，提高课堂效率，课后也

应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层次的布置作业。4.教师应多使用

多媒体使自己的课堂生动形象，也可以向学生推荐好的英语

报纸，周刊，电影重要的国外的新闻。5.对学生我们应多鼓

励少批评，我们教师应注意学生的心理变化，多于学生交流，

关心关爱学生，要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去照顾，关心。 

http://www.so.com/s?q=%E5%92%8C%E8%80%81%E5%B8%88&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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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我们组针对如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这一问题讨论的结果。 

教师怎样促使中学生长期保持英语学习兴趣？ 

    英语学习是一个长期不断的持续过程，要保证这个过程

有效进行到底，学习兴趣不可忽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

是持续不断的激发和保持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是英语教学成

功的基本保证。 

    初中生正处于英语学习的起步阶段，虽然大部分学生对

于新接触的英语学习还持有些许兴趣，但是由于学生自身心

理发展和基本认知的特点，他们还不能长期集中注意力投入

于英语的学习中。大多数学生都是三分钟热情，学习初期激

情饱满，热情高涨。但是往往难以持久，容易在学习困难面

前怯步，失去热情，甚至讨厌英语，影响一生。 

    而在初中英语学习中，特别是农村的英语学习中，老师

的主导作用十分重要。这一阶段的学生，是英语学习的基础

启蒙阶段，这种最早期形成对英语学习的认知会影响终生。

所以，启蒙英语老师对于学习者的兴趣培养尤为重要，这就

对于中学的英语教师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为此，我们“青春活力组”经讨论、学习得出以下浅薄

的几个观点。 

  首先，我们认为身为人师，教师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教师要做好引导，处理好师生关系，要在严格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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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关爱关心学生。 

    有学生曾这样说“我才不关心老师知道多少，我只关心

老师关心我多少！”这就是学生渴望老师关爱的一个表现，这

为我们教师教学有较好的启迪作用。教学中，只有在良好的

师生关系下，教师才能更好的融入学生，学生也更愿意对老

师敞开心扉、接

受老师的教育。

而在良好的师生

关系中，教师一

定要做积极主动

关爱学生，做他

们真诚的良师益

友，做他们学习

和 生 活 的 好 帮

手。 

    正所谓，“亲

其师，信其道”，

要让学生们热爱

英语学习，首先

要让他们热爱英

语老师，这是培养并保持英语学习兴趣的基石。 

二，英语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提高自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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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为保持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提“提鲜”。 

     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的避免教学和学习的枯燥乏

味，应该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不能一成不变。这就

需要教师多学习研究适合自己的创新新的教育方法，不断提

高自身的素质，使自己的课堂变得高效有趣。在实施教学中，

教师要灵活变换各种教学手段，不断激起学生学习兴趣，激

起学生学习期待，保持他们的学习激情。例如，我们可以使

用 songs, chants, games, tongue twisters, video-clips, 

role play 等活动灵活运用于英语课堂教学。我们甚至可以根

据学生的爱好，模仿时下学生十分感兴趣的电视节目开展教

学活动，例如“我是演说家”，“少年中国说”，“汉子听写大

赛”等。巧妙改装这些节目，使之为英语教学服务，使学生

在运用英语的过程中体验英语学习的乐趣，越来越热爱学习

英语！ 

三，教师要保持并传递积极向上的心态和热情，为学生营造

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学生十分单纯敏感的，很容易受到教师一言一行的影响。

一个幸福快乐的教师才会培养出快乐向上的学生。走进学校，

我们就应该时刻用自己的乐观积极去感染学生，而不是用自

己的坏情绪危及学生。做老师，不要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动

不动迁怒于学生，让他们做替罪羔羊。老师的生活工作劳累

苦闷，学生学习生活又何尝不是呢？他们每天要学习大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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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要面对各个个性迥异的老师，甚至要察颜观色，小心翼

翼，能不累不烦吗？倘若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他们还会热

爱老师，热爱学习吗？ 

    所以，做老师的光有敬业精神是不够的，还要有慈悲情

怀，要有爱，热爱生活热爱工作，更要热爱我们的学生，做

一个积极乐观的太阳，温暖学生，照亮前程。任重道远，我

们老师有这样的责任来为我们的学生创造一个安全有爱的学

习环境，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久久迷恋我们的英语学

习。 

四，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给予鼓励评价。践

行“要多鼓励，少批评”。对于学生所表现的良好情况，教师

要进行及时公正的评价，使学生感受到学习成就感，进而更

加热爱英语学习。 

    总之，英语学习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需要老师和学

生的共同努力。在这个学习马拉松中，如何激发学习的英语

学习兴趣，如何长期有效保持学生学习兴趣，都是值得反复

研究的问题。作为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主导者的教师，对此有

重要的责任，我们应该不断学习，反复研究，在英语教学中

精益求精，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浅薄建议能对持久保持中

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有些许作用！ 

Topic : 英语学习中怎样由被动学变主动学  

观点：1.教师应具备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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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情景教学法、b.任务型教学法、c.多媒体教学法 

      2.教师应创设积

极的学习氛围    

       a.课堂组织形

式多样化（小组合作、

调查、采访、竞赛） 

       b.建立友好和

谐的师生关系（尊重、

包容、公平公正） 

       c.提供安全的

学习环境（问

题创设、对学

习的积极暗

示、及时、中

肯的评价） 

      3.教师应多方面

激发学生兴趣 

       a. 善 用 body 

language. 

       b.多媒体与其他教育的有效使用(音频、视频等) 

       c.利用 song, chant, game 等形式形象化教学 

      4.学生对英语学科的正确认识 

        a.英语的重要性（全球化、信息化） 

        b.英语的实用性（普遍性、网络化、未来就职） 

      5.学生对英语老师的热爱促进对英语学习的热爱 

        a. 老师的个人魅力（品质、专业素养、个性、外表、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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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和谐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尊重、友好、公平公正） 

        c. 对学生的科学评价（正确的批评方法、多鼓励少

批评、及时） 

        d. 减负（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作业布置多样化、

有效化) 

 世界咖啡  Super Star 小组汇报总结 

—关于两级分化及如何转化差生的问题 

    轮到我们组闪亮登场了，我们组的每个人在英语教学中

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困惑。经过我们一致的商议和总结之

后确立了如下的观点：‘关于两极分化严重及如何转化差生的

问题。’ 

    由 于

我们组是

来自于不

同学科段

的，因而各

自面对的

对象也是

不同的。像

中，小学生的“差”主要表现在上课表现不积极，作业常常

不完成甚不做。而高中生则更直观一些，喜欢某个老师就喜

欢上某个老师的课，反之，你再说我也不学…… 

针对以上的情况，老师们也在各自的教学中采取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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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有的让差生只记住最基本的单词就行了，而对于另

外一部分则让他们理解并掌握对话，剩下的优等生除了以上

两项必须掌握之外还必须牢记并背过课文。而高中的老师针

对他们的学生存在的问题，采取课外跟学生交谈，了解他们

以期达到让他们融入课堂，摆脱“差”的目的。尽管老师们

在不断地的努力但收效却不明显。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

组的人研究讨论后一致认为： 

首先，我们应该先了解差生“差”的原因，（家庭、学校

或其它）。给与他们及时的心理疏导、交流或帮助。稍有进步

或改变及时鼓励和表扬。其次，了解他的兴趣点所在，给与

他充分的自信，让他有成就感。最后，让他们积极的参与到

活动中来，无论是课堂上的还是课外的，很好的融入集体让

他们不孤单，不自卑。 

对此，我有深刻的感受：我曾经带过全年级最差的一个

班，无论学习成绩还是其他方面这个班都是倒数第一，我刚

开始走进课堂，学生一脸的漠然，神情全然不像十几岁的孩

子，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仿佛与他们无关。是什么使他们变成

这样？我很快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记完，然后和他们的班主

任交流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情况，并和他们每个人一一谈心，

再后来经我谈话的学生几乎没有几分中便泪流满面，他很信

任我，在我不断的努力下，学生因为信任和喜欢我而非常喜

欢上英语课。之后的成绩也不断攀升……直到现在，每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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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这段往事时，他们的神情都充满依恋和感激…… 

当然，解决两极分化严重和差生转化的问题是一个需要

我们不断努力探索的过程，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寻找，去发现；

才能找到适合我们的更好的方法。才能做到“生有崖，而教

无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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