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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内容总体说明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初中教师基本功培训和展示活动的通知» (京教基—[２０１２]８ 号)
中的具体安排ꎬ２０１３ 年将组织市级展示活动ꎬ主要内容包括统一笔试、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现代教育技

术运用三项内容ꎮ 为帮助广大教师更详细了解展示要求ꎬ特编写本说明ꎬ仅供参考ꎮ
２０１３ 年初中教师基本功展示活动共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全员笔试与调研阶段

依据文件要求ꎬ全市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后出生的初中教师都应参加所任教学科的教学基本功笔试

和调研ꎮ 统一笔试包括公共部分和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部分ꎬ满分 １００ 分ꎻ调研是与笔试相对应的问卷调

查ꎮ

第二阶段: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与微格教学展示阶段

依据统一笔试成绩ꎬ按照市教委规定的各学科展示人数要求ꎬ由区县推荐各学科参与现代教育技术运

用与微格教学展示活动的教师ꎮ

以下是统一笔试公共部分的说明(约 １０ 分)

范围:教育法和教师法对教师素质和教育工作的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若干意见»对学校教育的要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课程改革目标和内容等规定、«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总体战略与初中阶段教育发展任务的规定ꎻ人文素

养、科学素养、艺术素养(音乐与美术部分)等通识性知识ꎮ (具体内容参见«北京市第二届初中教师基本

功培训与展示活动培训指南»)
题型:单项选择题

样题: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ꎬ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ꎮ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

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ꎬ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 事业ꎮ (　 　 )
Ａ 社会性 Ｂ 普惠性 Ｃ 公益性 Ｄ 基础性

　 　 ２ 学校和教师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ꎬ保证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

量要求ꎮ 国家鼓励学校和教师采用 教育等教育教学方法ꎬ提高教育教学质量ꎮ (　 　 )
Ａ 体验式 Ｂ 启发式 Ｃ 探究式 Ｄ 合作式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ꎬ教师应当履行“关心、爱护全体学生ꎬ尊重学生人格”的义务ꎮ 在教

育教学中ꎬ尊重学生的人格ꎬ要求教师(　 　 )
①因材施教 ②不得歧视学生

③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 ④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Ａ ①②③ Ｂ ①③④ Ｃ ①②④ Ｄ ②③④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ꎬ对他们进行

(　 　 )
①社会生活指导 ②生涯规划教育 ③心理健康辅导 ④青春期教育

Ａ ①②③ Ｂ ①③④ Ｃ ①②④ Ｄ ②③④

１



　 　 ５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ꎬ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

主要任务之一是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ꎬ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ꎮ 大力普及“爱国守法、明礼诚信、
”的基本道德规范ꎮ (　 　 )

①团结友善 ②勤俭自强 ③公平正义 ④敬业奉献

Ａ ①②③ Ｂ ①③④ Ｃ ①②④ Ｄ ②③④
　 　 ６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之一是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ꎬ并设置综合课

程ꎬ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ꎬ体现课程结构的(　 　 )
①均衡性 ②综合性 ③选择性 ④基础性

Ａ ①②③ Ｂ ①③④ Ｃ ①②④ Ｄ ②③④
　 　 ７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提出了 “二十字” 的工作方针ꎬ其中

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ꎮ (　 　 )
Ａ 育人为本 Ｂ 改革创新 Ｃ 促进公平 Ｄ 提高质量

　 　 ８ 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ꎬ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ꎬ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

能力ꎮ 其中坚持全面发展ꎬ就是要坚持 的统一ꎮ (　 　 )
①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 ②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

③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 ④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

Ａ ①②③ Ｂ ①③④ Ｃ ①②④ Ｄ ②③④
　 　 ９ 下列关于中国古代“六艺”的叙述ꎬ正确的是(　 　 )

Ａ “六艺”是指西周时期的学校教育内容 Ｂ “礼”是指礼貌ꎬ“乐”是指音乐舞蹈

Ｃ “射”是指射箭ꎬ“御”是指作战抵御 Ｄ “书”是指书法艺术ꎬ“数”是指算法

　 　 １０ 下列关于儒家学说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Ａ 代表人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和孟子

Ｂ 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

Ｃ 政治上主张“仁政”和“无为而治”
Ｄ 提倡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

　 　 １１ 下列阐述不属于道家学说观点的是(　 　 )
Ａ “不尚贤ꎬ使民不争” Ｂ “夫礼者ꎬ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Ｃ “从心所欲不逾矩” Ｄ “生而不有ꎬ为而不恃”

　 　 １２ 下列«论语»章句书写有误的是(　 　 )
Ａ 温故而知新ꎬ可以为师矣 Ｂ 学而不思则罔ꎬ思而不学则殆

Ｃ 君子同而不和ꎬ小人和而不同 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ꎬ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１３ 小明同学与同学交往中有点自以为是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ꎬ下列最适合推荐给他做座右铭的是

(　 　 )
Ａ 人不知而不愠ꎬ不亦君子乎 Ｂ 见贤思齐焉ꎬ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Ｃ 学而不思则罔ꎬ思而不学则殆 Ｄ 己所不欲ꎬ勿施于人

　 　 １４ 下列关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表述ꎬ不正确的是(　 　 )
Ａ 科学主义确信自然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

Ｂ 科学主义只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ꎬ并未扩展到社会生活中来

Ｃ 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ꎬ要求尊重人的本质

Ｄ 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ꎬ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潮与世界观

　 　 １５ 下列对中国历史朝代由先到后进行排序正确的是(　 　 )
①夏商 ②秦汉 ③春秋 ④明清

Ａ ①②③ Ｂ ②③④ Ｃ ①③② Ｄ ③②④
２



　 　 １６ 下列不属于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的是(　 　 )
Ａ 莎士比亚 Ｂ 柏拉图 Ｃ 莫尔 Ｄ 但丁

　 　 １７ 提起柳永ꎬ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他的«雨霖铃»ꎬ其中的名句是(　 　 )
Ａ 人生如梦ꎬ一尊还酹江月 Ｂ 乍暖还寒时候ꎬ最难将息

Ｃ 杨柳岸ꎬ晓风残月 Ｄ 人生得意须尽欢ꎬ莫使金樽空对月

　 　 １８ 同样写离别ꎬ所散发出来的情调有明显区别的两首诗词是(　 　 )
Ａ 崔颢的«黄鹤楼»和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
Ｂ 杜甫的«登高»和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
Ｃ 李白的«将进酒»和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
Ｄ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柳永的«雨霖铃»

　 　 １９ 对人体来说ꎬ安全电压是(　 　 )
Ａ ３６ 伏 Ｂ ７２ 伏 Ｃ １１０ 伏 Ｄ ２２０ 伏

　 　 ２０ 馒头和米饭等主食中ꎬ主要的营养成分是(　 　 )
Ａ 蛋白质 Ｂ 糖类 Ｃ 脂肪 Ｄ 无机盐

　 　 ２１ 正常的雨水由于溶有二氧化碳ꎬ是微酸性的ꎬ但是大量的 排放ꎬ会造成酸雨ꎮ (　 　 )
Ａ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Ｂ 氮气和氧气

Ｃ 一氧化碳和可吸入颗粒物 Ｄ 臭氧和甲烷

　 　 ２２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①地球围绕太阳转 ②父亲的性染色体决定孩子的性别

③电子比原子小 ④抗生素既能杀死细菌也能杀死病毒

⑤光速比声速快 ⑥小苏打和纯碱的成分相同

Ａ ①②⑤⑥ Ｂ ①②③⑤ Ｃ ②③④⑤ Ｄ ③④⑤⑥
　 　 ２３ 为心脏输送营养的血管叫做(　 　 )

Ａ 主动脉 Ｂ 冠状动脉 Ｃ 上腔静脉 Ｄ 门静脉

　 　 ２４ 国际通用的非处方药英文缩写是什么(　 　 )
Ａ ＧＰＰ Ｂ ＯＣＴ Ｃ ＯＴＣ Ｄ ＷＴＯ

　 　 下图表示城市住宅饮用水的处理过程ꎬ据此回答 ２５ ~ ２７ 题ꎮ

３



　 　 ２５ 有一个良好的饮用水源很重要ꎮ 在地底下发现的水被称为地下水ꎮ 为什么地下水比湖水和河水

等地表水有更少的细菌和颗粒污染的原因不包括(　 　 )
Ａ 地下水渗透地面从而被过滤

Ｂ 地下水被封闭于地下因此防止了可能的污染

Ｃ 地下水中没有细菌的食物ꎬ所以细菌无法生存

Ｄ 湖水和河水总是运动着

　 　 ２６ 水的清洁处理通常有包括不同技术的几个步骤ꎮ 清洁过程如图中的 ４ 个步骤(数字 １ － ４)ꎮ 在第

二个步骤ꎬ水收集在沉积池中ꎬ让水更干净的过程是(　 　 )
Ａ 水中细菌死亡 Ｂ 水中加入氧

Ｃ 砾石和沙子沉入底部 Ｄ 有毒物质被分解

　 　 ２７ 在清洁过程的第四步要把氯气加入水中的作用是(　 　 )
Ａ 杀死细菌等微生物 Ｂ 水获得少量的酸

Ｃ 保持清洁和可饮用性 Ｄ 增加水的营养价值

　 　 ２８ 人们在家中饮用水之前常要煮沸ꎬ在西藏煮沸水与在北京的区别是(　 　 )
Ａ 西藏海拔高ꎬ水的沸点更高 Ｂ 西藏氧气稀薄ꎬ水的沸点更高

Ｃ 北京海拔低ꎬ水的沸点更高 Ｄ 北京氧气稀薄ꎬ水的沸点较低

　 　 ２９ 饮用受污染的水可能会引起的健康问题有(　 　 )
①糖尿病 ②腹泻 ③艾滋病 ④婴儿畸形

Ａ ①② Ｂ ③④ Ｃ ①③ Ｄ ②④
　 　 ３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又叫(　 　 )

Ａ «义勇军进行曲» Ｂ «中国ꎬ中国ꎬ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Ｃ «东方红» Ｄ «歌唱祖国»

　 　 ３１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歌是(　 　 )
Ａ «圣火» Ｂ «手拉手» Ｃ «我和你» Ｄ «海洋»

　 　 ３２ 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 表演艺术家ꎮ (　 　 )
Ａ 评剧 Ｂ 豫剧 Ｃ 越剧 Ｄ 京剧

　 　 ３３ 著名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是德国伟大作曲家 创作的ꎮ (　 　 )
Ａ 莫扎特 Ｂ 贝多芬

Ｃ 舒伯特 Ｄ 约翰施特劳斯

　 　 ３４ 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是(　 　 )
Ａ «友谊地久天长» Ｂ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Ｃ «伦敦德里小调» Ｄ «绿袖子»

　 　 ３５ 下列乐器中属于中国民族乐器的是(　 　 )
Ａ 小提琴 Ｂ 长号 Ｃ 古琴 Ｄ 吉他

　 　 ３６ 我国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代表作是(　 　 )
Ａ «大河之舞» Ｂ «骑马舞» Ｃ «天鹅湖» Ｄ «孔雀舞»

　 　 ３７ 毗邻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大型剧院叫做(　 　 )
Ａ 中国国家大剧院 Ｂ 中国北京大剧院

Ｃ 中国人民大剧院 Ｄ 中国国际大剧院

　 　 ３８ 郎朗是享誉世界的青年(　 　 )
Ａ 指挥家 Ｂ 钢琴演奏家 Ｃ 作曲家 Ｄ 音乐评论家

４



　 　 ３９ 下面乐谱中的竖线是(　 　 )

　 　 Ａ 小节线 Ｂ 终止线 Ｃ 连音线 Ｄ 反复记号

　 　 ４０ 所谓色彩的三大基本属性是指色相、纯度与(　 　 )
Ａ 亮度 Ｂ 硬度 Ｃ 暗度 Ｄ 明度

　 　 ４１ 形式美的原理是对称与 、节奏与韵律、调和与 、多样与统一ꎮ (　 　 )
①平衡 ②美观 ③均衡 ④对比

Ａ ①② Ｂ ①④ Ｃ ②③ Ｄ ③④
　 　 ４２ 我国 ２０ 世纪著名的画家和书法篆刻家 被授予“中国人民艺术家”的称号ꎮ (　 　 )

Ａ 张大千 Ｂ 徐悲鸿 Ｃ 齐白石 Ｄ 范曾

　 　 ４３ 雕塑按照空间形制可分为 、浮雕与透雕ꎮ (　 　 )
Ａ 石雕 Ｂ 冰雕 Ｃ 圆雕 Ｄ 方雕

　 　 ４４ 下列不是梵高代表作的作品是(　 　 )
Ａ «星月夜» Ｂ «八骏图» Ｃ «播种者» Ｄ «向日葵»

５



思想品德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专业知识与技能(约 ７０ 分)

初中思想品德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展示采用选择题、问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多种题型ꎬ教育心

理与学科教学论内容的考查与专业知识考查有机结合ꎮ

一、专业知识

(一)课程知识

要求与范围:明确思想品德课程的基本性质ꎬ理解课程的基本理念和课程标准的设计思路ꎻ把握课程

目标ꎻ掌握«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规定的课程内容和实施建议等ꎮ
样题:

　 　 １ 思想品德包含外在的行为规范ꎬ更注重内在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精神ꎬ因此品德教育要将学生

融为一体ꎮ (　 　 )
①思想方法的掌握 ②能力的提高

③知识的学习 ④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⑤思维方式的训练

Ａ ①②③ Ｂ ②③④ Ｃ ①③⑤ Ｄ ④③②①⑤
　 　 ２ 思想品德教育需要理论上的说服力ꎬ而针对独立性要求较强的初中学生ꎬ单纯说理教育容易引起

他们的反抗心理ꎬ因此思想品德课程将正确的价值引导蕴涵在鲜活的生活主题中ꎬ实现说理教育与

结合ꎮ (　 　 )
Ａ 正面教育 Ｂ 社会教育 Ｃ 体验教育 Ｄ 实践教育

　 　 ３ 如何理解“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课程ꎬ它不追求知识的学科化和体系化”?
　 　 (二)学科知识

要求与范围:掌握与初中思想品德课程密切相关的青少年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

基础知识ꎻ正确解读思想品德课程标准规定的具体内容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及有关学科知

识分析青少年现实生活中的问题ꎻ了解教学所涉及的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政

策ꎮ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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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下图是我国中央国家机构组织系统简表ꎮ 左侧方框中? 处应填入的国家机关是(　 　 )

　 　 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Ｂ 国务院总理

Ｃ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２ 为帮助学生分析和理解经济现象ꎬ教师在课堂上经常用到一些经济指标ꎬ其中 是衡量居

民生活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ꎬ 是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指标ꎮ (　 　 )
①ＣＰＩ ②ＧＮＰ ③ＧＤＰ ④基尼系数 ⑤恩格尔系数

Ａ ①② Ｂ ①③ Ｃ ③④ Ｄ ⑤④
　 　 ３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ꎬ中华民族以华夏为号ꎬ炎黄为旗ꎬ龙凤为图ꎬ汉字为记ꎬ凸显了中华民族的鲜明

特征ꎮ 这表明(　 　 )
①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 ②中华文化有独具特色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③中华文化在世界多民族文化中独树一帜 ④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Ａ ①②③ Ｂ ①②④ Ｃ ①③④ Ｄ ②③④
　 　 ４ 龟兔赛跑第一、第二回合的故事ꎬ人们耳熟能详ꎮ 第三回合ꎬ乌龟单方面指定比赛路线ꎬ到了河边ꎬ
兔子无奈第四回合ꎬ龟兔联合ꎬ在陆地上兔子驮着乌龟跑ꎬ在水中乌龟驮着兔子游ꎬ它们同时以较快速

度到达了终点ꎮ “龟兔双赢”的故事蕴涵的哲学道理是(　 　 )
Ａ 意识对事物发展起促进作用 Ｂ 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对立

Ｃ 社会中竞争与合作并存 Ｄ 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

　 　 ５ 两千多年前ꎬ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ꎮ 这一思想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请结合实际说

明您对“和而不同”是如何理解的ꎮ
　 　 ６ 结合材料ꎬ回答问题ꎮ
材料一:初中生青春期自我认识问题是处理我与他人、集体等关系的重要前提ꎬ是品德发展的基础ꎬ影响学

生价值观念的形成ꎮ 为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自我ꎬ课程标准规定了以下教学内容:

认识自我
１ １ 悦纳自己的生理变化ꎬ促进生理与心理的协调发展ꎮ
１ ２ 了解青春期心理卫生常识ꎬ体会青春期的美好ꎬ学会克服青春期的烦恼ꎬ调控好自己的心理冲动ꎮ
１ ３ 正确对待学习压力ꎬ克服厌学情绪和过度的考试焦虑ꎬ培养正确的学习观念和成就动机ꎮ
１ ４ 理解情绪的多样性、复杂性ꎬ学会调节和控制情绪ꎬ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ꎮ
１ ５ 客观分析挫折和逆境ꎬ寻找有效的应对方法ꎬ养成勇于克服困难和开拓进取的优良品质ꎮ
１ ６ 主动锻炼个性心理品质ꎬ磨砺意志ꎬ陶冶情操ꎬ形成良好的学习、劳动习惯和生活态度ꎮ
１ ７ 了解自我评价的重要性ꎬ能够客观地认识自我ꎬ积极接纳自我ꎬ形成客观、完整的自我概念ꎮ

材料二:在人们选择前进目标和获得幸福感的关系上有三种状态:当目标唯一且难以达到时ꎬ幸福感往往

很低ꎬ因为只有一条道路可通“罗马”ꎻ当目标不唯一且有多种选择时ꎬ幸福感会随之增加ꎬ因为有多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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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罗马”ꎻ当目标切合实际且实现时ꎬ幸福感就会变为最大ꎬ因为走到哪里ꎬ那里就成为“罗马”ꎮ
(１)依照课程标准要求ꎬ对“认识自我”部分的教学目标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ꎮ
(２)三个“罗马”带来三种“幸福感”ꎬ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３)结合启示ꎬ请分析在开展“认识自我”这一部分内容教学时应注意哪些问题ꎮ
　 　 (三)教育教学知识

要求与范围:认识思想品德课教学过程的特点和基本规律ꎬ熟悉思想品德课教学的组织形式和基本环

节ꎻ选择适合学生的多样化教学方法ꎮ
样题:

　 　 １ 情感体验是最重要的道德学习方式之一ꎬ它是人们认识事物时产生的喜怒哀乐悲等一系列情感反

应和情感经验ꎮ 请结合教学实例说明教师应该如何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产生与教育要求相适应的内心体

验ꎮ
　 　 ２ 思想品德课程改革改变了以往师讲生听的单一教学模式ꎬ强调教学过程的开放性ꎬ重视教学内容

的生成性ꎬ其中体验教学模式被广泛运用到课堂教学中ꎮ 请结合教学实际ꎬ分析如何运用体验教学模式开

展教学ꎮ
　 　 (四)教育评价知识

要求与范围:理解思想品德课程评价的依据、要求与目的ꎻ了解思想品德课程多样化的评价方式ꎬ如观

察、描述性评语、项目评价、成长记录、谈话、考试等ꎻ依据测试目标和内容评价试题ꎮ
样题:

　 　 １ 陶行知先生“四块糖”的教育故事ꎬ是用谈话法对学生进行评价达到较好教育效果的典范ꎮ 结合故

事分析在评价中运用谈话方式应注意哪些问题ꎮ
　 　 ２ 请给试题列出答案要点ꎬ并以 １０ 分赋分ꎮ
　 　 北京市教委出台一项政策ꎬ要求每个中学生在初一到高三毕业前累计完成一个月的社会公益服务ꎮ
社会公益服务可采取多种形式ꎬ既可以集体进行也可以个人进行ꎻ既可以动员中学生参加“每周奉献一小

时”的志愿服务活动ꎬ就近参与社区的各类公益活动ꎬ也可以组织中学生到爱国主义基地开展志愿讲解活

动ꎬ开展纠正不文明行为的志愿服务ꎮ 各学校将记录每个中学生的社会公益服务时间ꎬ到毕业时完不成

的ꎬ可能会影响学生按时毕业ꎮ
(１)这段材料说明什么?
(２)中学生为什么要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３)你参加过哪些公益活动? 请结合自己的实例分享参与公益活动的收获ꎮ

二、专业技能

(一)理论的理解与驾驭

要求与范围:准确把握学科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ꎬ把握学科基本理论观点ꎻ依据基本理论和基本观

点进行价值判断ꎻ将有关知识准确地应用于新情境、新材料、新问题之中ꎮ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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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ꎬ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情况决定的ꎮ 下列选

项中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是(　 　 )
①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

②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

③我国各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

④我国法律法规对各民族成员基本政治权利的不同规定

Ａ ①②③ Ｂ ①②④ Ｃ ①③④ Ｄ ②③④

　 　 ２ 一般来说ꎬ当经济发展过热、物价上涨幅度过大时ꎬ政府为抑制社会总需求、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所

采取的手段是(　 　 )
Ａ 提高存贷款利率ꎬ降低税率 Ｂ 扩大货币供应量ꎬ提高税率

Ｃ 减少货币供应量ꎬ增加财政支出 Ｄ 提高存贷款利率ꎬ减少财政支出

　 　 ３ 结合材料ꎬ回答问题ꎮ
在一节辅导课上ꎬ一位同学就两则新闻报道向老师请教相关道德问题ꎮ 两则新闻报道内容概要如下ꎮ
新闻一　 西安一女子不堪侮辱跳进护城河ꎬ两劫匪跳河相救ꎬ事后劫匪还大声“教训”被害人说:“我

们只抢钱ꎬ不要命!”
新闻二　 在北京打工的湖北姑娘袁某上班时被小偷偷走了包ꎬ里面除了 ４００ 多元现金外ꎬ还有身份证

等其他个人重要资料ꎮ 过了几天ꎬ被偷走的身份证和其他个人资料意外地从湖北寄了回来ꎮ
学生甲提出问题:“劫匪和小偷的行为是道德的吗?”
学生乙提出问题:“劫匪救人和小偷归还证件的行为能够加以肯定吗?”
如果您在讲课中遇到类似的问题ꎬ应如何分析和解答这类问题?

　 　 (二)教学活动设计

要求与范围:利用教学资源ꎬ使用恰当的手段和方法ꎬ创设有利于教学与学生发展的活动情境ꎬ提出引

发学生深入思考的问题ꎮ
样题:
请结合课程标准“２ ２ ４ 理解竞争与合作的关系ꎬ能正确对待社会生活中的竞争ꎬ敢于竞争ꎬ善于合

作”的内容要求ꎬ任选一个内容要点ꎬ创设小组活动情境ꎬ并提出分析问题ꎮ
(三)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要求与范围:整合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源ꎬ构成教学方案的生动内容ꎻ合理有效使用教学资源ꎬ提高教育

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ꎮ
样题:
结合材料ꎬ回答问题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ꎬ大约是初二吧ꎬ我发现自己变了ꎬ不再是以前活泼开朗的我了ꎮ 我变得不爱玩、

不爱闹、心事重重ꎬ总是不自觉地坐着发呆ꎮ 有几次我妈都被我的神态吓坏了ꎮ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

得这么善感ꎬ对许多事总要想个明白ꎮ 比如我总想:我是怎样一个人? 我有什么才能? 别人怎样看我? 我

将来能做什么等等ꎮ 今天上午放学回家ꎬ骑着车望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们ꎬ我就莫名其妙地琢磨起这么

一些问题:我在人群中有特殊的位置吗? 会有人注意我吗? 我漂亮吗? 有气质吗? 有魅力吗? 然后我就

和街上过往的女孩比起来ꎬ一边比一边调整着自己ꎬ差点儿和别人撞上ꎮ 回到家ꎬ我也总是直奔自己的房

间ꎬ然后把房门关上ꎬ静静地坐着ꎬ写写日记ꎬ望望蓝天白云ꎬ任时间悄悄地过去ꎬ再也不想去找以前的好伙

伴露露了ꎬ因为我觉得她越来越不能懂我了ꎬ她到底比我小三岁呢! 也不想和妈妈说话ꎬ她现在太唠叨了ꎬ
而且观念也太陈旧落伍ꎬ和她说不到一块儿去ꎮ 但时不时地我又感到一种浓浓的孤独、迷茫和不安ꎮ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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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ꎬ您说我这是怎么啦?
———摘自一位女中学生的来信

(１)上述材料反映了初中生成长中的哪些问题?
(２)教学中ꎬ您可以利用此材料分析哪方面的教学内容?

第三部分:教学设计与案例评析(约 ２０ 分)

要求与范围:
对«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涉及的教学内容能从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教学背景分

析、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设计、学习效果评价设计和特点分析等几方面ꎬ进行分析和说明、
提出意见和建议、予以补充和完善等ꎬ是对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考查ꎮ

题型:案例分析题、撰写教学设计片段

样题:
请结合以下教学设计ꎬ对其中的空白部分进行补充ꎬ并对整体教学设计依据要求进行评价ꎮ

内容:课程标准 ２ ２ ７ 养成自信自立的生活态度ꎬ体会自强不息的意义ꎮ
«做自立少年»

教学背景分析:初一思想品德课是一门道德、心理、法律相结合的课程ꎮ 它要求从学生需求出发ꎬ让学生

在活动中体验ꎬ在体验中内化知识ꎬ提高能力ꎬ提高道德水平ꎮ 自立人生少年始ꎬ人生需自立ꎮ

学情分析: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培养学生的自立意识ꎬ在活动中体验自立的意义ꎮ
知识目标:使学生初步了解自立的含义和自立的表现ꎬ懂得自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ꎮ
能力目标:通过教学使学生形成客观的评价自我和反思自我的能力ꎬ自立的践行能力ꎮ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自立的含义和表现ꎬ 是本框的教学重点ꎮ 通过这一问题的呈现ꎬ 使学生了解自己

现实生活中的自立现状ꎬ并反思自己是否自立了ꎬ从而有的放矢ꎬ完善成长中的我ꎬ并为培养自立做好铺

垫ꎮ
教学难点:自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ꎬ是本框的教学难点ꎮ 在教学中ꎬ不必要求学生识记自立的含义ꎬ学生

只需通过学习ꎬ深深地感受到自立对成长中的我、对他人、对社会乃至国家民族的意义ꎮ 内容比较抽象ꎬ
因此ꎬ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ꎬ需要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ꎬ适时的情感升华ꎮ

教学

环节
教学过程 设计意图

导入

初步了解自立的含义ꎬ自然

导入自立的话题ꎬ步入新授

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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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节
一

情境一:“我会做”
活动过程:
①请同学们检验自己手指甲的干净程度ꎮ
师:很高兴看到大家能从小处着眼ꎬ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ꎮ 现实

生活中你自己还能做什么?
生:从学习、生活、交友、处理社会事务等方面列举自己能做的事ꎮ
师:根据大家的回答ꎬ请总结“什么是自立”ꎮ
生:归纳自立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ꎮ
教师运用多媒体展示含义ꎮ
②观察分析“自立能力调查结果”ꎮ
师:说到不如做到ꎬ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自立程度如何? 让我们共同

关注一下昨天自立能力的调查结果ꎮ
展示学习篇、生活篇、社会篇的调查结果ꎮ
③请同学交流自主学习对自己成长的好处ꎮ
师:引导话题一:如何对待随机性考试

话题二:解决英语单词、数学难题的妙法ꎮ
话题三:如何克服遗忘ꎮ
生:交流ꎮ
师:我们聆听并付诸实践的过程ꎬ就是在解决学习中的困惑的过程ꎬ
就是在学会自己的事自己干ꎮ
请我们继续关注社会篇和生活篇的调查结果ꎮ
教师多媒体展示结果ꎮ
④表演小品ꎮ
师:我把社会篇和生活篇的两个突出问题展示出来ꎬ请同学们以表

演的形式ꎬ再现现实生活中你的具体做法ꎮ
巡回指导ꎮ
生:小组协作ꎬ演绎生活中“我的做法”ꎮ
小品一:我到大连老虎滩旅游时迷路了
小品二:爸爸出差ꎬ妈妈病了
师:你碰到类似的情形ꎬ你会这么做?
生:交流自己的做法ꎮ
师:引导学生谈“主动做些家务”的体会ꎮ
可从培养吃苦精神、珍惜劳动成果、注重亲情、提高动手能力等角度

引导ꎮ
⑤多媒体展示“主动做家务和不喜欢做家务的孩子成年后在犯罪率

和失业率方面的数据“比较”ꎮ
生:交流启示ꎮ
师总结:从我们呀呀学语ꎬ直到今天ꎬ甚至将来走向社会ꎬ自立是我

们的成长过程ꎬ在这个过程中ꎬ我们不断完善成长中的我ꎬ学会自

尊、增强了自信、提高法律意识ꎻ逐步学会理解他人ꎬ与人和谐相处ꎻ
积极融入社会ꎬ成为对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的人ꎮ 但归根到底还

是一句话———过程虽然漫长ꎬ功夫在平常ꎮ 知不足而改之ꎬ让我们

共同进入自己的生活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ꎮ

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

发ꎬ让学生了解自立的含义

及表现ꎬ懂得自立的方方面

面的表现ꎬ同时理解自立不

仅是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ꎬ
更是一种优良的道德心理

品质ꎮ

感受自主学习的成功

体验ꎮ

感受做家务的收益和

体会ꎮ
感受自己能处理好一

些随机性事物的成功体会ꎮ

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

发理解自立的重要性ꎮ

在心灵深处体会从现

在起ꎬ我应该自己的事情自

己干ꎮ
有效的突出重点ꎬ为突

破难点做好铺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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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节
二

情境二:“我必须做什么”
活动过程:
①继续分析调查结果并交流

我认为自己的( 　 　 )方面自立能力差ꎬ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

去ꎬ会给我带来(　 　 )负面影响ꎮ
生:交流自己的不足ꎮ
师:让一个鲜活的事实给我们一些启示吧ꎮ
②多媒体展示“魏永康的学习生涯”资料ꎮ
③深入讨论:魏永康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他给我们哪些启示?
生:交流ꎮ
师:刚才大家提到“步入社会”ꎬ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真正独立

吗? 让我们看看法律上是怎么说的ꎮ
④呈现法律链接

师:通过魏永康的事例ꎬ结合对自己的分析ꎬ我相信你们一定有

很多话要说ꎮ 请记录下来:我给自己的忠告是———ꎬ我给父母的感

言是———ꎮ
生:交流体会

层层深入ꎬ步步引导ꎮ
从道理、心理、法理的

角度深刻理解自立的必要

性ꎬ同时激起学生情感震

撼ꎬ深深认识到自立对成长

的意义ꎬ分析重点、突破难

点ꎮ

环
节
三

情境三:我还应该做什么? 让学生看到我能自立的力

量ꎬ充分唤起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使命感ꎬ情感升华ꎬ
突破难点ꎮ

小
结

师总结:“今天中国的飞跃ꎬ正源于几代年轻人的努力ꎬ少年强则国

强ꎬ少年自立则国自立ꎬ中国的希望在你们ꎮ 总有一天ꎬ我们要离开

家庭和社会的呵护ꎬ到社会中经历风雨ꎬ让我们从现在起”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ꎬ让自立人生更精彩ꎮ

情感升华ꎬ师生共鸣

布置

作业

根据调查发现的问题ꎬ写下:通过今天的学习ꎬ我自己(　 　 )方面的

自立能力差ꎬ我决定改变这种现状的计划(有时间界定ꎬ有具体行动

内容)

巩固知识ꎬ为“告别依赖ꎬ走
向自立”做铺垫ꎬ从而有效

地完善成长中我ꎮ

　 　 １ 请依据教学设计的整体内容框架将“学情分析、导入和环节三”三部分内容补充完整ꎮ
２ 本教学设计的教学目标和重难点设置是否合理?
３ 对教学过程的环节作简要评价并提出修改建议ꎮ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展示的范围与要求

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是对教师教学基本功的综合考查ꎬ是教师教学设计、实施、研究、评价等能力的综

合反映ꎮ
(一)范围:«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的教学内容ꎮ
(二)形式:教师于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ꎬ抽签决定展示的内容与要求ꎬ准备展示文稿和 ＰＰＴ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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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内容:情绪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自拟课题)ꎮ
展示要求:请用活动教学的方式分析“情绪的复杂性”ꎮ
(三)答辩:依据展示情况ꎬ回答评委问题ꎮ 答辩内容涉及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分析、对理论观点的见解、

对重大时事的评述、对教学理念的理解等ꎮ

二、展示稿格式与答辩要求

(一)格式

思想品德学科微格教学展示稿

展示教师信息

教师姓名: 编号:

展示内容信息

内容要点:情绪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展示要求:请用活动教学的方式分析“情绪的复杂性”

整体设计思路

注:可用文字、流程图、结构图等多种方式ꎬ呈现出本内容要点的整体教学思路ꎮ

展示设计

注:依据展示的要求ꎬ重点设计需展示的内容ꎬ形式不限ꎬ如文本、表格式等ꎮ

特点评价

注:只对要求展示部分的设计进行评价ꎬ重点突出其创新之处ꎬ分析与其他教学设计的不同ꎮ

(二)要求

１ 依据展示稿体例要求完成展示稿ꎬ打印 ６ 份ꎬ于答辩前交给评委ꎮ
２ 配合微格教学展示过程ꎬ要有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ꎬ作为现代教育技术运用考查的内容之一ꎮ
３ 展示前要对教师本人、展示的课题(自拟)做简单介绍ꎬ要板书课题ꎮ
４ 展示中要简单介绍本课的整体思路ꎬ重点突出要求展示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ꎮ
５ 展示后ꎬ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ꎮ
６ 微格教学展示在 １５ 分钟内完成ꎬ回答问题 ５ 分钟ꎬ共计 ２０ 分钟ꎮ

三、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一)展示稿与展示答辩过程

———是否依照体例要求完成展示稿

———展示过程中教师的教态、语言、板书设计

———答辩过程中灵活应变

(二)展示内容设计

———教学内容的科学性

———教学环节的逻辑性

———教学过程的创新性

———教学观点的生成性

(三)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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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 ＰＰＴ 稿

———ＰＰＴ 稿的设计

附: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评价表

评价

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好 中 差

展示

准备

１ 依据格式要求ꎬ有完整的展示稿ꎻ
２ 制作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ꎬ有助于学生学习ꎮ

教学

素质

１ 讲解内容没有科学性错误ꎬ对教学内容能做到深入浅出ꎻ
２ 板书内容简要ꎬ脉络清晰ꎬ文字明确简练ꎬ字迹规范ꎻ
３ 上课时情绪饱满ꎬ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情绪ꎬ有互动性ꎻ
４ 教学语言准确精炼、清晰生动、条理性强ꎬ语调节奏把握恰当ꎻ
５ 教态自然ꎮ

教学

内容

１ 教学目标明确、合理ꎻ
２ 教学能突出重点、化解难点ꎻ
３ 教学内容无知识性错误ꎬ能全面完成教学任务ꎻ
４ 教学过程围绕教学目标展开ꎬ学科思维方法得到体现ꎮ

教学

设计

１ 教学目标三维设计ꎻ
２ 教学过程设计思路清晰、环节清楚ꎬ具有可操作性ꎬ包括如何组织教学ꎬ如何

设计教学情境活动ꎬ如何进行教材的组织和呈现ꎬ如何促进知识的理解、巩固

及时间安排等方面的考虑ꎻ
３ 评价活动设计ꎬ即评价学生的认知情况ꎬ包括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反馈情况

(课堂练习、课堂提问等)和课后教学评价的设计(家庭作业、单元小测试、课外

活动等)ꎮ

教学

手段

１ 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ꎻ
２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学生的学习服务ꎻ
３ 有意识地主动开发和利用多种课程资源ꎮ

答辩

过程

１ 五分钟内回答完评委问题ꎻ
２ 思路清晰、回答准确ꎻ
３ 对问题分析有深度ꎮ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考试范围及要求

熟练操作计算机、视频投影仪、实物投影仪、电子白板等硬件设备ꎻ依据提供的电子素材ꎬ能够运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文件管理和 ｏｆｆｉｃｅ 办公软件制作教学课件ꎬ制作一份教学课件 ＰＰＴꎮ

二、考试组织形式

１ 考试的时间:４５ 分钟

２ 考核方式:根据提供的教学内容和相关资源包ꎬ综合运用 ｏｆｆｉｃｅ 办公软件制作一份教学课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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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题

请依据桌面提供的“思想品德基本功文件夹”内的电子教材«青春»和文本、视频、音频、图片四类资源

包ꎬ为本课设计一份教学课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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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课程知识(约 １５ 分)

一、要求

准确理解«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中所确定的课程性质及课程

基本理念ꎬ详细了解课程设计思路ꎬ全面把握课程总体目标与内容ꎬ掌握学段目标与内容ꎬ正确认识“实施

建议”中关于教学和评价的具体建议ꎮ

二、题型

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

三、样题

１ 请你说出«课程标准»在提到“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课程理念时ꎬ是从哪两个方面来概括

“语文素养”的ꎮ
２ «课程标准»“课程基本理念”中强调:“语文课程是实践性课程ꎬ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ꎬ

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ꎮ”请你谈谈对这一点的理解和认识ꎮ (１５０ ~ ２００ 字)
３ «课程标准»在“课程实施建议”中强调写作过程的全程指导ꎬ即“应抓住取材、立意、构思、起草、加

工等环节ꎬ指导学生在写作实践中学会写作”ꎮ 请你结合教学中的实例ꎬ阐述对这一观点的看法ꎮ (１５０ ~
２００ 字)

第三部分:学科知识(约 ２０ 分)

一、要求

具备初中语文教师应有的学科基础知识ꎬ具备用于审视教学内容、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教学专业知

识ꎬ了解与初中语文教学内容相关的文化常识ꎬ了解与教材选文有关的中外名家、名著ꎮ

二、题型

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

三、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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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臣本布衣ꎬ躬耕于南阳ꎬ苟全性命于乱世ꎬ不求闻达于诸侯ꎮ 先帝不以臣卑鄙ꎬ猥自枉屈ꎬ三顾臣于

草庐之中ꎬ咨臣以当世之事ꎬ由是感激ꎬ遂许先帝以驱驰ꎮ”(诸葛亮«出师表»)这一段中ꎬ“卑鄙”似可解释

为:①身份低微ꎬ地处偏远ꎻ②身份低微ꎬ见识短浅ꎻ③身份低微ꎬ出身低下ꎮ 请根据提供的“参考注释”以及

上下文ꎬ说说你在教学中会选择哪一种解释ꎬ并阐述理由ꎮ
[参考注释]
鄙ꎬ小也ꎮ («尔雅释诂二»)
鄙ꎬ五酂为鄙ꎮ 从邑啚声ꎮ («说文解字»)
鄙ꎬ①鄙陋ꎮ ②人物朴野者皆曰鄙ꎮ ③不慧也ꎮ («玉篇邑部»)
鄙ꎬ①边疆ꎬ边远的地方ꎮ ②质朴ꎮ ③恶ꎬ粗野ꎮ ④庸俗ꎬ浅陋ꎮ ⑤轻视ꎬ看不起ꎮ ⑥周代地方行政组

织名ꎮ («古代汉语词典»)
　 　 ２ 请从表达效果说明:将下面语段中画线的“形式多样”改成“多种多样”ꎬ为什么不好?
我国的石拱桥几乎到处都有ꎮ 这些桥大小不一ꎬ形式多样ꎬ有许多是惊人的杰作ꎮ («中国石拱桥»)
　 　 ３ 比较下面两个语段ꎬ判断这些修改是否得当ꎬ并说明理由ꎮ

原稿:从此就看见许多新的先生ꎬ听到新的讲义ꎮ (鲁迅«藤野先生»)
修改稿: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ꎬ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ꎮ (鲁迅«藤野先生»)

　 　 ４ 有学者在评价鲁迅小说«孔乙己»时这样说道:“说科举制度吃人也不错ꎬ但是其实周围那些人对孔

乙己的态度才是吃掉孔乙己最直接的原因ꎮ”请举例说明“周围那些人”对待孔乙己是怎样的“态度”ꎮ 鲁

迅将这一类人统称为什么人? 请再从你熟悉的鲁迅作品中举一个例子ꎬ说明这类人的基本特征ꎮ
　 　 ５ 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ꎬ在他的«典论论文»中说道:“文以气为主ꎬ气之清浊有体ꎬ不可力强而

致ꎮ”这是他提出的一个文论观ꎮ 试以你熟悉的一首古诗或一篇文言文为例ꎬ解释曹丕的“文气”观ꎮ

第四部分:教育教学知识与技能(约 １５ 分)

一、要求

熟悉初中语文的教材内容ꎬ把握各册教材之间和教材单元之间的相互联系ꎮ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
教材内容以及学情ꎬ确定教学目标、重点、难点ꎬ对课文进行准确的解读和评判ꎮ

具备日常教学所需要的写作基础ꎮ 具备欣赏、评价、修改文章的基本能力ꎬ能批改学生的作文ꎬ对学生

作文的内容、写法和语言提出恰当的评改建议ꎻ能根据需要作出修改示范ꎮ

二、题型

文章评析题、文章评改题

三、样题

　 　 １ 阅读下面两段文字ꎬ从写法上对其进行比较分析ꎮ 评析文字不少于 １００ 字ꎮ

　 　 ①茅盾故乡乌镇的小河两岸都是密密的芦苇ꎬ真是密不透风ꎬ每当其间显现一座石桥时ꎬ仿佛发闷的

苇丛做了一次深呼吸ꎬ透了一口舒畅的气ꎮ 那拱桥的强劲的大弧线ꎬ或方桥的单纯的直线ꎬ都恰好与芦苇

丛构成鲜明的对照ꎮ 早春天气ꎬ江南乡间石桥头细柳飘丝ꎬ那纤细的游丝拂着桥身坚硬的石块ꎬ即使碰不

见晓风残月ꎬ也令画家销魂! 湖水苍茫ꎬ水天一色ꎬ在一片单纯明亮的背景前突然出现一座长桥ꎬ卧龙一

般ꎬ它有生命ꎬ而且往往有几百上千年的年龄ꎮ 人们珍视长桥之美ꎮ 颐和园里仿造的卢沟桥只 １７ 孔ꎬ苏
州的宝带桥 ５３ 孔之多ꎬ如果坐小船沿桥缓缓看一遍ꎬ你会感到像读了一篇史诗似的满足ꎮ 广西、云南、贵
州等省山区往往碰到风雨桥ꎬ桥面上盖成遮雨的廊和亭ꎬ那是古代山水画中点缀人物的理想位置 ꎮ 因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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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多半是急流ꎬ人们到此总要驻足欣赏飞瀑流泉ꎬ画家和摄影师们必然要在此展开一番搏斗ꎮ (吴冠中

«桥之美»)
②赵州桥非常雄伟ꎬ全长 ５０ ８２ 米ꎬ两端宽 ９ ６ 米ꎬ中部略窄ꎬ宽 ９ 米ꎮ 桥的设计完全合乎科学原理ꎬ

施工技术更是巧妙绝伦ꎮ 唐朝的张嘉贞说它“制造奇特ꎬ人不知其所以为”ꎮ 这座桥的特点是:(一)全桥

只有一个大拱ꎬ长达 ３７ ４ 米ꎬ在当时可算是世界上最长的石拱ꎮ 桥洞不是普通半圆形ꎬ而是像一张弓ꎬ因
而大拱上面的道路没有陡坡ꎬ便于车马上下ꎮ (二)大拱的两肩上ꎬ各有两个小拱ꎮ 这个创造性的设计ꎬ不
但节约了石料ꎬ减轻了桥身的重量ꎬ而且在河水暴涨的时候ꎬ还可以增加桥洞的过水量ꎬ减轻洪水对桥身

的冲击ꎮ 同时ꎬ拱上加拱ꎬ桥身也更美观ꎮ (三)大拱由 ２８ 道拱圈拼成ꎬ就像这么多同样形状的弓合拢在

一起ꎬ做成一个弧形的桥洞ꎮ 每道拱圈都能独立支撑上面的重量ꎬ一道坏了ꎬ其他各道不致受到影响ꎮ
(四)全桥结构匀称ꎬ和四周景色配合得十分和谐ꎻ桥上的石栏石板也雕刻得古朴美观ꎮ (茅以升«中国石

拱桥»)

　 　 ２ 评改写作题

阅读初三学生习作«我的读书生活»ꎬ按要求给这篇习作写夹批和总批ꎮ

我的读书生活

“读书之乐何处寻ꎬ数点梅花天地心ꎮ”不知从哪里记得这两句诗ꎬ时时想起的原因ꎬ是因为我常常体

验到读书的乐趣ꎮ
说来也怪ꎬ从小时候起我就特别爱读书ꎮ 这大概受了爸爸的影响吧!
我爸爸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ꎬ他喜欢藏书、读书ꎮ 在我三四岁时ꎬ爸爸就教我背古诗ꎬ比如李白的“床

前明月光ꎬ疑是地上霜ꎬ举头望明月ꎬ低头思故乡”ꎻ读杜牧的“远上寒山石径斜ꎬ白云深处有人家ꎮ 停车坐

爱枫林晚ꎬ霜叶红于二月花”ꎮ 虽然不能体会到诗人的感情ꎬ但觉得背诗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ꎮ
有时候爸爸还读故事书给我听ꎮ 随着年龄的增长ꎬ我识的字越来越多ꎬ看的书也越来越多ꎮ 我读过

«唐宋诗一百首»ꎬ读过«水浒传»和«西游记»ꎬ也读过«中国少儿百科全书»ꎮ 书读得多了ꎬ我好像也慢慢

长大了ꎮ 【夹批 １ 从全文内容详略安排的角度看ꎬ这段文字存在什么问题? 请给出修改意见ꎮ】
书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ꎬ丰富了我的语言ꎬ增强了我的语言表达力ꎬ而且使我的写作水平也不断提

高ꎮ 【夹批 ２ 请把本段语句修改通顺ꎬ并从内容扩展的角度提出修改建议ꎮ】
我不仅喜欢读文学书ꎬ也喜欢读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书ꎮ 爸爸给我买了一套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金苹果文库”ꎮ 这“金苹果”真适合我的口味ꎮ «小行星对话»、«太空星好热闹»使我了解了天体ꎬ觉得

宇宙不再神秘ꎻ«多媒体浪潮»ꎬ«克隆羊“多莉”引出的话题»使我开了眼界ꎮ 我记得“金苹果丛书”的编

者说:“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ꎬ是人类极宝贵的天性ꎮ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去关心:天有多高ꎬ石头往上扔

为什么还会掉下来?”这些话启发我积极思考ꎬ积极探索宇宙的秘密ꎮ
有一首古老的读书儿歌说:“春困秋乏夏打盹ꎬ守着火炉待明年ꎮ”这说的是儿童以读书为苦的事ꎬ可

是我在读书中寻找到了乐趣ꎮ “读书之乐何处寻ꎬ数点梅花天地心ꎮ”
【总批:】

第五部分:教育评价知识(约 １０ 分)

一、要求

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业测评的基本要求ꎬ运用各种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ꎻ根据教

学要求和学生的学业水平ꎬ命制具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测试题目ꎻ根据需要对学生的测试结果做出准确并

带有针对性的评价分析ꎻ对中考、毕业会考等不同类型的试题做出恰当的判断和有针对性的评价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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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型

选择题、简答题

三、样题

　 　 １ 请对下面题目的考查目标作出分析并拟写出该题的参考答案ꎮ
«背影»第 ６ 段中加点的两个“赶紧”分别表达了“我”怎样的心理活动?

　 　 ２ 下面是一道试题及参考答案ꎮ 请你根据试题和参考答案指出下面某学生答案出现的问题及其原

因ꎬ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ꎮ

　 　 【题目】作者对菊、牡丹、莲三种花的情感不同ꎬ请依据作者的好恶程度将三种花排序并阐释理由ꎮ
(４ 分)

排序:
理由:
【参考答案】
排序:牡丹———菊———莲(或:莲———菊———牡丹)
理由:①牡丹雍容艳丽ꎬ象征荣华富贵ꎬ作者用牡丹之爱讽刺了贪图富贵、追求名利的世态ꎬ可见

作者对牡丹之爱是厌恶鄙弃的ꎻ②菊花秋天开花ꎬ独抗寒霜ꎬ比作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隐士ꎬ作者对

爱菊并不反感ꎬ只是慨叹真正的隐士极少ꎻ③莲花的生活态度比菊花积极ꎬ它不逃避现实ꎬ不消极处

世ꎬ它处于污浊环境ꎬ却洁身自好ꎬ保持高洁的操守ꎬ作者认为难能可贵ꎮ
评分要点:排对顺序 １ 分ꎻ每条理由 １ 分ꎮ 理由中ꎬ没有明确表明作者情感态度或象征义的ꎬ整体

扣 １ 分ꎮ

　 　 【某学生答案】
排序:莲ꎬ菊ꎬ牡丹

理由:作者认为莲是君子ꎬ菊是自以为高尚的人ꎬ牡丹是贪钱的人ꎮ

第六部分:教学设计与案例评析(约 ３０ 分)

一、要求

在遵循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基础理论的前提下ꎬ按照«课程标准»的目标及内容要求分析教学案例所

体现的课程理念ꎻ对案例中的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分别做出科学、准确的分析ꎻ从实际教学效果出发ꎬ阐释

从案例中得到的主要收获、发现的主要问题、改进的具体建议及理由ꎮ

二、题型

选择题、案例分析题、教学设计题

三、样题

　 　 １ 下面是散文«散步»的课堂实录(节选)ꎮ 请你围绕“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ꎬ使其深入文本、品
味语言”ꎬ对这段实录进行点评ꎬ并结合实录谈谈你对这位教师“课后感言”的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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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实录(节选)】
师:本文一共写了几个人?
生:四个人ꎮ 作者、作者的母亲、作者的妻子和儿子ꎮ
师:对ꎮ 这四个人中最喜欢母亲的举手?
(学生举手)
师:请一位同学说说ꎬ你为什么最喜欢母亲?
生:这位母亲很理解儿子的心意ꎬ很疼爱自己的孙子ꎮ
师:请你把写母亲的地方读一遍ꎮ
(学生读第 ２ 段(前面一处用的阿拉伯数字))
师:母亲尽管走远一点就觉得累ꎬ但体谅到儿子的一片孝心ꎬ就出来了ꎮ 这是写母亲的动作ꎮ “她

现在很听我的话ꎬ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ꎮ”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生:母亲十分信赖孩子ꎮ
师:对ꎮ 哪一个地方写到了母亲的语言?
生:倒数第 ２ 段ꎮ
师:请你读一下ꎮ
(学生读课文)
师:“还是走小路吧ꎮ”母亲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生:因为母亲知道了孙子要走小路的原因ꎬ“那里有金色的菜花ꎬ两行整齐的桑树ꎬ尽头一口水波

粼粼的鱼塘”ꎮ 孙子想去看看ꎬ当奶奶的应该满足孙子的要求ꎮ
师:很好ꎮ 那么母亲的这段话怎么读才好呢? 谁来试一试?
(学生读课文)
师:同学们注意ꎬ文中写道:“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ꎬ变了主意ꎮ”这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ꎬ

怎样读才能表现出这个转变的过程呢?
生:我觉得“还是”两个字带点拖音:“还 － － 是 － － 走小路吧ꎮ”

　 　 【课后感言】
“热闹”和“虚空”不是课改的必须ꎬ更不是新课程的目标ꎬ诵读、理解、感悟、积累、运用才是语文教

学的内核ꎮ

　 　 ２ 教学设计题

以“理解«背影»描写父亲过铁道买橘子片段中蕴含的作者情感”为内容ꎬ作 １ 课时的教学设计ꎮ

课题

设计指导思想

学生情况分析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与方法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辅助手段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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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效果评价设计:

教学设计特色分析:

　 　 注:
※“教师活动”一栏ꎬ可根据教学的需要ꎬ写出教学活动的目标、内容、步骤和方法等ꎮ
※“学生活动”一栏ꎬ可根据学习的需要ꎬ写出学生活动的目的、内容和方式等ꎮ
※“教学辅助手段(多媒体、教学用具、板书等)”一栏ꎬ可根据实际需要ꎬ简要写出使用辅助手段的构

想ꎮ
※“设计意图”一栏ꎬ根据需要对自己的教学设计的目的或特点作简要说明ꎮ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范围与形式

范围:微格教学的范围涉及北京市现行的初中语文教材ꎬ以阅读、写作、基础知识为重点ꎮ
形式:
１ 微格教学展示

微格课以现场即时上课为特征ꎮ 教师要根据课题内容ꎬ自己设定教学问题ꎬ并展示教学问题解决的过

程ꎮ
教师于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ꎬ抽签决定展示的课题与要求ꎬ准备展示文稿和 ＰＰＴꎮ 围绕所抽取到的课

题展示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学片断ꎬ如课题内容是“«故乡»中的对比”ꎬ教师要根据所抽取的课题内容ꎬ自己

设计教学问题ꎮ 微格教学要展示出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ꎮ
２ 答辩

依据展示情况ꎬ回答评委问题ꎮ 答辩内容涉及教师对文本的解读、对学情的分析、对教学内容的确定、
对教学策略的选择等ꎮ

二、展示稿与答辩要求

(一)展示稿格式

初中语文学科微格教学展示稿

教师信息

教师姓名: 展示号:

课题信息

课题内容:«故乡»中的对比

设计思路

注:可用文字、流程图、结构图等多种方式ꎬ呈现出本课题的教学思路

具体设计

注:按教学流程呈现所展示的内容ꎬ呈现的形式不限ꎬ如文本ꎬ表格等ꎮ

创新点评价

注:只对要求展示部分的设计进行评价ꎬ重点突出其创新之处ꎬ分析与其他教学设计的不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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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要求

１ 依据体例要求完成展示稿ꎬ打印 ５ 份ꎬ于答辩前交给评委ꎮ
２ 展示前ꎬ选手用 １ － ２ 分钟时间对所展示的微格课进行概括说明ꎻ要板书课题ꎮ
３ 重点展示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ꎬ要展示出问题解决的过程ꎮ 要使用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ꎮ
４ 展示即将结束时ꎬ要用 １ 分钟时间对以上的微格课做出小结ꎮ
５ 展示后ꎬ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ꎮ
６ 教学微格展示在 １５ 分钟内完成ꎬ回答问题 ５ 分钟ꎬ共计 ２０ 分钟ꎮ

三、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主要内容

教学展示稿
１ 按要求编写格式规范、内容充实的教学设计稿

２ 制作实用的 ＰＰＴ 演示文稿

微格教学

过程

基
本
素
质

１ 教态自然亲切ꎬ仪表端庄大方ꎬ情绪饱满ꎬ有互动感

２ 板书内容简要ꎬ脉络清晰ꎬ安排合理ꎬ字体工整

３ 教学语言准确精练、清晰生动ꎬ语调节奏把握恰当

４ 使用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教学ꎬ设计美观简洁ꎬ运用熟练

教
学
内
容

１ 教学目标科学ꎬ符合学科特点ꎬ适合学生认知发展

２ 教学内容合宜ꎬ考虑到学生的学习需求ꎬ发掘出教材文本的核心价值

３ 教学重点准确ꎬ符合教学要求和学生实际

４ 教学难度适宜ꎬ课堂容量适当ꎬ条理有序

教
学
方
式

１ 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实施教学ꎬ开发和利用丰富的课程资源

２ 教学活动适宜、多样ꎬ有助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３ 教学环节清晰ꎬ过渡自然ꎬ具有可操作性

答辩过程
１ 表达清楚ꎬ回答准确

２ 简明扼要ꎬ见解独到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要求

正确操作计算机、视频投影仪、实物投影仪等硬件设备ꎮ
有效使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 文件管理ꎻ有效使用 Ｗｏｒｄ２００７、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２００７、Ｅｘｃｅ１２００７ 三个软件(例如ꎬ能使

用 Ｗｏｒｄ“批注”和“修订”功能对一段文字做出修改ꎻ能使用 Ｅｘｃｅｌ 的“函数”功能对学生语文成绩做出总

分、平均分、难度等统计ꎻ能使用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ｉｎｔ 插入、修改演示文稿中的幻灯片内容ꎬ根据需要添加简单的动

画效果ꎬ能将文字、图片等对象插入幻灯片ꎬ根据要求添加链接ꎻ能将表格、图表等材料在 Ｗｏｒｄ２００７、Ｐｏｗｅｒ￣
Ｐｏｉｎｔ２００７、Ｅｘｃｅ１２００７ 三个基本软件之间进行相互转换)ꎮ

能按照规定的要求ꎬ从网络上截取、下载、编辑、整合相关信息ꎮ

二、组织形式

１ 考试的时间:４５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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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考核方式:单人单机独立操作

三、样题

请使用 Ｗｏｒｄ２００７“批注”功能ꎬ对下面试题中画线文字作出考点分析并将文件另存为“考点分析

 ｄｏｃｘ”ꎻ把试题中第 １ 题的表格部分转换到 Ｅｘｃｅ１２００７ 中制成柱状图并将文件另保存为“柱状图  ｘｌｓｘ”文
件ꎻ然后利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２００７ 把第 １ 题制作成教学幻灯片ꎬ把题干改为“分析下图ꎬ提取主要信息ꎬ并用一

句话概括北京水资源的现状ꎮ”将文件另保存为“第 １ 题  ｐｐｔｘ”文件ꎮ

　 　 【试题】:«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为了深入宣传该“办法”ꎬ培养学生

的节水意识ꎬ某校举办了“北京水资源”专题展览ꎮ 在参观的过程中ꎬ请你完成下面的任务ꎮ
１ 分析下表ꎬ提取主要信息ꎬ并用一句话概括北京水资源的现状ꎮ

项目 数据

国际人均极度缺水标准 ５００

国际人均危及人类生存的灾难性标准 ３００

北京市人均水资源 １０７

　 　 主要信息: 　 　 现状:
２ 京北地区大致覆盖昌平、延庆、怀柔和密云四个区县ꎬ是北京市重要的水源和生态屏障地ꎬ保障全

市 ５０％以上的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ꎮ 请阅读下面材料ꎬ概括以下两县治理河流流域、涵养京北水资源的

两个相同的措施ꎮ
【材料一】
延庆县治理白河流域的主要措施有:围绕白河主河道ꎬ加强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力度ꎻ营造水保林ꎬ发

挥灌草植被的生态功能ꎬ以实现山区自然保水ꎻ规整河道ꎬ修建调蓄水量的橡胶坝、拦河闸等工程ꎬ以保护

水资源ꎮ
【材料二】
密云县治理石匣小流域的主要措施有:建设蓄水池、塘坝等小型蓄水工程ꎬ增加蓄水量ꎻ构建拦水、蓄

水的三道防护体系ꎬ层层设防ꎬ节节拦蓄ꎬ以减少水土流失ꎻ推行清洁农业ꎬ控制农药、化肥的施用ꎬ以解决

生态污染问题ꎻ营造适宜生长、具有保水保土功能的林草ꎬ以涵养水源ꎮ
相同的措施:　 　 ①　 　 　 　 　 　 ②　 　
３ 某同学在专题展览的“留言簿”上题写了寄语ꎬ他写了上句ꎬ请你根据以上材料ꎬ续写下句ꎮ (要

求:与上句语意相关、句式相同、字数相等)
上句:水源告急ꎬ首都市民节约用水迫在眉睫ꎻ
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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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 

第二部分:课程知识(约 １５ 分)

一、要求与范围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

二、题型

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 

三、样题

　 　 １ 填空题

数学是研究 和 的科学 
　 　 ２ 选择题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现代数学教育的基本任务ꎬ创新的基础是学生能够自己(　 　 )
Ａ 发现和提出问题 Ｂ 归纳概括得到猜想和规律

Ｃ 验证猜想和规律 Ｄ 交流得到猜想和规律

　 　 ３ 简答题

为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ꎬ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要”ꎬ在教学中对数学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该怎样

做?

第三部分:学科知识(约 ２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学考试所涉及的内容 

二、题型

填空题、选择题、作图题、画图题、简答题、解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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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题

　 　 １ 填空题

在初中阶段ꎬ学生学习了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和二次函数ꎻ在高中阶段ꎬ学生将学习 函数、
函数和 函数等 

　 　 ２ 选择题

如果 ｘ、ｙ、满足 ｘ － ２ ＋ (ｘ ＋ ｙ) ２ ＝ ０ꎬ那么 ｙｘ 的值为(　 　 )

Ａ － １
４ Ｂ １

４ Ｃ － ４ Ｄ ４

　 　 ３ 作图题

用尺规完成基本作图:作一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４ 画图题

在梯形 ＡＢＣＤ 中ꎬＡＤ / / ＢＣꎬＡＢ ＝ ＤＣ ＝ ＡＤꎬ∠Ｃ ＝ ６０°ꎬＡＥ ⊥ ＢＤ 于点 ＥꎬＡＥ ＝ １ｃｍꎬ试画出这个图形 
　 　 ５ 简答题

在第一、第二学段ꎬ学生已经学习了几何的许多知识  请写出两个在第三学段继续学习的具体知识ꎬ并简

述这两个知识在不同学段的具体要求有何不同 
　 　 ６ 解答题

已知:如图ꎬＤ 是线段 ＢＣ 的中点ꎬ点 Ａ 在 ＤＥ 上ꎬ且 ∠ＢＡＤ ＝ ∠ＣＥＤ
求证:ＡＢ ＝ ＣＥ

第四部分:教育教学知识与技能(约 １５ 分)

一、要求与范围

«北京市初中教师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培训指南»中教育教学相关理论的培训内容 

二、题型

填空题、简答题 

三、样题

　 　 １ 填空题

皮亚杰将儿童认知发展分成四个阶段ꎬ分别是感知运动阶段、 阶段、 阶段和 阶

段 
　 　 ２ 简答题

简述奥苏伯尔有意义学习理论中有意义学习需要具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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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教育评价知识(约 １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和«北京市初中教

师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培训指南»中教育教学相关理论的培训内容之编制测验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二、题型

填空题、简答题、解答题 

三、样题

　 　 １ 填空题

区分度又称鉴别度ꎬ是衡量题目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  计算某题目区分度的一种方法是用 １ / ３ 左右

的高分组的通过百分比减去 左右的低分组的通过百分比ꎬ区分度低于 的试题可以考虑

淘汰 
　 　 ２ 简答题

请根据下面给出的两个学生的解题过程分析学生的学习状况、产生障碍的原因ꎬ并提出改进建议 

　 　 ３ 解答题

已知:ｍ、ｎ 分别是方程 ｘ２ － ６ｘ ＋ ５ ＝ ０ 的两个实数根ꎬ且 ｍ < ｎꎬ二次函数 ｙ ＝ － ｘ２ ＋ ｂｘ ＋ ｃ 的图象经

过点 Ａ(ｍꎬ０)、Ｂ(０ꎬｎ) 如果二次函数 ｙ ＝ － ｘ２ ＋ ｂｘ ＋ ｃ的图象且与轴的另一交点为 Ｃ的图象ꎬ试求出点 Ｃ、
Ｄ 的坐标和 △ＢＣＤ 的面积 

先完成题目的解答过程ꎬ再写出题目中主要考查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 中的具体内

容 

第六部分:教学设计与案例评析(约 ３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能从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教学背景分析、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设计、学习效果评价设

计和特点分析等几方面进行初中数学课程内容的教学设计(１ 课时或片段) 能对提供的教学案例或片段ꎬ
依据具体要求ꎬ对相关问题进行提出见解或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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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型

主要包括简答题、撰写教学设计 

三、样题

　 　 １ 简答题

在进行«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实际应用»教学时ꎬ一位教师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
能根据现实生活中与方程组有关的实际问题中的等量关系ꎬ列出二元一次方程组ꎬ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ꎻ

数学思考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索、尝试、比较等活动去从复杂的生活情景中抽象出数学模型ꎬ感悟“未
知”转化为“已知”的数学思想ꎻ

解决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ꎬ培养学生多角度灵活思考问题的数学品质ꎬ拓展

学生的思维空间ꎻ

情感态度
让学生经历和体验列出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ꎬ进一步体会方程组在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过程中的重要地位ꎬ感受数学的价值ꎬ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ꎬ并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重点

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和发现、同伴合作交流、师生共同研讨ꎬ体验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的

过程 

教学难点

从实际问题中挖掘条件ꎬ建立量与量之间的相等关系ꎬ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性策略仍然是本节课的

难点 

　 　 请对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进行评价和修改 
　 　 ２ 撰写教学设计

根据所给课题完成 １ 课时的教案(所给课题选自初中数学教材)

教学设计参考体例

教材版本:
一、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二、教学背景分析

三、教学目标及重难点设计

四、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五、学习效果评价设计

六、教学设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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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设计评价参考

评价项目 评价要点

思想理论 指导思想符合课程改革的要求ꎬ理论观点准确、切合实际

教学背景
教学内容的地位、作用、分析准确ꎬ处理恰当

学生已有的知识、技能、差异等情况阐述明确、具体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符合课标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ꎬ目标全面、准确、明确、合理

重点和难点准确、简明

过程资源

符合教育教学规律、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实际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ꎬ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学安排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含重点、难点处理)

教学手段科学ꎬ资源合理ꎬ能促使教学效果最优化

教学效果落实

效果评价 评价手段或工具恰当、评价时机合适、评价效果真实

设计特色 客观、准确、突出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时间:２０ 分钟)

一、展示的范围与要求

微格教学的内容范围是:初中数学课程内容(所给课题选自初中数学教材)
教师依据确定的题目进行微格教学与答辩ꎬ其中微格教学 １５ 分钟ꎬ回答评委问题 ５ 分钟 
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选择展示内容 
要求教师按照学科制定的编写格式提供微格教学设计稿ꎬ并使用计算机、数字投影仪、板书等手段和

工具进行教学 

二、展示稿与答辩要求

１ 微格教学设计稿参考体例

课题名称:

教师姓名: 学校: 编号:

教师年龄: 教龄: 职称:

教学背景分析

(一)本课时教学内容的功能和地位

(二)学生情况分析

(三)教学准备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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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知识技能、数学思考、问题解决、情感态度等目标

教学重点和难点分析

(一)教学重点

(二)教学难点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学生活动的说明(２００ 字内)

教学设计的说明(２００ 字内)

板书设计

　 　 ２ 微格教学设计稿与答辩要求

(１)微格教学设计稿的要求:提交文本稿 ６ 份ꎬＡ４ 纸打印ꎬ字号小四 
(２)微格教学时须使用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ꎬ并现场板书课题或知识要点ꎬ微格教学后提交含有 ＰＰＴ 演示文

稿和微格教学设计稿的光盘一张 
(３)ＰＰＴ 演示文稿要求:汉字用黑体ꎬ字母用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 斜体ꎬ数字用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ꎻ标题

的字号不低于 ３６ꎬ正文和辅助性文字的字号不低于 ２８
(４)答辩要求:实事求是、严肃认真 

三、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评价要点

教学目标 符合课标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ꎬ目标全面、准确、明确、合理

内容分析 教学内容的地位、作用、重点、难点分析准确ꎬ处理恰当

过程分析

符合教育教学规律、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实际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ꎬ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学安排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含重点、难点处理)

教学效果落实

方式(法)分析 教学手段科学、合理ꎬ能促使教学效果最优化

评价分析 评价手段或工具恰当、评价时机合适、评价效果真实

教学技能 语言、板书、板图、技术使用规范、合理

答辩效果 语言严谨、态度谦和、回答贴切、实事求是

教学特点 (听课教师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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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时间:４５ 分钟)

一、考试范围及要求

１ 掌握计算机、视频投影仪、实物投影仪、电子白板等硬件设备的操作ꎻ
２ 会使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文件管理、ｏｆｆｉｃｅ 办公软件和数学专用软件等ꎻ
３ 掌握现代手持教育技术(科学计算器、图形计算器)

二、考试组织形式

根据具体要求制作教学课件 

三、样题

利用几何画板(４ ０５ 汉化版)制作课件ꎬ完成下述任务:根据图象和表达式 ｙ ＝ ｋ
ｘ (ｋ≠０) 探索图象的

变化情况 
要求:在课件中写明设计意图、制作人姓名、测试号和单位ꎻ将制作的课件以测试号为文件名(如

１３０３０１ ｇｓｐ)保存在 Ｄ 盘根目录下ꎻ课件制作完成后需经测试员拷贝课件无误后方可离开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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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英语课程知识(约 １５ 分)

一、要求与范围

了解和理解«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的课程性质、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分级标准、教
学建议、评价建议和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等ꎮ

二、题型

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等ꎮ

三、样题

(一)填空题

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 ꎬ促进

ꎬ提高 ꎮ
(二)选择题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提出了“整体设计目标ꎬ充分考虑语言学习的 ”的
课程基本理念ꎮ

Ａ 理论性和实践性 Ｂ 持续性和渐进性

Ｃ 形成性和终结性 Ｄ 规律性和特殊性

(三)简答题

语言技能是构成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包括听、说、读、写四方面以及这四种技能的综合运用

能力ꎮ 请简要说明听和说两种技能之间的关系ꎮ

第三部分:英语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约 ４５ 分)

一、要求与范围

具备从事初中英语教学所必须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化背景的学科基本知识以及听、说、读、写、译的

基本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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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型

完形填空题、阅读理解与表达题等ꎮ

三、样题

(一)完形填空

阅读短文ꎬ从短文后各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ꎬ选出可以填入空白处的最佳选项ꎮ
Ｉｍ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ｉｎ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Ｉｍ ｎｏｔ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ｏｒ ｂｒｉｇｈｔｅｓ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ｍｙ ｇｒａｄｅｓ ｇｅｔ ｍｅ ｄｏｗｎ
Ｔｏｄａｙ Ｉ ｈａｄ ｍ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　  Ｂｕｔ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Ｉ ｇｏｔ ｕｐ ｌａｔｅ 　 ２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ꎬ Ｉ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 ｗｏｕｌｄ ｇｅｔ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ｌａｔｅ 　 ３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ｐｕｌｌｅｄ ｏｕｔꎬ Ｉ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ｄｏ ｓｏｍｅ ｌａｓｔ￣ｍｉｎｕｔ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ｊｕｓｔ 　 ４　
ｏｖｅｒ ｍ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ａｒｒｉｖｅｄꎬ Ｉ ｐａｃｋｅｄ ｍｙ ｓｔｕｆｆ ａｎｄ ｒａｎ ｏｆｆ

Ｉ ｐａｓｓｅｄ ｊｕｓｔ ｏｎ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ｓ Ｉ ｗａ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ｉｒｓ Ｉｔ ｗａｓ ａ ｌａｄｙꎬ ｗｉｔｈ ａ ｂａｂｙ ｓｔｒｏｌｌｅｒ Ｈｅｒ ｃｈｉｌｄ
　 ５　 ｏｎｌｙ ａ ｃｏｕｐｌ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Ｗｈｉｌ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ｉｒｓꎬ Ｉ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ｍｙｓｅｌｆꎬ “Ａ ｆｅｗ ｍｏｒ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６　
ｈｕｒｔꎬ ａｎｙｗａｙ ” Ｓｏ Ｉ ｗｅｎｔ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ｋ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ｄｙ ｉｆ ｓｈｅ ｗａｎｔｅｄ ｓｏｍｅ 　 ７　  Ｓｈｅ ｔｈａｎｋｅｄ
ｍｅ ａｎｄ 　 ８　 ｔｈａｔ Ｉ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 ａ ｒｕｓｈ Ｉ 　 ９　 ꎬ ｂｕｔ Ｉ ｓａｉｄ ｉｔ ｗａｓ ｎｏ ｒｅａｌ 　 １０　 ａｎｄ Ｉ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ａｔｅ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ａｍ Ｉ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ｏ ｔｈｅ 　 １１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ａ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ｔｏ ｍ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Ｉ 　 １２　
ｔｈａｔ ｍｙ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ａｎｄ 　 １３　 Ｉ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ｂｅ ｉｎ 　 １４　  Ｂｕｔ ｔｏ ｍｙ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ꎬ ｔｈｅ ｅｘａｍ
　 １５　  Ｉ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ｗｅｎｔ ｔｏ ｇｅｔ ｍｙ 　 １６　  Ｓｏｏｎ ｗ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ｎｔ ｍｙ ｂｅｓ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ｆｏｒ 　 １７　
ｔｈｉｓ ｔｅｓｔ ｓｅｅｍｅｄ ｑｕｉｔｅ ｅａｓｙ Ｉ ｆｅｌｔ ｐｒｅｔｔｙ 　 １８　 ｗｈｉｌｅ Ｉ ｗｒｏｔｅ ｄｏｗｎ ｍｙ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ｂｅ ｈｏｎｅｓｔꎬ Ｉ 　 １９　 ｋｎｏｗ ｉｆ ｉｔ ｉｓ ｊｕｓｔ ｌｕｃｋ ｏｒ ｓｏｍｅｈｏｗ Ｉ 　 ２０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ｃｔ Ｉｍ ｊｕｓｔ ｇｌａｄ Ｉ ｈｅｌｐｅｄ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 ｗｈｅｎ Ｉ ｃｏｕｌｄ
１ Ａ ｅｘａｍ Ｂ ｃｌａｓｓ Ｃ ｗｏｒｋ Ｄ ｐｌａｙ
２ Ａ Ｒｕｓｈ Ｂ Ｒｕｓｈｉｎｇ Ｃ Ｒｕｓｈｅｄ Ｄ Ｔｏ ｒｕｓｈ
３ Ａ Ｔｉｌｌ Ｂ Ｉｆ Ｃ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Ｄ Ｗｈｅｎ
４ Ａ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Ｂ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Ｃ ｔｏ ｂｅ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ｃｈｅｃｋｅｄ
５ Ａ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Ｂ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 ｍｕｓｔ ｂｅ 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６ Ａ ｗｏｎｔ Ｂ ｈａｄｎｔ Ｃ ｎｅｅｄｎｔ Ｄ ｍｕｓｔｎｔ
７ Ａ ｈｅｌｐ Ｂ ｍｏｎｅｙ Ｃ ａｄｖｉｃｅ 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８ Ａ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Ｂ ｓａｗ Ｃ ｓｈｏｗｅｄ Ｄ ｈｅａｒｄ
９ Ａ ｈａｄ ｄｏｎｅ Ｂ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Ｃ ｄｉｄ Ｄ ｗａｓ
１０ Ａ ｓｅｎｓｅ Ｂ ｅｘｃｕｓｅ 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１１ Ａ ｔｏｐ Ｂ ｍｉｄｄｌｅ Ｃ ｌｅｆｔ Ｄ ｂｏｔｔｏｍ
１２ Ａ ｈａ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Ｂ ｈａｄ ｈｏｐｅｄＣ ｗａ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Ｄ ｗａｓ ｈｏｐｉｎｇ
１３ Ａ ｔｈｉｓ Ｂ ｔｈａｔ Ｃ ｉｔ Ｄ ｗｈａｔ
１４ Ａ ｎｅｅｄ Ｂ ｔｉｍｅ Ｃ ａｎｇｅｒ Ｄ ｔｒｏｕｂｌｅ
１５ Ａ ｈａｄ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Ｂ ｗｏｕｌｄ ｄｅｌａｙ Ｃ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Ｄ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ｌａｙｅｄ
１６ Ａ ｂｏｏｋ Ｂ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Ｃ ｐａｐｅｒ Ｄ ｃｈａｎｃｅ
１７ Ａ ａ ｒｅａｓｏｎ Ｂ ｎｏ ｒｅａｓｏｎ Ｃ ｓｏｍ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
１８ Ａ ｓａｆｅ Ｂ ｇｒａｔｅｆｕｌ Ｃ ｗｅｌｌ Ｄ ｇｏｏｄ
１９ Ａ ｄｏｎｔ Ｂ ｎｅｅｄｎｔ Ｃ ｄｉｄｎｔ Ｄ ｗｏｕｌｄｎｔ
２０ 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Ｂ ｒｅｗａｒｄｅｄ Ｃ ｗａ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Ｄ ｗａｓ ｒｅｗａｒｄｅｄ

(二)阅读理解与表达

阅读下面两篇短文ꎬ按照各小题的要求选择或写出答案ꎮ
２３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Ａ
Ｈｏｗ Ｉ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Ｂ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Ｉ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ｇｒｏｗ ｕｐ ｔｈａｔ ｗｉｎｔｅｒ ｎｉｇｈｔ ｗｈｅｎ ｍ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 ｗｅｒｅ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ｍｙ ａｕｎｔｓ ｈｏｕｓｅꎬ ａｎｄ ｍｙ
ｍｏｔｈｅｒ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ｗｅ ｍｉｇｈｔ ｓｏｏｎ ｂｅ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ｅ ｗｅ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ｕｓ ｔｈｅｎ Ｉ ｗａｓ ｃｒｙ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ｕｓ ｗｅｒ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ｔ ｍｅ Ｉ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ａｔ Ｉ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ａｒ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ｎｅｖｅｒ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Ｉ ｌｉｓｔｅｎｅｄ ｅｖｅｒ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Ｉ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ｍｙｓｅｌｆ ｃｒ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ｆａｃｔꎬ Ｉ ｔｈｉｎｋ Ｉ ｃｒｉｅｄ ｖｅｒ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ｗｈｅｎ Ｉ ｗａｓ ｓａｙｉｎｇ
ｇｏｏｄｂｙｅ ｔｏ 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Ｗｈｅｎ ｗｅ ｗｅｒｅ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Ｉ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Ｉ ｗａ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ｅ—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ｃｅｓ Ｉ ｈａｄ ｋｎｏｗｎ ｏ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 ｗａｓ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ｎｅｖｅｒ ｔｏ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ｗａｓ ｈａｒｄｌｙ ｉｎ ｍｙ ｈｅａ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ａｕｇｈｔ ｍ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ｔｏ ｍｅ ａｔ
ｏ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ｗａ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ｌｏｓｔ—ｈａｖ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ｏｖｅｓ Ｉ ｄｉｄ ｎｏｔ ｑｕｉｔｅ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 Ｉ ｗａｓ ｏｒ ｗｈａｔ 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ｒｅｍａｒｒｉ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ｃｏｍ￣
ｐｌｅｘ ｆｏｒ ｍｅ 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 ｐａｓｓ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ｙ ｓｔｅｐｆ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Ｉ ｇｏｔ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 ｗａｓ ｏｆｔｅｎ ｓａｄꎬ ａｎｄ ｓａｗ ｎｏ ｅｎｄ
ｔｏ“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ｔｉｍｅｓ”

Ｍ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 ｌｏｔ ｓｉｎｃｅ Ｉ ｋｎｅｗ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ｅｌｓｅ ａｔ ｈｏｍｅ Ｉ
ｗｒｏｔ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ｆｉ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ｍｓ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ｔ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ꎬ ｔｏｏｋ ｍｙ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ｃ￣
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ｒｅꎬ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ｂｉ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 ｈａｖ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ｏｎ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ｕｌｅ: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ｇｏ ａｗａｙ!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ｏ ｈａｐｐ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ｄｏ ｎｏｔ ｇｉｖｅ ｕｐꎬ ａｎｄ ｊｕｓｔ ｗａｉｔ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ｍｙ
ｌｉｆｅ ｗｉｌｌ ｔｕｒｎ ｏｕｔ 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ꎬ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ｔｈａｔ ｅａｓｙ
２１ Ｈｏｗ ｄｉ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ｇｅ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Ｆｒｏｍ 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Ｂ Ｆｒｏｍ ｈｅｒ ｍｏｔｈｅｒ
Ｃ Ｆｒｏｍ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Ｄ Ｆｒｏｍ ｒａｄｉ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２２ Ｕｐｏｎ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ｆｅｌｔ 
Ａ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Ｂ ｅｘｃｉｔｅｄ
Ｃ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Ｄ ａｍａｚｅｄ

２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 ｏｆｔｅｎ ｌｏｓｔ ｈｅｒ ｗａｙ Ｂ ｄｉｄ ｎｏｔ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Ｃ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Ｄ ｇｏｔ ｏｎ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ｈｅｒ ｓｔｅｐｆａｔｈｅｒ

２４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４?
Ａ Ｓｈｅ ｗｏｒｋｅｄ ａ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Ｂ Ｓｈｅ ａｔｔｅｎｄｅ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ｊｏｂ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Ｃ Ｓｈｅ ｐａｉｄ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ｂｉｌｌｓ ｆｏｒ ｈ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Ｄ Ｓｈ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ｈ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ｉｔｈ ｈｅ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５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Ａ ｈｅ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
Ｂ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ｇｏｏ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ｎ ｂａ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Ｄ ｇｏｏ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ｐｐｅｎ ｉｆ ｏｎｅ ｋｅｅｐｓ ｔｒｙｉｎｇ

２６ Ｗｈｅｎ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ｉｎ ｃｌａｓｓꎬ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ｔｏ ｙ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ｕｎｉｏｒ Ｔｗｏ Ｗｒｉｔｅ ｏｕｔ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ｓａｙ ｉｎ ａｂｏｕｔ ８０ ｗｏｒｄｓ

３３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Ｂ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Ｙｏｕ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ｄｕｅꎬ ａｎｄ Ｅｍｉｌｙ Ｒｅｇａｎ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ｐ ａｌｌ ｎｉｇｈｔ Ｓｈｅ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１０ － ｐａｇ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ｉｌｙ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ｈｅ ｈａｓ ｗａｉｔｅｄ ｔｏ ｄｏ ｈｅｒ
ｗｏｒｋ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ｌａ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ｎｏｗ ｓｈｅ ｉｓ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ｈａｓ ｔｏ ｗｏｒ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ｈｅｒ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ｙｏｕｒ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ｕｎｔｉｌ ｊｕｓ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ꎬ ｙｏｕ ｃａｎ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ｔｅｐｓ

Ｆｉｒｓｔꎬ ｄｏ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ｉｔ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ｌｌ ａｔ ｏ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 ｉｎ Ｅｍｉｌｙｓ ｃａｓｅꎬ ｓ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ｓｐｅｎｔ ３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 ｄａ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ｈｅｒ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ｅ ｗｅｅｋ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ｐｅｎｔ
ｄｏ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ｏｎｅ ｗｅｅｋ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ꎬ ｏｎｅ ｗｅｅｋ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ｒａｆ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ｗｅｅｋ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ｐｅｎｔ ｒｅｖ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ｙ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ｏ ｙｏｕｒ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ｒｅａｔ ｙｏｕｒ ｗｏｒｋ ｌｉｋｅ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ｙｏｕ ｈａｖｅꎬ
ｌｉｋ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ꎬ 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ｏｒ ａ ｊｏｂ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ꎬ ｙｏｕ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ｕｐ ｔｏ ｙｏｕ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ｙｏｕｒ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Ｂ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ｓｅｔ ａｓｉｄｅ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ｙｏｕ
ｆｒｏｍ ｄｏ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ｗｏｒｋ

Ｏｎｃ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ｙｏｕｒ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ꎬ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ａ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ｅｗ
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 ｉｆ ｙｏｕ ａｒ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 ｐａｐｅｒꎬ ｄｏ ｎｏｔ ｇｏ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ｙｏｕｒ ｅｍａｉｌ ｏｒ ｓｅｅ ｗｈｏ
ｅｌｓｅ ｉｓ ｏｎｌｉｎｅꎬ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ＴＶ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Ｉｎｓｔｅａｄꎬ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ｙｏｕ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ꎬ ｙｏｕ ｃａｎ ｒｅｗａｒｄ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ｙｏｕ ｗａｎｔ—ｅｍａｉｌｉｎｇꎬ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ｒｉｅｎｄｓꎬ ｏｒ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ｅｎｊｏｙ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ｍｏｒ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ｙｏｕｒ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ｙｏｕ ｏｕ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ｓｔａｋ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ｋｅꎬ ｄｏ ｎｏｔ ｐｕｔ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ｉｎ Ｅｍｉｌｙｓ ｓｈｏ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 ｗｏｒｋ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ｎｕｔｅ 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ｏｍ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ｙｏｕ ｗｏｒｋ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ｉｔ
ｆｒｏｍ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２７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８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ｇ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２９ Ｄｏ ｙｏｕ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ｓｔａｋｅ? Ｓｏｍｅ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ｊｕｓｔ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ａｙ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ｏｆｍａｎｙ ｔａｓｋｓ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ｅｖｅｎ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ｏｕｔ￣
ｃｏｍｅ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ｙｏｕｒ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ｗｈｙ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ｓｏ Ｗｒｉｔｅ ｏｎ ｉｔ ｉｎ ａｂｏｕｔ １５０ ｗｏｒｄｓ

第四部分:教学设计与案例评析(约 ３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要求:具备从事初中英语教学必须的语言表达、教材分析、活动设计、组织教学、评价检测、资源利用、
课堂板书等技能ꎻ能进行一课时(４５ 分钟)或一个环节的教学设计ꎻ能依据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评价的基本

内容和标准ꎬ对所提供的教学案例提出修改和再设计的建议ꎮ
范围:初中英语课程的全部内容ꎻ初中各版本教材ꎮ

二、题型

撰写和修改教学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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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题

阅读教学材料ꎬ按照教学设计中的具体要求完成不同的设计任务ꎮ
教学材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ꎬ Ｍｓ Ｗａｎｇ Ｉ ｆｅｅ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ｂｏｔｈ ｅ￣ｍａｉｌ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ｌ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Ｍｓ Ｗａｎｇ:ＯＫ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Ｌｅｔｓ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ｏｕｒ ｆｉｒｓｔ ｃａｌｌｅｒ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１:Ｈｅｌｌｏꎬ Ｍｓ Ｗａｎｇ Ｍｅｍｏｒｉｚ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ｓ ａ ｒｅａｌ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ｆｏｒ ｍｅ Ｉ 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ｃｏｐ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ｆｉｖｅ ｔｉｍｅｓ ａ ｄａｙꎬ ｂｕｔ Ｉ ｓｔｉｌｌ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ｈｅｍ Ｗｈａｔ ｅｌｓｅ ｃａｎ Ｉ ｄｏ?
Ｍｓ Ｗａｎｇ:Ｗｈｙ ｄｏｎｔ ｙｏｕ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ｎｇ ｉｔ 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ｙｏｕｒ ｈｏｕｓｅ ｗｈｅｒｅ ｙｏｕ ｓｅｅ

ｉｔ ｏｆｔｅ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ｙｏｕ ｃａｎ ｐｕｔ ｉ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ｏｎ ｙｏｕｒ ｂａｔｈｒｏｏｍ ｍｉｒｒｏｒ ｏｒ ｏｎ ｙｏｕｒ ｂｅｄｒｏｏｍ ｄｏｏｒ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ｙｏｕ ｂｒｕｓｈ ｙｏｕｒ ｔｅｅ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ｔｈｒｏｏｍ ｏｒ ｗａｌｋ ｂｙ ｙｏｕｒ ｂｅｄｒｏｏｍ ｄｏｏｒꎬ ｙｏｕ ｃａｎ ｇｏ ｏｖｅｒ ｙｏｕｒ
ｌｉｓｔ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ｅｍｏｒｉｚｅ ｗｏｒｄ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ｒｙ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ｍ Ｉｆ ｙｏｕ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ｅｍ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ｓｐｅａｋ
ｏｒ ｗｒｉｔ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Ｉ ｌｉｋｅ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ｓ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ｍｅ Ｉ ｓｐｅｎ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ｍｅｍ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ꎬ ｂｕｔ ｗｈｅｎ Ｉ ｔｒｙ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ｍꎬ Ｉ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Ｗｈａｔ ｅｌ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 ｄｏ?

Ｍｓ Ｗａｎｇ:Ｏｎｅ ｗａｙ ｔｏ ｈｅｌｐ ｙｏｕ ｌｅａｒｎ ｉ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ｐｏｉｎｔ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ꎬ ｉｔ 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ｕｓｅｆｕｌ ｎｏｒ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ｊｕｓｔ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ｉｔ ａ
ｌｏｔ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ｙｏｕ ｕｓｅ ｉｔꎬ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ｉｔ Ｉｔ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Ｓｏ ｄｏｎｔ ｂｅ ａｆｒａｉｄ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３:Ｇｏｏｄ ｅｖｅｎｉｎｇꎬ Ｍｓ Ｗａｎｇ Ｉｍ ａｌｗａｙｓ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ｗｈｅｎ Ｉ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ａｔ ｓｈａｌｌ Ｉ ｄｏ?
Ｍｓ Ｗａｎｇ: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ａｄｖｉｃｅ ｉｓ: ｄｏ ｎｏｔ ｆｅｅｌ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ｗｈｉｌｅ ｙｏｕ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ｌａｘ Ｉｔ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Ｍ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ｄｖｉｃｅ ｉｓ: ｔｒｙ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ｏｕ ｌｉｓｔｅｎꎬ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ꎬ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ｕ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ｆ ｙｏｕ ｃａｎ Ｍｙ ｔｈｉｒｄ ａｄｖｉｃｅ ｉｓ: ｋｅｅ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Ｄｏｎｔ ｇｉｖｅ ｕｐ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ｙｏｕ ｌｉｓｔｅｎꎬ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ｙｏｕｌ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教学设计

课题

Ｈｏｗ ｃａｎ Ｉ ｌｅａ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ｅｔｔｅｒ?

教材内容

　 　 本单元是九年级的第一单元ꎬ话题为“语言学习”ꎬ内容包括描述英语学习方法、英语学习困难和改

进英语学习方法及途径的文段和语篇ꎮ 本课为本单元第 ４ 课的第一课时ꎬ主要内容为一段有关英语学

习的问题以及相应解决建议的听力对话材料ꎮ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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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
１ 通过听力活动ꎬ听懂关于学习困难及其解决措施的描述ꎮ
２ 理解词组(ｅｉｔｈｅｒｏｒꎬｎｅｉｔｈｅｒｎｏｒꎬｎｏｔ ｏｎｌ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的意义和用法并加以运用ꎮ
３ 结合本课所学内容ꎬ丰富自己有效开展英语学习的方法ꎮ

任务一:修改教学目标ꎮ

请对上述教学目标进行适当的修改ꎬ使其易操作、可达成ꎮ
(教学目标 １):　 １ 　
(教学目标 ２):　 ２ 　
(教学目标 ３):　 ３ 　

教学重点和难点

略

教学资源

课本、听力录音、演示文稿

教学过程(４５ 分钟)

教学环节 师生活动 设计意图 时间

Ｌｅａｄ ｉｎ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ｏ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ｙ?

引出 话 题: 英 语 学

习困难ꎮ
２

Ｐｒｅ￣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ｏ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激活学生对解决语

言学习困难的已有

知识和经验ꎮ
２

Ｗｈｉｌｅ￣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任务二:设计听力活动ꎮ

设计学生听录音所要完成的三个不同层次的

活动ꎬ并写明活动的意图及所需时间ꎮ
●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
(活动 １):　 ４ 　
●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
(活动 ２):　 ７ 　
●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
(活动 ３):　 １０ 　

５ 　

８ 　

１１ 　

６

９

１２

６３



Ｐｏｓｔ －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　 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ｇｒｏｕｐ ｗｏｒｋ)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ｏｃｕ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ｒ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任务三:设计产出活动ꎮ

请设计一个在上述教学活动基础上学生能够

运用所学语言做事情的活动ꎬ包括:活动的内

容、活动的方式、活动的时间、活动的指示语

和学习结果的评价ꎮ
(活动内容):１３ 　
(活动方式):１４ 　
(活动指示语):１５ 　
(学习结果评价):１６ 　

巩固对文章的理解ꎬ
训练语音、语调ꎮ
关注并体会语言在

语境中的用法ꎮ
语言内化活动ꎮ

４

６

１７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略

四、评价

评价项目 评价要点

教学目标
１ 符合课标要求和学生实际ꎮ
２ 科学、清晰、可操作、可检测ꎮ

教学过程

３ 突出学生的学习过程ꎬ体现教师的指导作用ꎮ
４ 教学活动紧密围绕教学目标展开ꎮ
５ 教学活动安排合理ꎬ有逻辑、有层次、有递进ꎮ
６ 教学活动能发展学生的语言技能并能引发学生思考ꎮ
７ 教学指令清晰ꎬ语言表述简洁ꎮ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展示的范围与形式

范围:初中英语课程的全部内容ꎻ初中各版本教材ꎮ
形式: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选择展示内容ꎮ 依据抽签确定的题目ꎬ教师进行微格教学与答

辩(２０ 分钟)ꎬ其中微格教学 １５ 分钟ꎬ回答评委问题 ５ 分钟ꎮ 教师按照规定的编写格式提供微格教学设计

展示稿ꎬ并使用计算机、数字投影仪、板书和自己准备的教具进行教学ꎮ

二、展示稿与展示要求

(一)展示稿要求

７３



课题名称: 教材版本:

教师姓名: 学校: 编号:

教师年龄: 教龄: 职称:

教学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要求:能够以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要求为指导思想ꎬ以教育学、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的相关理论

为依据ꎬ进行本节课的教学设计ꎮ

教学内容分析

要求:能够分析和阐明本节课所涉及的教学内容在初中阶段整体教学内容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前后知

识的衔接关系ꎮ

学生情况分析

要求:能够从学生的学习基础、认知特点、学习兴趣、学习习惯、个体差异等方面分析说明教学中可能遇

到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ꎮ

教学目标

要求:能够根据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和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ꎬ制定涵盖语言知识学习、语言技能培养、学
习策略发展、文化意识渗透和情感态度价值观形成等的多维教学目标ꎮ

教学重、难点

要求:能够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ꎮ

教学流程图

要求:能够以教学流程图的方式ꎬ呈现本节课的教学思路ꎮ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资源 设计意图

要求:能够阐释本教学设计的整体思路、各教学环节和过程的设计意图以及其在教学目标达成中的作

用ꎻ能够说明教学中所选择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和所使用的教学策略和教学资源ꎬ以及教学重点落实、教
学难点突破的方法及手段ꎻ能够描述教学过程中教师设计的活动、提出的问题、使用的媒体、呈现的板

书、实施的评价等ꎻ能够分析教学过程中可能的生成ꎬ说明应对的策略ꎮ

学习效果评价设计

要求:能够针对教学目标ꎬ面向全体学生ꎬ对本节课学生的学习效果做出多样化、可操作的评价ꎬ检测教

学目标的达成度ꎮ

教学设计的特点

要求:能够简要描述本教学设计的主要特点ꎬ自评教学设计的得失和创新ꎮ

　 　 (二)展示要求

１ 展示前ꎬ提交展示稿文本一式六份、电子版两份和教学课件电子版两份ꎻ提交的电子版文件分别保

存在两张光盘中ꎬ每张光盘上包含展示稿和教学课件各一份ꎮ
２ 展示前ꎬ用 ３ 分钟时间对所展示的微格教学进行简要说明ꎻ按照抽签确定的题目ꎬ用 １２ 分钟时间进

行微格教学展示ꎻ展示后ꎬ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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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语言要求:微格教学展示用英文ꎬ教学说明和答辩用中文ꎮ

三、评价

评价项目 评价要点

教学设计

展示稿

１ 格式规范ꎬ结构清晰ꎬ语言无误、简练ꎮ

２ 教学目标: 符合课标要求和学生实际ꎬ科学、清晰、可操作、可检测ꎮ

３ 教学内容: 科学处理教材内容ꎬ合理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ꎬ容量和难度适合学生水

平ꎮ

４ 教学过程: 符合语言学习规律ꎬ遵循交际性和实践性原则ꎮ

微格教学

展示过程

基
本
素
质

１ 教态: 精神饱满ꎬ自然亲切ꎮ

２ 语言: 正确清晰ꎬ简练流畅ꎬ符合学生语言水平ꎮ

３ 示范: 面向全体ꎬ清楚到位ꎬ关键环节有侧重ꎮ

４ 板书: 内容恰当ꎬ重点突出ꎬ书写正确规范ꎬ布局合理ꎬ与讲解结合恰当ꎮ

５ 资源: 有效整合多种教学资源ꎬ课件满足教学需求ꎬ具有示范性和互动性ꎮ

教
学
理
念
和
行
为

１ 关注学生: 创设语境ꎬ提供支架ꎬ反馈及时ꎬ激励评价ꎬ培养习惯ꎬ发展策略ꎬ促进

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ꎮ

２ 教学过程: 语言学习和实践过程清楚ꎬ紧密围绕教学目标展开ꎬ主线突出ꎬ安排

得当ꎬ环节清晰ꎬ层次分明ꎬ递进有效ꎬ密度适当ꎬ有思维含量ꎮ

３ 教学方法: 符合学情ꎬ灵活有效ꎬ活动适宜ꎬ训练充分ꎬ激发兴趣ꎬ调动参与ꎬ体现

语言的实践性和交际性ꎮ

４ 情境创设: 语境和任务的设计贴近学生生活、恰当合理ꎬ提问清晰简洁、启发思

维ꎮ

答辩过程 表达清楚ꎬ回答准确ꎬ简明扼要ꎬ观点明确ꎬ有理有据ꎮ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 ３０ 分

一、考试范围及要求

(一)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文件管理:文件夹管理ꎮ
(二)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０７ 办公软件的使用: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Ｗｏｒｄ 和 Ｅｘｃｅｌꎮ
(三)网络搜索、压缩文件并利用网络发送文件ꎮ

二、考试组织形式

(一)考试时间:４５ 分钟ꎮ
(二)考试方式:单人单机独立操作ꎮ

三、样题

请按以下要求完成上机操作任务:
９３



１ 打开桌面的“初中英语”文件夹ꎬ在其中建立一个新文件夹ꎬ并以“考号￣教师姓名”为名ꎮ
２ 打开“初中英语”文件夹中的“１ ｄｏｃ”文件ꎬ用 ｗｏｒｄ 软件完成以下操作:①将文章标题改为 Ａｒｉａｌ

Ｂｌａｃｋ 字体ꎬ四号字ꎬ居中ꎻ②将正文改为“首行缩进”格式ꎬ磅值为 ２ 字符ꎻ将正文改为 １ ５ 倍行距ꎻ③为文

中拼写出现错误的单词建立“批注”ꎬ将正确的拼写写在批注中ꎻ④将修改好的文件以“背景知识  ｄｏｃ”为
名ꎬ另存入任务 １ 所新建的文件夹中ꎮ

３ 打开“初中英语”文件夹中的“第二课时  ｐｐｔ”文件ꎬ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软件进行修改ꎬ完成以下操作:①
在首页上指定位置添加教师的考号ꎻ将标题居中放置在页面中间(左右距离相等)ꎬ并在标题正下方加一条

６ 磅的黄色线段ꎬ长度和标题一致ꎻ②将第 ２ 页上的文字放大至 ３２ 号字ꎬ并合理放置在第 ２ 页和第 ３ 页上ꎻ
③在最后一页演示文稿后添加一张新的幻灯片ꎬ标题栏键入文字“Ｗｈｏ ｉｓ ｈｅ?”ꎬ并改为 Ａｒｉａｌ Ｂｌａｃｋ 字体ꎬ４４
号字ꎬ黄色ꎻ将标题做一个指向以上新建文件夹中的 ｗｏｒｄ 文件“背景知识  ｄｏｃ”的链接ꎻ④将“初中英语”
文件夹中的图片“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 ｊｐｇ”粘贴到新添加的幻灯片上ꎻ对该图片进行“水平百叶窗”的动画设定ꎻ⑤在

新添加的幻灯片右上角放置一个喇叭的图标ꎬ并将图标做一个指向文件夹中的声音文件“命运交响曲

 ｍｐ３”的链接ꎬ单击鼠标时可以播放音乐ꎻ⑥将修改好的文件以“考号. ｐｐｔ”为名ꎬ另存入任务 １ 所新建的

文件夹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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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学科专业知识(约 １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初中物理学科专业知识的考查范围包括物理概念、规律和科学方法ꎬ物理思想发展史ꎬ物理知识在生

产、生活、其他学科及技术发展中的实际应用ꎮ 基本要求如下:

１ 能从较高层次(高中和普通物理学)理解和把握初中物理课程中涉及的物理学概念、规律和科学方

法ꎮ

２ 了解与初中物理课程相关的物理思想发展史ꎬ了解 ２１ 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新成果、新趋势ꎮ

３ 了解与初中物理课程相关的物理知识和方法在生产、生活、其他学科及技术发展中的实际应用ꎮ

二、题型

主要涉及简答题、计算题等题型ꎮ

三、样题

１ 简述对“惯性”概念的理解ꎮ

２ 某同学认为“破镜”之所以不能“重圆”是因为分子之间存在斥力ꎮ 请你判断该同学的解释是否正

确ꎮ 如果你认为该同学的解释正确ꎬ请说明理由ꎻ如果你认为该同学的解释不正确ꎬ请予以纠正ꎮ

３ 下表是某品牌电动自行车的一些主要技术参数ꎮ

最高车速 ≤３０ｋｍ / ｈ

整车质量 ４０ｋｇ

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 ３６Ｖ / １０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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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充电耗电量 ０ ６ｋＷ ｈ

充电时间 ８ｈ

一次充电连续行驶里程 ５０ｋｍ

电动机效率 ８０％

最大骑行噪声 ≤６２ｄＢ

　 　 请回答:

(１)技术参数表中“３６Ｖ / １０Ａｈ”表示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２)若质量是 ７０ｋｇ 的人骑该电动自行车在水平路面上以 ６ｍ / ｓ 的速度匀速行驶时ꎬ受到的阻力是人与

车总重的 ０ ０２ 倍ꎬ取 ｇ ＝ １０Ｎ / ｋｇꎮ 求:行驶 ２０ｍｉｎꎬ电动机对自行车做的功和通过电动机线圈的电流ꎮ

(３)在交通运输中ꎬ常用“客运效率”来反映交通工具的某项效能ꎬ“客运效率”表示每消耗单位能量对

应的载客数和运送路程的乘积ꎬ即客运效率 ＝ 人数 × 路程 /消耗能量ꎮ 一个人骑电动自行车ꎬ消耗 １ＭＪ

(１０６Ｊ)的能量可行驶 ３０ｋｍꎬ一辆载有 ４ 人的普通轿车ꎬ消耗 ３２０ＭＪ 的能量可行驶 １００ｋｍꎬ则电动自行车与

这辆轿车的客运效率之比是多少?

第三部分:课程知识(约 １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初中物理课程知识考查的范围包括初中物理课程和物理教材两部分内容ꎮ 基本要求如下:

１ 理解初中物理课程的性质、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ꎮ

２ 理解«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的教学建议、评价建议和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建

议ꎮ

３ 理解所使用教材的基本框架、编写特点和主要内容ꎬ并能依据«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

版)»分析和认识所使用教材的优点与不足ꎮ

二、题型

主要涉及填空题、简答题等题型

三、样题

　 　 １ «九年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明确提出了对科学探究七个要素的能力要求ꎬ请写出

“猜想假设”的能力要求ꎮ

　 　 ２ 简述«九年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提出的课程基本理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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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教学知识(约 １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初中物理学科教学知识的考查范围包括初中学生认知特点、指导初中学生学习物理的基本方法、有效

教学的基本策略ꎮ 基本要求如下:

　 　 １ 理解初中学生物理学习的认知特点ꎬ了解并能分析初中学生常见的物理学习困难ꎮ

　 　 ２ 会利用实验室中的器材和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设计«九年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所规

定的二十个学生必做实验ꎬ会基于实验现象和数据得出实验结论ꎮ 会指导初中学生进行实验探究ꎮ

　 　 ３ 掌握初中物理课程资源开发与应用的主要方法与策略ꎮ

　 　 ４ 掌握组织初中物理有效教学的基本方法与策略ꎮ

二、题型

主要涉及简答题、实验题等题型ꎮ

三、样题

　 　 １ 请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ꎬ列举初中学生常见的物理学习困难ꎬ并简述针对性的教学策略ꎮ

　 　 ２ 测量电阻所用伏特表内阻为 ５０００Ωꎬ安培表内阻为 ０ ５Ωꎬ现有一阻值约为 １０Ω 的电阻 Ｒ Ｘꎬ为使其

电阻的测量值更接近真实值ꎬ请你设计一个实验方案ꎬ并画出电路图ꎮ

　 　 ３ 小鹏利用滑轮组及相关的器材进行实验ꎬ记录的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ꎮ 请根据表中数据归纳出拉

力 Ｆ 与重力 Ｇ 的关系:Ｆ ＝ ꎮ

Ｇ / Ｎ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Ｆ / Ｎ ０ ９ １ ３ １ ７ ２ １ ２ ５ ２ ９ ３ ３

第五部分: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约 ６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初中物理学科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的范围ꎬ包括初中物理课程的全部内容ꎮ 基本要求如

下:

能根据提供的教学任务和要求进行一课时的教学设计ꎮ 能根据要求对提供的教学案例或片段ꎬ进行

评价和改进ꎮ 能根据要求对提供的学生作业进行评价和反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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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型

主要涉及简答题、教学设计题等题型ꎮ

三、样题

１ 播放«摩擦力»一课的教学视频片段(样题中没有呈现)ꎬ请根据教学片段回答下列问题:

(１)这个教学片段中哪些教学策略比较有效? 请列举至少三个ꎬ并简要陈述理由ꎮ

(２)这个教学片段中有哪些缺点和不足? 请列举至少三个ꎬ并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ꎮ

２ 小华同学为了探究“摩擦力的大小跟接触面粗糙程度的关系”ꎬ

利用如图所示的斜面、木块进行实验ꎮ 他首先让木块从斜面上下滑ꎬ滑

至水平木板上ꎬ他发现木块滑行距离较长ꎮ 他在水平木板上铺上毛巾ꎬ

再让木块从斜面的相同高度下滑ꎬ滑至毛巾上ꎬ他发现滑行距离较短ꎮ

于是他归纳出结论:接触面越粗糙摩擦力越大ꎮ

请你对小华的探究进行评价ꎬ并提供纠正性反馈ꎮ

３ 撰写教学设计

内容:大气压强(包括大气压强的存在和大气压的测量)

课程标准的要求:知道大气压强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ꎮ

请根据以上内容ꎬ按照如下体例撰写一节课的教学设计ꎮ
一、指导思想

二、教学内容分析

三、学生情况分析

四、教学目标及重、难点设计

五、教学资源

六、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七、学习效果评价设计

物理学科教学设计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评分要点

教学背景分析及

目标

(１)能体现出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ꎬ并对本节教学内容具有适切性

(２)教学内容的功能与价值分析全面、准确

(３)学生情况的分析具体、符合实际

(４)教学目标设计与以上分析一致

(５)教学重、难点制定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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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６)教学内容选取深广度适宜、符合教学目标

(７)教学环节条理清晰、符合学生认知发展

(８)教学活动方式适宜、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９)情景素材使用恰当、充分发挥其功能

(１０)设计意图描述准确、与目标和过程一致

教学评价
(１１)采用适宜的评价方式

(１２)评价内容具体、准确、与教学目标一致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内容与形式

微格教学展示的内容范围是:初中物理课程内容(主要参考人教版和京版教材)ꎮ
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选择展示内容ꎮ 教师依据确定的题目进行微格教学与答辩(２０ 分

钟)ꎬ其中微格教学展示 １５ 分钟ꎬ回答评委问题 ５ 分钟ꎮ
要求教师按照学科制定的编写格式提供微格教学展示设计稿ꎬ并使用计算机、数字投影仪、板书和物

理实验等手段和工具进行教学ꎮ

二、样题

从«动能和势能»一节中选择一个片段ꎬ自定题目ꎬ撰写教学设计ꎬ并进行展示和答辩ꎮ
答辩参考问题:
１ 机械能守恒的条件是什么? 列举机械能守恒的实例ꎬ并进行解释ꎮ
２ 本片段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点是什么? 写出你的根据和理由ꎮ

三、微格教学展示设计稿的编写格式及要求

１ 编写格式

教学设计稿中应包括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分析、学生情况分析、教学目标及重难点、教学资源、教
学过程等内容ꎮ 具体可参考以下体例:

课题名称: 主要参考教材版本:

教师姓名: 学校: 编号:

教师年龄: 教龄: 职称:

教学指导思想

教学内容分析

学生情况分析

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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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

教学流程图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２ 编写要求

教学设计文本作为教师微格教学展示与评委评价的重要参考ꎬ不仅内容要求完整ꎬ而且文字表述应尽

可能简明、清晰ꎮ 具体要求是:
(１)教学指导思想

简要、清晰地表达本节课中这个教学片段的指导思想ꎬ并能说明与本节课(单元)教学内容的必然联

系ꎮ
(２)教学内容分析

简要、清晰地说明这个教学片段教学内容在教材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ꎮ
(３)学生情况分析

深入、具体地说明所教学生的已有认识和认知特点ꎮ
(４)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能结合具体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ꎬ提出本节课(单元)的教学目标及教学重点、难点ꎬ并简要、清晰地说

明是如何确定的ꎮ
(５)教学资源

准确描述本节课所使用的教具、实验器材、多媒体资源等ꎮ
(６)教学过程(重点)
简明描述教学全过程(附教学流程图):说明各教学环节的设计意图及各个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ꎻ说明

教学资源的选择与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的关系ꎻ说明关注学生概念形成的教学策略和学生思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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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轨迹ꎻ说明科学探究活动的详细过程和实施要点ꎻ说明教学过程中可能的生成问题及应对策略ꎻ说明

本节课(单元)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设计等ꎮ

四、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主要内容

教学设计 格式规范ꎻ内容编写符合基本要求ꎬ结构清晰ꎬ各部分协调一致

教学过程

基
本
素
质

教态:亲切、自然、仪表端正、举止文明、情绪饱满

语言:准确简洁、富有启发性

实验操作熟练规范、实验现象明显

板书:文字规范、字体工整

信息技术使用:媒体选择合理、操作熟练、具有互动性

教
学
目
标
和
内
容

教学目标全面、适合学生认知发展ꎬ阶段性目标明确ꎻ教学目标能基本达成

教学内容联系实际ꎬ联系学生已有生活经验

教学内容深广度适宜、容量适当、组织有序

教
学
活
动

开发和利用丰富、适宜的课程资源创设有价值的问题情境

教学环节条理清晰、过渡自然ꎬ符合学生认识发展过程

教学活动适宜、多样ꎬ有助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围绕教学目标ꎬ设计与学生实际水平相符的实验探究活动ꎬ实验探究过程规范、有
示范性

针对学生活动ꎬ制定了系统的指导策略ꎮ 指导富有启发性ꎬ铺垫合理ꎬ变式充分

答辩过程 表达清楚、回答正确、简明扼要、有理有据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１ 会 Ｗｉｎｄｏｗｓ 文件管理中的文件及文件夹的基本操作ꎬ会使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中的绘图软件进行简单的图

像处理(也可使用其他绘图软件)ꎮ
２ 会 Ｗｏｒｄ 办公软件的基本操作ꎬ能熟练使用 Ｗｏｒｄ 编写教学设计、学案、实验报告等文本文件ꎮ
３ 会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办公软件的基本操作ꎬ会用相关工具软件剪裁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素材ꎬ能利用

提供的文字、表格、图片、音频、视频、课件等多媒体素材制作一份符合教学要求的 ＰＰＴ 课件ꎮ
４ 会 Ｅｘｃｅｌ 办公软件的基本操作ꎬ能熟练使用 Ｅｘｃｅｌ 处理实验数据ꎮ
５ 会用至少两种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针对性反馈信息ꎬ如利用实物投影仪展示作业为学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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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性反馈信息ꎬ用 Ｅｘｃｅｌ(或其他自动阅卷系统)管理分析学生测验成绩ꎬ为教和学及时提供针对性反馈

信息ꎮ
６ 会用一种工具软件(几何画板、仿真物理实验室、ＦＬＡＳＨ 等)制作简单课件ꎮ

二、组织形式

１ 单人单机独立操作ꎮ
２ 每台计算机上贴测试号ꎬ与参赛教师考号一致ꎮ
３ 考核时间共 ４５ 分钟ꎮ

三、样题

请按以下要求完成上机操作任务:
１ 打开桌面的“初中物理”文件夹ꎬ在其中建立 １ 个新文件夹ꎬ并以“考号”为名ꎮ
２ 打开“初中物理”文件夹中的“物理实验. ｊｐｇ”图片ꎬ用“画图”软件进行修改ꎬ完成以下操作:①擦除

该图周围的污点ꎻ②将模糊不清的线条描画清晰ꎻ③在该图中指定位置添加指定大小和字体的图字ꎻ④将

修改好的图片以“考号. ｊｐｇ”为名ꎬ另存入以上新建文件夹中ꎮ
３ 打开“初中物理”文件夹中的“物理实验  ｄｏｃ”文件ꎬ用 ｗｏｒｄ 软件进行修改ꎬ完成以下操作:①在指

定位置插入以上修改后的图片ꎻ②将该图片缩放到指定尺寸ꎻ③在该图下方加上图名称和物理公式ꎻ④将

修改好的文件以“考号  ｄｏｃ”为名ꎬ另存入以上新建文件夹中ꎮ
４ 打开“初中物理”文件夹中的“物理实验  ｐｐｔ”文件ꎬ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软件进行修改ꎬ完成以下操作:①

将以上修改后的图片插入指定装置ꎻ②将该图片缩放到指定尺寸ꎻ③在该图下方加上图名称ꎻ④对该图片

进行指定方式的动画设定ꎻ⑤将修改好的文件以“考号  ｐｐｔ”为名ꎬ另存入以上新建文件夹中ꎮ
５ 打开“初中物理”文件夹中的“初中物理成绩  ｘｌｓ”文件ꎬ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修改ꎬ完成以下操作:①

将以上数据进行排序ꎻ②绘制出柱状图ꎻ③将修改好的文件以“考号  ｘｌｓ”为名ꎬ另存入以上新建文件夹中ꎮ
６ 请把下表实验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 中ꎬ根据表中实验数据拟合出 ｓ － ｔ 图像ꎬ写出函数表达式ꎮ

物体运动时间 ｔ / ｓ ０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０ １６ ０ ２ ０ ２４

物体到点 ０ 距离 ｓ / ｍ ０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４８６ ０ ０９５６ ０ １５８９ ０ ２３６６ ０ ３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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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化学专业知识(约 ２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了解与初中化学课程相关的物质结构、反应原理、无机元素及化合物、有机化学、实验技术与生活等

领域的基本内容ꎮ
主要范围包括:九年级化学人教版、北京版教科书(上、下册)ꎬ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民教

育出版社)———化学 １、化学 ２ꎮ

二、题型

主要包括选择、填空、绘图(包括实验装置简图和知识结构图等)、简答等题型ꎮ

三、样题

　 　 １ 选择题

下列物质中ꎬ不属于
∙∙∙

电解质的是(　 　 )
Ａ 蔗糖 Ｂ 氯化钠 Ｃ 氢氧化钠 Ｄ 稀硫酸

　 　 ２ 填空题

催化剂与化学反应速率及化学反应限度的关系是 ꎻ写出 ３ 个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

因素 、 、 ꎮ
　 　 ３ 绘图题

请用“→”表示方框内铁及其化合物之间的转化关系ꎬ并注明反应所需的物质和条件:

Ｆｅ

ＦｅＯ ＦｅＣｌ２ Ｆｅ(ＯＨ) ２

Ｆｅ２Ｏ３ ＦｅＣｌ３ Ｆｅ(Ｏ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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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简答题

请应用化学键理论解释水通电分解成氢气和氧气的过程ꎮ

第三部分:化学课程知识(约 ２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全面、整体地认识和理解基础教育化学课程(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课程性质、基本理念、

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和实施建议ꎮ
主要范围包括:«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ꎻ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中的课程性质、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ꎮ

二、题型

主要包括选择、填空、简答等题型ꎮ

三、样题

　 　 １ 选择题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对认知性学习目标水平的部分描述如下ꎬ其中符合从低到高顺

序的是(　 　 )
Ａ 知道、懂得、认识 Ｂ 记住、识别、解释

Ｃ 区分、识别、找到 Ｄ 能表示、说出、简单计算

　 　 ２ 填空题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的一级主题“物质构成的奥秘”ꎬ包括的 ４ 个二级主题分别

是 、 、 、 ꎻ与义务教育阶段相比ꎬ高中必修课程中关于物质结构要求的

深化和发展有 (举 １ 例即可)ꎮ

　 　 ３ 简答题

(１)«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与«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相比ꎬ“教学

建议”部分做了较大程度的修订ꎬ请举 １ 例说明该部分有哪些变化?
(２)«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在教学建议中提到“整体规划教学目标”ꎬ请以“酸”的教学

为例说明如何体现教学目标的整体设计和规划?

第四部分:化学教学与教育测量知识(约 １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了解初中学生化学学习的认知规律和基本教学策略ꎻ了解初中学生化学学习评价与测量的主要类型、

特点及应用方式ꎮ
０５



主要范围包括:«北京市第二届初中教师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培训指南»中的教育教学相关理论、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的评价建议、«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考试说明

(化学)»等ꎮ

二、题型

主要包括填空、简答等题型ꎮ

三、样题

　 　 １ 填空题

有关物质性质的探究是初中化学教学的重点ꎮ 二氧化碳化学性质和金属化学性质的实验探究活动ꎬ
在设计方案方面的显著不同是 ꎮ
　 　 ２ 简答题

制取二氧化碳的实验后ꎬ对回收的盐酸和氯化钙混合溶液进行了

以下实验:取 ４０ ｍＬ 该溶液于烧杯中ꎬ向其中滴入 ４０ ｇ 溶质质量分数为

１３ ８％的碳酸钾溶液ꎮ 滴入碳酸钾溶液质量与生成沉淀质量的关系如

图所示ꎮ 求:(１)所取 ４０ ｍＬ 溶液中 ＨＣｌ 和 ＣａＣｌ２ 的质量ꎮ (２)实验结

束后ꎬ若将烧杯中的物质蒸干ꎬ得到固体的质量ꎮ
以上题目是一道综合计算题ꎬ您认为该题的考查内容和难度是否符合初中化学教学要求? 简要陈述

理由ꎮ

第五部分:教学案例评析与撰写教学设计(约 ４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了解化学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ꎻ能对提供的教学案例或片段ꎬ依据具体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ꎮ 能

从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分析、学生情况分析、教学目标及重难点、教学过程、学习效果评价和教学设计

特色等几方面进行 １ 课时的教学设计ꎮ
主要范围包括:初中化学课程的全部内容ꎮ

二、题型

主要包括教学案例评析、撰写教学设计等题型ꎮ

三、样题

１ 教学案例评析(约 １０ 分)
以下是某教师设计的«元素»一课的主要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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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活动

从生活中人们常说的

“元素” 引入课题

↓

物质世界是由什么组

成的呢?

根据“水是由氢气元

素和氧元素组成” 的

结论ꎬ 请 同 学 展 示

“我 最 感 兴 趣 的 元

素”

↓

究竟什么是元素?
展示:古人、近代科学

家对元素概念的探索

过程 ( 包 括 五 行 学

说、四元素学说、近代

化学元素概念等)

↓

现代化学元素概念是

如何建立的?

↓

↓

　 　 　 　 　 学生活动

观察讨论:音乐简谱、英文单词的组合特点ꎬ
感受“元素” 在生活中的意义

↓

思考并回答:元素、原
子、分子等

↓

学生展示:我最感兴趣的元素

(课前布置了作业)

↓

聆听ꎬ思考:人们对于元素

概念的探索过程

↓

学生讨论:观察所列举的分子模型

中都含有哪些相同的原子ꎬ初步理

解近代化学元素的概念

↓

学生小组活动:
(１) 用原子结构的知识分析同种原子中各粒子数量的特点

(２) 根据所给的几种粒子结构的数据资料(氢、碳的同位

素ꎬ钠原子与钠离子等)ꎬ填写并观察同种元素的原子或离

子中各粒子数量关系的特点ꎬ并得出相关的结论

↓

↓
师生共同得出:现代化学元素的概念

学生讨论:
(１) 波义尔的说法是否正确

(２) 元素组成物质的方式

↓

１００ 多种元素组成了

数以千万种物质ꎬ我

们以氧元素为例体验

元素在物质世界转化

中的特点

↓
观察、归纳:观察并体会元素在化学变

化中是存在方式的改变而元素的种类

没有发生改变

↓

请回答:
(１)上述“元素”一课有哪些教育教学功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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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概念教学的基本环节包括什么? 该案例中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展示最感兴趣的元素”属于概念教

学中的哪个环节ꎬ该活动的教学意图和功能是什么?
２ 撰写教学设计(约 ３０ 分)
内容:氧气的实验室制法(第 １ 课时)
参考本区(县)使用的教科书ꎬ按照如下体例撰写 １ 课时教学设计(教学时长约为 ４５ 分钟)ꎬ要求 ８００

字以上ꎮ

主要参考的教科书版本:
一、教学指导思想

二、教学内容分析

三、学生情况分析

四、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五、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六、学习效果评价

七、教学设计特色

化学学科教学设计评价参考标准(３０ 分)

评价项目 评分要点

得分

符合 基本符合
基本

不符合

本项

合计

教学背景分析

及目标设计

(１０ 分)

(１)指导思想符合课程实施理念及

教学实际
２ １ ０

(２)教学内容功能与价值分析全面、
准确

２ １ ０

(３)学生情况分析关注认识发展、符
合实际

２ １ ０

(４)教学目标设计与以上分析一致 ２ １ ０

(５)教学重、难点制定准确 ２ １ ０

教学过程设计

(１２ 分)

(６)教学内容选取深广度适宜、符合

教学目标
２ １ ０

(７)教学环节条理清晰、符合学生认

识发展
２ １ ０

(８)教师活动适宜ꎬ能清晰地描述出

教师的主导作用
３ ２ １

(９)学生活动明确、具体ꎬ突出学生

主体
３ ２ １

(１０)设计意图描述准确、与目标和

过程一致
２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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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设计

(４ 分)

(１１)采用适宜的评价方式 ２ １ ０

(１２)评价内容具体、准确、与教学目

标一致
２ １ ０

教学设计特色

(４ 分)

(１３)教学设计有创新点 ２ １ ０

(１４)对特色的描述客观、准确 ２ １ ０

总分

简评

第二项:微格教学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内容与形式

内容范围:初中化学课程内容(主要参考人教版和北京版教科书)ꎮ
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确定课题ꎬ再从课题中选择适合 １５ 分钟内完成的教学内容ꎬ进行微

格教学与答辩(２０ 分钟)ꎮ 其中ꎬ微格教学 １５ 分钟ꎬ回答评委问题 ５ 分钟ꎮ
教师按照要求的编写格式提供确定课题的 １ 课时(４５ 分钟)教学设计稿ꎬ详细阐述微格教学部分(１５

分钟)的教学过程ꎻ使用计算机、数字投影仪、板书和化学实验等手段和工具进行教学ꎬ现场至少演示 １ 个

化学实验ꎮ

二、样题

课题:«空气第 １ 课时———空气的组成»
答辩参考问题(与本课题内容相关):
１ 拉瓦锡的空气中氧气含量测定实验ꎬ对教学有哪些启示和影响?
２ 本片段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点是什么? 并加以分析和说明ꎮ

三、教学设计稿的编写格式及要求

１ 编写格式

教学设计稿中应包括本课题的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分析、学生情况分析、教学目标及重难点、教学

流程图、教学过程、学习效果评价设计、教学设计特色等内容ꎮ 具体可参考以下体例:

课题: 主要参考教科书版本:

教师姓名: 学校: 编号:

教师年龄: 教龄: 职称:

教学指导思想

教学内容分析

学生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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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教学流程图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及时长(分)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请注明微格教学部分)

学习效果评价设计

教学设计特色

　 　 ２ 编写要求

教学设计稿作为教师微格教学与评委评价的重要参考ꎬ不仅内容要求完整ꎬ而且文字表述应尽可能简

明、清晰ꎮ 具体要求是:
(１)教学指导思想

简要、清晰地表达本课时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ꎬ突出义务教育化学课程的理念、目标和基本特点ꎮ
(２)教学内容分析

简要、清晰地说明本课时教学内容在课程标准、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ꎮ 能从促进化学认识发展ꎬ体验

科学研究过程和方法ꎬ加强与社会、技术、环境联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ꎮ
(３)学生情况分析

深入、具体地说明所教学生的已有认识和认知特点ꎮ 能从促进学生化学认识发展的角度分析学生已

有认识基础、发展空间及学习障碍ꎮ
(４)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能在以上教学内容与学生情况等分析基础上ꎬ提出本课时的教学目标及教学重点、难点ꎬ并简要、清晰

地说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基本教学策略ꎮ
(５)教学流程图及教学过程(重点)
通过绘制教学流程图ꎬ简明描述本课题的教学全过程ꎬ突出各教学环节的设计及环节之间的逻辑关

系ꎮ 用表格方式描述教学过程中的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及设计意图ꎮ 在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中ꎬ应说明详

细过程和实施要点ꎬ最好分别标注出表示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的有关动词ꎻ说明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

对策略ꎮ 在设计意图中ꎬ应说明教学活动、资源的选择与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的关系ꎻ说明关注学

生方法、观念形成的教学策略和学生认识发展的轨迹ꎮ 请用不同字体或颜色标明微格教学部分的教学过

程和主要活动ꎬ并注明时长ꎮ
(６)学习效果评价设计

说明本节课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设计ꎬ包括评价方式及主要评价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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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教学设计特色

简明描述本课时教学设计的突出特点ꎬ即与以往的教学设计明显不同的方面ꎬ并说明设计的意图ꎮ 重

点阐述微格教学部分的设计特点ꎮ

四、微格教学与答辩评价参考标准

评价

项目
分值 主要内容

等级

Ａ Ｂ Ｃ
本项

合计

教学

设计
３０ (评价标准见前笔试部分) ３０ ２５ ２０

教学

基本

技能

２０

教态:自然亲切、仪表端庄、富有激情ꎬ语言准确、清晰 ５ ４ ３

演示实验:仪器药品选用合理、操作规范、现象明显 ５ ４ ３

板书:文字规范、字体工整 ５ ４ ３

信息技术使用:图文并茂、美观简捷、结构合理、操作熟练、具
有互动性

５ ４ ３

教学

实施

效果

４０

创设问题情境: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ꎬ并能引发学生思考 １０ ８ ６

组织教学活动:能把控适宜的教学节奏ꎬ有效应对教学过程中

的各类问题ꎬ教学过程流畅、自然ꎬ能基本体现教学设计中的

思想和过程

１０ ８ ６

课堂教学评价及反馈:能及时了解、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ꎬ并
进行有效反馈

１０ ８ ６

教学效果:能落实主要的知识与技能、能归纳出核心思想和方

法、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化学基本观念和科学态度
１０ ８ ６

答辩

过程
１０ 回答准确、表达清楚、简明扼要 １０ ８ ６

总分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１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文件管理:主要是文件夹管理ꎮ
２ 绘图软件的简单使用: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系统中的“画图”软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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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０３ 办公软件的使用:主要是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Ｗｏｒｄ 和 Ｅｘｃｅｌꎮ
４ 网络搜索、压缩文件并利用网络发送文件ꎮ

二、组织形式

１ 单人单机独立操作ꎮ
２ 每台计算机上贴测试号ꎬ与参赛教师考号一致ꎮ
３ 考核时间共 ４５ 分钟ꎮ

三、样题

请按以下要求完成上机操作任务:
　 　 １ 打开桌面的“初中化学”文件夹ꎬ在其中建立 １ 个新文件夹ꎬ并以“个人编码”为名ꎮ
　 　 ２ 打开“初中化学”文件夹中的“化学实验. ｊｐｇ”图片ꎬ用“画图”软件进行修改ꎬ完成以下操作:①擦除

该图周围的污点ꎻ②将模糊不清的线条描画清晰ꎻ③在该图中指定位置添加指定大小和字体的图字ꎻ④将

修改好的图片以“个人编码. ｊｐｇ”为名ꎬ另存入以上新建文件夹中ꎮ
　 　 ３ 打开“初中化学”文件夹中的“化学实验  ｄｏｃ”文件ꎬ用 Ｗｏｒｄ 软件进行修改ꎬ完成以下操作:①在指

定位置插入以上修改后的图片ꎻ②将该图片缩放到指定尺寸ꎻ③在该图下方加上图名称和化学方程式ꎻ④
将修改好的文件以“个人编码  ｄｏｃ”为名ꎬ另存入以上新建文件夹中ꎮ
　 　 ４ 打开“初中化学”文件夹中的“化学实验  ｐｐｔ”文件ꎬ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软件进行修改ꎬ完成以下操作:①
将以上修改后的图片插入指定装置ꎻ②将该图片缩放到指定尺寸ꎻ③在该图下方加上图片名称ꎻ④对该图

片进行指定方式的动画设定ꎻ⑤将“初中化学”文件夹中的“化学实验  ｍｐｇ”视频文件插入另一页ꎬ并设定

为自动播放ꎻ⑥将修改好的文件以“个人编码  ｐｐｔ”为名ꎬ另存入以上新建文件夹中ꎮ
　 　 ５ 打开“初中化学”文件夹中的“初中化学成绩  ｘｌｓ”文件ꎬ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修改ꎬ完成以下操作:①
将以上数据进行排序ꎻ②绘制出柱状图ꎻ③将修改好的文件以“个人编码  ｘｌｓ”为名ꎬ另存入以上新建文件

夹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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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课程知识(约 １５ 分)

一、要求与范围

准确理解并表述«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的课程设计思路、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

目标等内容ꎬ关注与«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相应内容的比较与衔接ꎻ准确把握 １０ 个一级主题及

其逻辑关系ꎻ深入理解 １０ 个主题的教学内容及 ５０ 条重要概念ꎬ并能以恰当的方式呈现和正确传递生物学

重要概念ꎮ

二、题型: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等ꎮ

三、样题

　 　 １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ꎬ下列行为动词均用来描述知识性目标的是(　 　 )
Ａ 了解、理解、掌握 Ｂ 描述、解释、评价

Ｃ 识别、模仿、概述 Ｄ 拒绝、运用、阐明

　 　 ２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的性质是 ꎮ
　 　 ３ 请写出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的理念ꎬ并分别举例说明如何在教学中落实这些理念?
　 　 ４ 依据«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四、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的具体内容标准ꎬ以层

级方式梳理这一主题的重要概念ꎮ

第三部分:学科知识(约 ２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熟悉北京版、人教版或北师大版初中生物学教科书涉及的科学探究、生物与环境、人的生理与健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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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形态与功能、植物的形态与功能、遗传变异与进化、动物行为等知识ꎬ以及普通高中生物学科相应知识

的扩展与深化ꎻ掌握上述内容所涉及的重要概念、生物学基本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ꎻ熟悉生物科学史中重

要理论发现过程的经典实验研究ꎬ关注生物学科的研究热点、发展动态和前沿ꎮ

二、题型:选择题、填空题、匹配题等ꎮ

三、样题

　 　 １ 下图表示制作洋葱表皮临时装片的各个步骤ꎬ其操作顺序正确的是(　 　 )

　 　 Ａ ①②③④ Ｂ ③④①② Ｃ ③④②① Ｄ ④②①③
　 　 ２ 在下列四种遗传病的系谱图中ꎬ能够排除伴性遗传的是(　 　 )

　 　 Ａ ① Ｂ ④ Ｃ ①③ Ｄ ②④
　 　 ３ 下面左侧列出的是生物类群ꎬ右侧列出的是各类群的主要特征ꎮ 请将右侧字母按照正确的对应关

系填写在左侧括号中ꎮ
(　 　 )真菌 Ａ 由单细胞构成ꎬ细胞内没有成形的细胞核

(　 　 )藻类 Ｂ 具有根、茎、叶ꎬ体内有输导组织和机械组织

(　 　 )苔藓 Ｃ 自养的真核生物ꎬ没有根、茎、叶等器官的分化

(　 　 )蕨类 Ｄ 有假根ꎬ茎和叶内没有输导组织和机械组织

(　 　 )细菌 Ｅ 细胞内有细胞核ꎬ营腐生生活或寄生生活

　 　 ４ 研究人员用某植物种子做实验ꎮ 取若干粒饱满的种子浸泡后ꎬ平均分成 ８ 组ꎬ分别放在垫有潮湿吸

水纸的培养皿中ꎬ并将它们置于不同温度环境下(其它条件适宜)培养ꎮ 一周后观察种子发芽情况ꎬ统计结

果如下表ꎮ

培养皿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温度(℃) １０ １２ １６ ２３ ３４ ４１ ４６ ４８

发芽率(％ ) ０ ６ ６０ ８４ ８８ ８２ ５２ ６

　 　 请回答问题:
(１)表中数据显示ꎬ温度在 ℃ 范围内ꎬ 随温度增加ꎬ 发芽率逐渐增高ꎮ 当温度超过

℃ꎬ随温度增加ꎬ发芽率逐渐降低ꎮ
(２)该实验结果说明 是种子萌发的必需条件ꎮ
(３)根据实验数据ꎬ在下面的坐标图中画出发芽率与温度关系的曲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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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 ｂ ｃ ｄ ｅ

　 　 ５ 下图 ａ ~ ｅ 为某植物细胞有丝分裂的分裂期的照片ꎮ

　 　 请回答问题:

(１)在一个细胞周期中ꎬ上面各图的排序是 (填字母)ꎮ

(２)已知该植物体细胞有 ２Ｎ 条染色体ꎬ则 ａ 中有 条染色体ꎬ 条染色单体ꎮ

(３)秋水仙素能够诱导形成多倍体ꎬ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图 (填字母)所示的分裂时期ꎮ

(４)与动物细胞相比ꎬ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在 ｅ 时期形成 ꎮ

第四部分:教育教学、评价的知识与技能(约 ２５ 分)

一、要求与范围

熟悉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的学习认知规律和主要教学策略ꎻ准确理解并表述«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

准(２０１１ 年版)»的教学建议、评价建议、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北京市第二届初中教师基本功培训与

展示活动培训指南»相关内容ꎻ能引导并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ꎬ关注重要概念的学习和生物学科史的

学习ꎬ落实 ＳＴＳ 教育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单元、课时、片段的教学设计与评价ꎻ能以课堂检测、观

察和记录学生行为变化、课堂诊断等多种可行的形式评价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效果ꎮ

二、题型:简答题等

三、样题

　 　 １ 以下内容为某教师以“绿色植物对有机物的利用”为课题的教学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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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学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时

间

环节一

创 设 情

境ꎬ引出

主题

回忆:
绿 色 植

物 通 过

光 合 作

用 制 造

有机物ꎮ

提问:
制造这么多有机物有什么用呢?
板书:
第二节绿色植物对有机物的利用

一、有机物的作用

笔记 引出本节课内容ꎮ

环节二

以 旧 带

新ꎬ举例

说明

新课:
有 机 物

用 来 构

建 植 物

体ꎮ

从细胞水平看ꎬ引导学生回忆:
细胞中有哪些有机物?
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

学生思考并回答

问题ꎮ

通过展示细胞结构与成

分间关系ꎬ说明有机物

是细胞的重要成分ꎮ
从器官水平看ꎬ从植物体水平

看
由此可见ꎬ有机物有什么用呢?
板书:１ 构建植物体

倾听
从微观到宏观ꎬ举例说

明

３

环节三

观 察 实

验ꎬ解决

问题

过渡:
提问:
植物体内的有机物还有什么用

途?
承上启下

演示 １
介绍试纸、石灰水ꎻ
演示:石灰水使试纸变红ꎻ
介绍:检测二氧化碳的方法

倾听、观察ꎻ
请学生代表吹气:
◆使变红的试纸

褪色

◆使澄清的石灰

水变混浊

为后面的实验现象分析

打基础

３

演示 ２
种 子 燃

烧

演示种子燃烧及相关实验 (视

频):
１ 使水升温

２ 放入密闭瓶中ꎬ火焰熄灭

３ 使变红试纸褪色ꎻ
并提出问题:
１ 种子可以燃烧ꎬ说明什么?
２ 实验现象ꎬ说明什么?

观察实验、思考并

回答问题ꎮ

进一步说明种子中含有

有机物ꎬ储存着能量ꎬ通
过燃烧使化学能转变成

光能和热能ꎻ
强调燃烧需要有机物、
氧气ꎬ生成二氧化碳ꎻ
为后面演示实验的现象

分析打下基础ꎮ

５

过渡:
３ 植物体内是否发生类似有机物

燃烧释放能量的过程?
４ 植物细胞的生活需要能量吗?
能量从哪儿来? (有机物真的能

为植物细胞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

吗?)

思考 承上启下

１６



演示 ３
萌 发 种

子 的 呼

吸现象

组织学生观察演示实验并思考:
１ 哪个保温瓶里装的是正在萌发

的种子? 为什么?
２ 为什么煮熟种子后要冷却至室温?
３ 能量的去向和来源?
板书:
２ 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通过

呼吸作用

过渡:
萌发种子的呼吸作用也会像燃烧

那样需要氧气ꎬ产生二氧化碳吗?

兴趣小组学生讲

述并演示实验ꎬ其
他学生观察实验、
思考并回答问题ꎮ

第一组:萌发的种

子释放能量ꎮ

４ 为什么要用甲、乙两瓶种子?
５ 为什么强调“等量”的种子?
６ 为什么要将甲、乙两瓶放到温

暖的地方?

第二组:种子在萌

发过程中消耗了

氧气ꎮ

分析:
为什么要用萌发的种子作为实验

材料?

第三组:种子在萌

发过程中产生二

氧化碳ꎮ

由部分学生(兴趣小组)
课前参与实验准备ꎬ在
课堂上演示实验:
１ 能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ꎬ提高兴趣ꎬ增加实验

结果的可信度ꎬ带动大

多数学生参与实验讨

论ꎻ
２ 能培养学生的观察、
分析和表达、交流能力ꎻ
３ 增加了教师对学生综

合能力的了解ꎮ

１５

环节四

归 纳 总

结ꎬ拓展

提高

小结:
呼 吸 作

用 的 概

念

总结:
实验证明ꎬ萌发的种子内发生了

类似燃烧的过程ꎬ消耗氧气ꎬ产生

二氧化碳和水ꎬ释放能量

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为生命

活动提供能量ꎮ

学生尝试自己写

出呼吸作用的过

程

加深对呼吸作用的理

解ꎮ
４

与 燃 烧

的区别

提问并讲解:
同样是释放能量ꎬ呼吸作用与燃

烧有什么区别?
补充:在特殊情况下ꎬ细胞中的有

机物没有氧的参与也能分解ꎬ但
是分解得不彻底ꎬ释放出的能量

也比较少ꎮ
如:酸奶的制作过程就是乳酸菌

在没有氧的情况下进行呼吸作用

的过程ꎮ
无论哪种呼吸作用ꎬ都为生命活

动提供能量

学生倾听并思考
加深对呼吸作用全面、
正确的理解ꎮ

５

呼 吸 作

用 是 生

物 的 共

同特征

提问:
是不是只有萌发的种子细胞进行

呼吸作用?
(播放视频)
回忆吹气实验ꎬ进行分析讲述ꎮ
板书:
二、呼吸作用是生物的共同特征

学生思考并回答ꎮ

引导学生认识呼吸作用

的普遍性ꎬ理解有机物

对生物体的重要作用以

及绿色植物在制造有机

物方面对于生物圈的重

要意义ꎬ培养学生的生

态学意识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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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五

回 归 实

践ꎬ理解

应用

呼 吸 作

用 的 意

义 和 应

用

复 习 巩

固

教师讲述并总结:
１ 要保证呼吸作用ꎬ以促进植物

的生长发育

２ 如果植物某一器官呼吸受阻ꎬ
必将影响正常生长

３ 练习(略)

学生倾听、思考并

回答ꎮ

联系生产、生活实际ꎬ加
强学生对呼吸作用意义

的理解ꎮ
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

解答实际问题ꎮ

５

　 　 根据以上教学设计回答问题:
(１)简要说明本案例在课程理念的体现、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特色?
(２)在本案例中ꎬ该教师是如何地进行“呼吸作用”的概念教学的?
２ 设计一个学生活动(或编制一道选择题)ꎬ检测学生是否理解了关于“光合作用”的重要概念ꎮ

第五部分:教学设计(约 ３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以现代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的理论ꎬ以«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的具体理念、目标

要求为指导思想ꎬ进行教学设计ꎬ内容包括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教学背景分析、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学习

效果评价、教学设计特点等ꎮ

二、题型:撰写教学设计

三、样题

请按下面的体例撰写“光合作用”１ 课时的教学设计

一、课题名称

二、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三、教学背景分析

１ 教学内容在课程标准中的地位与作用

２ 教材内容分析(请注明生物学教科书版本)
３ 学生情况分析

四、教学目标

五、教学重难点及分析

六、教学过程设计(请参考以下表格进行表述)

主要教学环节 教师行为 学生行为 教学方法和设计意图

七、板书设计

八、学习效果评价

九、教学设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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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的教学内容ꎬ参考北京版、人教版或北师大版初中生物学

教科书ꎮ
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选择展示内容ꎬ按统一要求撰写微格教学展示稿并制作展示 ｐｐｔꎮ
使用计算机、投影仪、黑板(或白板)、实验用具等进行微格教学(１５ 分钟)ꎬ并进行答辩(５ 分钟)ꎮ

二、展示稿与答辩要求

１ 微格教学展示稿体例

微格教学展示稿包括:教学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ꎬ教学背景分析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ꎬ教学过程ꎬ教
学设计的创新说明、板书设计等ꎬ具体可参考以下体例ꎮ

生物学科微格教学展示稿

课题名称

教师姓名: 学校: 编号:
教师年龄: 教龄: 职称:

教学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教学背景分析

(一)教学内容在课程标准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相应版本生物学教科书的内容分析

(三)学情分析

(四)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二)能力目标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教学重点和难点分析

(一)教学重点

(二)教学难点

(三)微格教学展示部分说明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设计的创新说明(９０ 字以内)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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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微格教学展示稿的编写要求

１ 课题与生物学教科书版本

２ 教师基本情况(区县、学校、姓名)
３ 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微格教学所依据的具体教育学、心理学理论ꎻ«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具体的教学

理念和目标要求ꎻ确定这些理论依据、指导思想的理由ꎮ
４ 教学背景分析

根据«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ꎬ分析教学内容在课程标准中的地位与作用ꎬ以及相应

版本生物学教科书的内容ꎻ分析学校、生源等现实情况及学生的学习状态及其对相关教学内容的认知状

况ꎻ说明教学资源的准备、教学策略的选择、教学硬件环境的利用ꎬ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等ꎮ
５ 教学目标

说明所确定的三维教学目标ꎬ并阐明确定这些目标的理由ꎬ以及达成目标的具体措施ꎮ
６ 微格教学展示部分说明

用文字或流程图呈现本单元或课时的教学设计“全貌”ꎬ并说明或标注“微格教学”展示的部分所涉及

的环节ꎮ
７ 教学过程

按照先后顺序说明微格教学所涉及环节的设计思路ꎬ过渡自然流畅ꎻ关注相关教学内容所涉及的事实

或概念在本课时、本主题重要概念构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ꎬ善于利用各种课程资源ꎬ设计有助于学生主

动构建相关概念的师生活动ꎬ并通过教学评价检验其有效性ꎮ
要求:重点突出ꎬ难点突破ꎻ关键设问、师生互动情况预设及其设计理由的分析清晰简明ꎬ师生的活动

设计有实效、有新意ꎻ能反映出教师扎实、深厚的教学功底ꎮ
８ 教学设计的创新说明实事求是、言简意赅ꎮ
９ 板书设计科学合理、条理清晰、简明美观ꎮ
(三)答辩要求:回答评委的问题简洁、明了、机智ꎬ具体评价等级如下:
１ 优秀水平:思路清晰ꎬ分析问题透彻ꎬ语言准确流畅ꎬ演示文稿内容丰富、直观有效ꎬ答辩时反应机

敏、应答自如ꎮ
２ 良好水平:思路清晰ꎬ语言准确ꎬ演示文稿丰富直观ꎬ答辩时能准确回答评委的问题ꎮ
３ 基本水平:有思路ꎬ语言表述清楚ꎬ演示文稿直观ꎬ答辩时能回答评委的问题ꎮ

三、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生物学科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评价

项目
主要内容

评价等级

Ａ Ｂ Ｃ 得分

备课

展示稿:对教学内容在课时、单元、主题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到

位ꎬ教学目标及重难点定位准确ꎬ符合教育教学规律、课程标准

和学情ꎻ教学过程科学准确ꎬ关注科学探究和概念教学的有效性

课件:简明生动ꎬ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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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格

教学

基本

素质

教态:自然亲切ꎬ端庄大方

语言:普通话清晰流畅ꎬ有感染力

板书、板图:规范工整ꎬ合理美观ꎮ

信息技术:设备使用熟练ꎬ与教学有效整合

教学

过程

教学环节:过渡自然ꎬ定位准确ꎮ

教学内容:科学准确ꎬ逻辑严密ꎬ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构

建概念

学生活动:设计恰当ꎬ活动有实效

教学设问:有思维层次、关注问题的生成性

教学资源:适度、有效

教学创新:有特色ꎬ具有生物学课程特点

答辩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说课、答辩

准确领会问题ꎬ回答问题时层次清楚ꎬ有理有据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考试范围及要求

教具选择恰当(符合教学内容和学生接受水平)ꎬ使用合理ꎻ正确、合理地使用计算机、视频投影仪、实
物投影仪等硬件设备ꎻ能熟练使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操作系统、Ｏｆｆｉｃｅ 办公软件(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ꎬ及简单的

图像处理、视频播放等软件ꎬ实现信息技术与生物学科教学的整合ꎻ能熟练地使用搜索引擎进行相关资源

的收集等

二、考试组织形式

１ 计算机教室(４５ 人以上)中的电脑安装相关软件ꎬ并能随时上网ꎮ
２ 考题均为上机操作题ꎬ考试时间 ４５ 分钟ꎮ
３ 考试题目及材料提前拷贝到每一台计算机的桌面上ꎮ
４ 参与组织人员 ４ ~ ５ 人(含技术人员)ꎬ考试结束后考试资料拷贝备存ꎬ恢复学校计算机至初始状

态ꎮ

三、样题

打开桌面上“生物学教学资源”文件夹ꎮ 该文件夹中存放有“光合作用”北京版、人教版、北师大生物

学教科书的部分影印图片、相关视频、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 文件等ꎮ
按要求完成 １ ~ ５ 题的操作ꎮ

　 　 １ Ｗｉｎｄｏｗｓ 操作

(１)请将“生物学教学资源”文件夹的名称改为“教师编号(ＸＸＸ)”ꎮ ＸＸＸ 表示你的姓名ꎮ
(２)在该文件夹中新建一个名为“作业”的文件夹ꎮ
６６



　 　 ２ Ｗｏｒｄ 文件编辑修改

(１)打开文件名为“１”的 ｗｏｒｄ 文档ꎮ
(２)格式要求为:

①将标题文字设置为“黑体”、“三号”字ꎬ加粗ꎬ居中ꎮ
②其它内容设为“宋体”、“四号”字ꎬ各段落首行缩进两个中文字符ꎮ
③行间距设为 １ ５ 倍ꎮ

(３)在页面底端居中插入页码ꎮ
(４)统计文档中“光合作用”一词出现的次数ꎬ写在文章标题后的括号中ꎮ
(５)将文档重命名为“光合作用的意义”ꎬ保存在“作业”文件夹中ꎮ

　 　 ３ 图片处理

(１)打开文件名为“１. ｔｉｆｆ”的图片文件ꎮ
(２)去掉图片中的文字及杂点ꎮ
(３)在图片正下方输入文字“光合作用的过程示意图”ꎮ
(４)图片重命名为“光合作用的过程示意图. ｊｐｇ”ꎬ保存在“作业”文件夹中ꎮ

　 　 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ｉｎｔ 文件编辑修改

(１)新建一个 ｐｐｔ 文件ꎬ文件名为“光合作用的发现”ꎬ保存在“作业”文件夹中ꎮ
(２)在第一张幻灯片中插入标题“光合作用的发现”ꎬ插入副标题“教师编号(ＸＸＸ)”ꎬＸＸＸ 表示你的

姓名ꎮ
(３)在第二张幻灯片中插入图片“１. ｊｐｇ”ꎬ并适当调整图片大小ꎮ
(４)在第三张幻灯片中插入视频“１ ｍｏｖ”ꎬ设置为单击播放ꎮ
(５)保存在“作业”文件夹中ꎮ

　 　 ５ Ｅｘｃｅｌ 文件编辑修改

(１)打开文件名为“１”的 Ｅｘｃｅｌ 文件ꎮ
(２)在 Ｆ２ 单元格中输入“总分”ꎬ计算每个学生的总分ꎮ
(３)对数据按学生的总分进行降序排列ꎮ
(４)在 Ａ３７ 单元格中输入“平均分”ꎬ统计各项平均分(保留小数点后 ２ 位数字)ꎮ
(５)修改完成后ꎬ重命名为“学生成绩统计”ꎬ保存在“作业”文件夹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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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专业知识与技能部分(约 ６０ 分)

初中历史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部分考查的内容包括历史专业知识、学科专业技能两大方面内容ꎮ 采

用的题型包括:选择题、问答题、材料分析题、案例分析题等ꎮ

一、历史专业知识

１ 课程知识

要求与范围:理解初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基本理念及课程的结构ꎬ掌握初中历史课程目标ꎻ理解初中历

史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对“课程内容”的要求ꎻ能够准确把握、有效落实课程标准“实施建议”中“教学

建议”“评价建议”和“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的主要内容ꎻ了解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排体例和内

容结构ꎮ
样题:

　 　 (１)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历史图片的主要作用是(　 　 )
①提高学生观察和分析图片的能力 ②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史实的记忆

③引导学生从图片中提取有效信息 ④运用图片材料来论证历史问题

(　 　 )
Ａ ①②③ Ｂ ①②④ Ｃ ①③④ Ｄ ②③④

　 　 (２)«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实施建议”中提出了哪几条“教学建议”? 请选择其中一

条举例说明你在教学中是怎样落实的? 　 　 ２ 学科知识

要求与范围:了解中外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总体趋势ꎬ掌握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以

及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ꎻ理解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ꎻ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ꎬ对历史学科研究的前沿和

发展动态有所了解ꎬ能够运用正确的观点对历史教学内容进行分析和解释ꎮ
样题:

　 　 (１)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一部(　 　 )
Ａ 编年体通史 Ｂ 编年体断代史 Ｃ 纪传体通史 Ｄ 纪传体断代史

　 　 (２)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林肯曾表示:“如果解放黑人奴隶就能够保住联邦ꎬ我会那样做ꎻ假如不这样

做也能达到目标ꎬ那我就不解放他们ꎻ如果只解放一部分奴隶而同样能取得成效的话ꎬ我也会照此办理ꎮ”
这表明这场战争的终极目标是(　 　 )

Ａ 废除黑奴制 Ｂ 维护美国统一 Ｃ 推行种族平等 Ｄ 反对殖民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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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在对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研究上ꎬ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观点ꎮ 试结合史实简要说明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ꎮ
　 　 ３ 教育教学知识

要求与范围:掌握历史教学的理论知识ꎬ并能够用以指导历史教学及教研活动ꎮ
样题:下面是某教师关于«中日甲午战争»一课的教学过程描述表ꎮ

教学环节与内容 课堂活动 所用时间

复习旧课ꎬ导入新课 提问ꎬ陈述 ２′

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 提问 １′２０ 〞

朝鲜东学党起义 陈述 ３′２０ 〞

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因 小组讨论ꎬ陈述与总结 ５′３０ 〞

战争的爆发 陈述与提问 １′５４ 〞

黄海海战 播放录像ꎬ陈述 ５′１５ 〞

威海卫战役 陈述 １′３６ 〞

«马关条约» 内容展示ꎬ分析 ４′３０ 〞

«马关条约»的危害 小组讨论 ５′０２ 〞

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 陈述ꎬ提问 １′

钓鱼岛问题ꎬ中日之间是否用战争

来解决?
小组讨论与回答 ７′１０ 〞

思考题:台湾问题该如何解决? 在«回家»的音乐声中下课 １′２３ 〞

　 　 问题:
(１)你认为本课的教学内容及环节设计存在哪些问题?
(２)请写出你的改进建议ꎮ
４ 教学评价知识

要求与范围:理解历史教学评价的功能ꎬ了解评价类型和方式ꎬ客观、合理地考查学生在知识、能力、方
法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状况ꎻ能够依据调查或测试的目标ꎬ制定调查或测试方案ꎬ确定题型

和编制题目ꎻ能够客观地依据测试数据和信息对教学进行反思和评价ꎬ提出改进建议ꎮ
样题:

　 　 １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６８ 周年ꎬ某老师给班里同学布置了这一专题的板报任务ꎮ 要求以小组为单

位ꎬ每组出一期ꎬ期末进行总评ꎮ 请你设计一个板报评价量规ꎮ
　 　 ２ 阅读下列试题ꎬ指出其不足之处ꎬ然后将试题修改正确ꎮ

右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的照片ꎮ 取得这一决战

胜利的是

Ａ 辽沈战役 Ｂ 淮海战役

Ｃ 平津战役 Ｄ 渡江战役

(答案: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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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依据下列材料反映的主要信息ꎬ命制一道选择题ꎮ
唐朝的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闭结构ꎬ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许多由围墙封闭起来的居民区———“坊”ꎬ

商业区也封闭在“坊”的区域内ꎬ这就是东市与西市ꎮ 这种封闭性结构在宋朝的开封被打破了ꎮ 日本学者

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说:“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ꎬ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ꎬ不许向街

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ꎬ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ꎮ”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二、学科专业技能

要求与范围:运用教育心理学、历史教学理论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ꎮ 在研习历史资料、阐释和评价

历史事物、课堂设问、教学语言与板书、试题的编制和评价等方面体现出的教学基本技能ꎮ
样题: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ꎮ
某版本历史教科书«美苏“冷战”对峙局面的形成»一课的课文节选ꎮ
二次大战结束后ꎬ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居于世界第一位ꎬ它称霸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ꎮ 苏联虽然在

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ꎬ却大大增加了军事力量ꎬ国际地位迅速提升ꎬ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中心ꎮ 因社会制

度不同与利益冲突ꎬ美苏双方由战时盟友转为战后敌手ꎮ 美国带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ꎬ对苏联等社会主义

国家采取了除武装进攻之外一切手段的敌对行动ꎬ以“遏制”共产主义ꎮ 这种政策被称为冷战政策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ꎬ宣称世界已经分成两个敌对营垒ꎬ“几乎所有国

家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挑选一种”ꎬ明确宣布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西欧国家复兴的使命ꎬ以遏

制共产主义的渗透ꎮ 这就是“杜鲁门主义”ꎬ它标志着美苏“冷战”正式开始ꎮ
问题:
(１)从“冷战”的发生到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形成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ꎮ 根据材料推测本课在表述

这一过程中还应包括哪些内容?
(２)上述材料可分为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解释两个部分ꎬ请写出叙述历史事实的内容ꎮ
(３)围绕美苏对峙局面的形成设计两个课堂讨论的问题ꎮ

第三部分:案例评析与教学设计部分(约 ３０ 分)

要求与范围:结合初中教学ꎬ对所给的教学案例进行评析ꎬ并提出改进建议ꎻ
根据试题提供的一段教材ꎬ编写教学设计ꎬ包括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ꎬ并说明教

学意图ꎮ
样题:
一、根据材料ꎬ回答问题ꎮ
以下是某位老师在讲«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北宋纸币”时的实录:
师:政府怎么能让民众放心接受纸币呢? 其实ꎬ答案就在这张纸币图中的文

字上ꎮ 大家能不能找找看? 你觉得这里面比较关键的话是什么?
生:“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ꎬ流转行使”ꎮ
师:非常好ꎮ 这里面“陌”字通“佰”ꎬ七百七十陌就是一贯的意思ꎮ 那你们

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生:见到这张纸跟见到铜钱一贯是一样的ꎮ
师:你们觉得政府这样规定会起什么作用?
生:这样大家就会愿意用纸币了ꎮ
师:是的ꎮ 如果从金融学的角度看ꎬ就是政府用自己的信用为纸币提供了一种保障ꎮ 印在纸钞上的这

句话ꎬ明确了这张纸在流通中的价值和铜钱的一贯是一样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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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１ 你如何评价该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
２ 你认为引导学生进行材料研习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二、根据下列课文内容ꎬ参照所示教学设计体例ꎬ设计教学过程ꎮ
１ 课程标准规定:知道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ꎮ
２ 课文摘录:

三国鼎立形势图

　 　 赤壁之战后ꎬ曹操转而经营关中ꎬ扫平关中

的割据势力ꎬ完成了北方的统一ꎮ 刘备占领了

湖北、湖南的大部分以后ꎬ又西取四川ꎮ 孙权则

把他的统治范围延伸到福建、广东ꎮ 这样ꎬ就形

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ꎮ
公元 ２２０ 年ꎬ曹操的儿子曹丕废掉汉献帝ꎬ

在洛阳称帝ꎬ国号魏ꎮ ２２１ 年ꎬ刘备在成都称帝ꎬ
国号汉ꎬ史称蜀汉ꎮ 次年ꎬ孙权称吴王ꎬ后在 ２２９
年于建业称帝ꎬ国号吴ꎮ 从此ꎬ东汉末年的割据

状态走向了局部统一ꎬ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ꎮ
曹魏重视农业生产ꎬ大力兴修水利ꎮ 孙吴

开发江东ꎬ造船业发达ꎬ发展了海外贸易ꎮ 公元

２３０ 年ꎬ孙权派将军卫温率领万人的船队到达夷洲ꎬ加强了台湾和内地的联系ꎮ 蜀汉在丞相诸葛亮的

治理下ꎬ发展经济ꎬ改善民族关系ꎬ加速了西南地区的开发ꎮ 三国后期ꎬ魏国实力增强ꎬ吴、蜀两国日

益衰落ꎮ ２６３ 年ꎬ魏灭蜀ꎮ

教学设计体例: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板书设计: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是对教师教学基本功的综合考查ꎬ是教师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等能力的反映ꎮ

一、范围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的教学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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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

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选择展示内容ꎬ准备展示文稿和教学 ＰＰＴꎻ在规定时间完成片断教学

和答辩ꎮ

三、要求

１ 参考微格教学设计文稿格式完成展示设计稿ꎬ打印 ６ 份于说课前交给评委ꎮ
２ 微格教学展示过程中有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ꎬ并有必要的板书ꎮ
３ 微格教学中要突出教学重点与难点的解决策略ꎬ有教师的讲述、问题的设计、学生的活动等相关教

学环节ꎮ
４ 微格教学展示后进行答辩ꎮ 评委就教学内容或教师的教学过程提出问题ꎬ教师的解答要准确、简

明、流畅ꎮ
５ 微格教学展示 １５ 分钟ꎬ答辩 ５ 分钟ꎬ共计 ２０ 分钟ꎮ

四、微格教学设计文稿格式及评价表

１ 微格教学设计展示文稿格式

初中历史学科微格教学设计文稿

教师姓名: 展示号:

展示内容信息

课程内容:列举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ꎬ认识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ꎮ

展示要求:请用讲述、问题设计、学生活动等相关教学方法处理这一教学内容ꎮ

背景分析

注:对学情、教学内容、教学目标、重点与难点作简要分析ꎮ

教学过程

注:依据展示的要求ꎬ重点设计教学过程ꎬ形式不限ꎬ如文本ꎬ表格式等ꎮ

创新点评价

注:只对要求展示部分的设计进行评价ꎬ重点突出创新之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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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历史学科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评价表

展示号: 学校: 教师:

评价项目 评价要点
评价等级

Ａ Ｂ Ｃ 得分

微格教学设计文稿与课件
参照格式ꎬ有完整的设计稿和教学课件ꎬ
创新点鲜明ꎮ

微格教

学过程

背景分析
对教学内容理解透彻ꎬ符合课程标准要求

和学生实际ꎮ

教学目标 全面、具体、恰当ꎬ操作性强ꎮ

重点与难点 定位准确ꎬ解决的思路与策略得当ꎮ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恰当ꎻ
注意学习方法的指导ꎮ

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选择和运用合理ꎮ

板书设计 规范、合理ꎬ清楚ꎮ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合理ꎬ讲述内容逻辑清晰ꎬ符合

学生认知特点ꎻ
学生活动适宜ꎬ有实效性ꎻ
语言流畅、清晰ꎬ有感染力ꎻ
教态自然亲切ꎬ仪表得体ꎮ

教学特色 特色鲜明ꎬ有创意ꎮ

答辩 回答准确、简明、流畅ꎮ

总评

评语:

总分

评委(签名)
　 　 年　 月　 日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考试范围

考查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常用的电脑操作技术ꎬ包括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 文件管理、运用 Ｏｆｆｉｃｅ０３ 版办公软件

制作教学课件ꎮ

二、考试方式和要求

１ 方式:根据提供的教学内容和相关资源包ꎬ综合运用 Ｏｆｆｉｃｅ 办公软件制作一份教学课件ꎮ 考试时间

为 ６０ 分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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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要求:
(１)注重技术为教学服务的特点ꎬ突出科学性、实效性和创新性ꎮ
(２)体现初中历史教学的特点ꎮ
(３)所选资料和设计要突出教学重点、解决难点的策略ꎮ
(４)各个页面的内容之间有逻辑联系ꎮ
(５)课件结构合理ꎬ文字、插图、文献资料等搭配适度ꎮ
(６)课件页面清晰ꎬ可视性强ꎮ
(７)用合理链接整合相关内容ꎮ
(８)单人单机独立操作ꎮ
(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件制作后ꎬ用自己参加展示编号命名存到桌面ꎬ历史课件首页须出现课题名、

参加展示编号ꎮ

三、样题

请依据计算机桌面提供的“历史基本功”文件夹内的电子教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文本、视音频、图
片等文件包ꎬ制作一份教学课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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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课程知识(约 １５ 分)

一、范围与要求

１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版)中课程性质、课程基本理念、课程设计思路、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教学建议、评价建议等内容的理解、把握与体会ꎮ
２ 参加本部分内容考试时可携带地理课程标准ꎮ (文件上不要做标注)ꎮ

二、题型

主要包括选择题、简答题等ꎮ

三、样题

　 　 １ 课程标准表述的地理课程性质有

①综合性 ②整体性 ③区域性 ④持续性

⑤思想性 ⑥生活性 ⑦实践性 ⑧客观性

Ａ ①②③④⑤ Ｂ ①②④⑥⑧ Ｃ ①③⑤⑥⑦ Ｄ ①④⑥⑦⑧
　 　 ２ “运用资料说出我国工业分布特点ꎬ了解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课标要求是如何体现“学
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的ꎬ谈谈您教学中的具体做法ꎮ
　 　 ３ “过程与方法”中指出“通过各种途径感知身边的地理事物和现象ꎬ积累丰富的地理表象”ꎮ 结合这

条课程目标ꎬ说明您是如何使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感知身边的地理事物和现象ꎬ积累丰富的地理表象的ꎮ
　 　 ４ 列出课程标准中与河流有关的要求ꎬ说明在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中ꎬ您是如何培养学生能力的ꎮ

第三部分:专业知识与技能(约 ４５ 分)

一、范围与要求

１ 初中地理学科教学的专业知识: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的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及乡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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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知识及思想方法等ꎻ教学内容分析ꎻ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在教学中的应用ꎻ学习效果评价等ꎮ
２ 初中地理学科教学的专业技能:板书设计和板图绘制ꎻ教学中各类图像(分布图、等值线图、景观

图、剖面图、示意图、区域图、统计图等)的分析方法ꎻ文字、数据资料的分析方法ꎻ主要区域图(中国、台湾

岛、美国、澳大利亚、非洲等轮廓图并标出重要山脉、城市)的绘制ꎻ正确演示与使用教具(地球仪、中国地形

立体模型、等高线地形模型、世界板块模型等)ꎻ正确指导学生使用和制作学具ꎬ进行地理实验、地理观测、
社会调查和乡土地理考察ꎮ

３ 参加本部分内容考试时可携带地理课程标准ꎮ (文件上不要做标注)ꎮ

二、题型

主要包括选择题、简答题、综合分析题、绘图题等ꎮ

三、样题

　 　 １ 地理课程标准要求:“运用资料说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ꎬ根据您

对地理课程理念、地理课程目标等的理解ꎬ回答下列问题:
(１)通过图示结构说明落实本课标要求中具体教学内容及其关系ꎬ列出运用的资料ꎮ
(２)写出这部分内容的教学目标ꎮ
(３)具体说明在落实这条课程标准要求的教学中ꎬ进行学习效果评价的方式和内容ꎮ
(４)教学过程的基本原则有“直观性与抽象性相结合”ꎬ谈谈在这条课标要求的教学中您是如何将直

观性与抽象性相结合的ꎮ
　 　 ２ 根据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区域图及北京气温年变化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笔试时提供)ꎬ回答下列

问题:
(１)描述华北平原的地理位置ꎬ说明地理位置的描述方法ꎮ
(２)描述北京的气候特点及黄河中游的水文特征ꎬ说明气候特点和水文特征的分析方法ꎮ
(３)下列有关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区域地理差异的正确叙述是

Ａ 均是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过渡地带

Ｂ 受气候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ꎬ水资源都较缺乏

Ｃ 河流流向受地形影响ꎬ都呈现自西向东的流动特点

Ｄ 均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产区ꎬ以旱地作物为主

(４)公路运输对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两区域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５)黄土高原主要的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是什么? 区域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有什么成功经

验?
　 　 ３ 分析“世界年降水量分布图”(笔试时提供)ꎬ说出这一图像可以用于落实哪一课标要求ꎬ写出并说

明分析此类图像的步骤和方法ꎮ
　 　 ４ 分析某景观图片(笔试时提供)ꎬ回答下列问题:

(１)根据图中信息ꎬ说出图片中反映出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的特点ꎮ
(２)对照世界区域分布图(笔试时提供)ꎬ说明该景观在世界上分布的主要地区ꎮ
(３)以景观图提供的信息为基础ꎬ说明某国家或地区自然环境对民俗的影响ꎮ

　 　 ５ 对某资料、图像、板书设计等(笔试时提供)中出现的科学性问题进行分析和纠正ꎮ
　 　 ６ 画出中国的轮廓ꎬ标出秦岭、淮河、大兴安岭、太行山、长白山、武夷山、天山、喜马拉雅山、祁连山、
横断山脉、长江、黄河、首都北京、北回归线、北纬 ４０°线ꎮ 在所画的图像基础上ꎬ按课程标准的要求ꎬ编写相

应的试题ꎮ 并对所编的试题进行简单评价(包括命题立意、考查的主要课标点ꎬ试题的导向性、实效性、学
科特色等方面)ꎮ
　 　 ７ 说明运用地球仪演示地球的自转过程时应注意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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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谈谈您如何指导学生进行如下实践活动:
“选择一个教材没有介绍的区域(包括家乡)ꎬ收集、整理资料ꎬ归纳区域特征ꎬ落实在笔记上ꎬ以适当

方式进行交流ꎬ最后进行自评和小组互评ꎮ”

第四部分:教学案例分析(约 ３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１ 初中地球与地图、世界地理、中国地理的知识内容ꎮ 根据要求ꎬ对所给的教学案例进行分析ꎮ
２ 参加本部分内容考试时可携带地理课程标准ꎮ (文件上不要做标注)ꎮ

二、题型

教学案例分析的考核将以问题作答的形式(简答题)出现ꎮ 要求教师首先阅读教学案例ꎬ然后根据要

求对该教学案例进行分析并回答相关问题ꎮ

三、样题

下面是针对课程标准某个要求设计的教学方案ꎬ请对该方案中的优点、不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ꎬ写
出修改建议ꎮ (从教学设计的诸多方面分析ꎬ如教学目标、教学重点的确定及落实、教学难点的确定及突

破、教学内容的科学性、问题设置、媒体使用、板书设计、考试评价、文字表述等ꎮ 考试时根据要求对其中一

到两点进行分析ꎮ)

【教学课题】海陆的变迁

【课程标准要求】举例说明地球表面海洋和陆地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ꎮ
【教学目标】
①通过对海陆变迁及大陆分离的若干证据的分析ꎬ培养学生观察、感知、分析、归纳、表达等认知能力ꎻ
②通过对相连证据的找寻方向的探究ꎬ提高学生研究手段的科学性、指向性ꎬ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ꎮ
③通过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ꎬ提高学生对探究事物本质的科研兴趣ꎻ通过魏格纳的故事ꎬ激发学生勇于创

新的精神ꎮ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利用大陆漂移假说解释一些现象ꎮ
难点:寻找大陆漂移的证据ꎮ
【教学过程】
一、海陆是变迁的

导入:歌曲 <东方之珠 >引出“沧海桑田”这个成语ꎮ
提问:“沧海桑田”是什么意思?
生:大海变成农田ꎬ农田变成大海ꎮ 比喻世事变化很大ꎮ
师:其实它的原意就是指海陆的变迁ꎮ 其实古人早就觉察到海陆是变迁的ꎬ因而在我国就有了“沧海桑

田”的成语ꎮ
二、海陆变迁的方式

师:海陆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呢? 出示海陆变迁的动态课件ꎮ (可以出示喜马拉雅山、我国东部海底、荷兰

围海造田图片ꎮ)
活动:(观察、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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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１、喜马拉雅山上的岩石中发现了海洋生物的化石说明了什么问题?
２、我国东部海底发现古河道及水井等人类活动的遗迹反映了该海域过去的状况?
３、荷兰的国土面积在过去的百年中为什么在不断扩大?

(总结)生:变迁方式有三种:１ 地壳变动ꎻ２ 海平面升降ꎻ３ 人类活动ꎮ
师:海陆是变迁的ꎬ七大洲四大洋是否就是固定不变的呢? ２０ 世纪地理科学史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ꎮ 机

会总是垂青善于观察、思考的人ꎮ 正像牛顿坐在树下看到苹果落下建立了自由落体运动定律一样ꎬ这
一次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气象学家解决了这个问题ꎮ

下面我们来阅读一下«偶然的发现ꎬ伟大的假说»ꎮ
生:阅读ꎮ (最好出示资料片)
三、魏格纳创立大陆漂移假说过程

师:魏格纳发现非洲大陆、美洲大陆轮廓吻合后能不能直接提出它们原先是连在一起的? 为什么? 同学

们都学过剪纸能否用这种剪纸的办法证明一下你的观点ꎮ
生:讨论ꎬ用剪刀、白纸进行活动ꎮ
师:巡视ꎬ指导ꎮ
师:谁能把你们讨论的方法演示一下呢?
生:上前演示ꎮ
师:结合学生演示评价ꎮ 事实表明不能看到轮廓吻合就主观认为二者是连接在一起的ꎮ 咱们同学做事也

是一样ꎬ要注意认真求证ꎬ不能想当然ꎮ 谁来介绍魏格纳寻找证据的过程?
生:(简单介绍)魏格纳最终为科学而献身ꎮ
师:从魏格纳发现并创立大陆漂移假说的过程ꎬ你能得到什么启发呢?
生:认真观察ꎬ大胆质疑ꎬ敢于创新ꎬ勇于实践ꎮ
四、大陆漂移假说观点

师:魏格纳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大陆漂移假说的建立ꎬ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大陆漂移假说ꎮ (出示大陆漂

移课件)它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生:两亿年前ꎬ各大洲是连在一起的ꎬ它的周围是一片汪洋ꎮ 后来才分裂为几块ꎬ(南北美洲向西漂移ꎬ非

洲向北漂移ꎬ大洋洲向东北漂移ꎬ南极洲向南漂移ꎮ)缓慢漂移逐渐形成今天的布局ꎮ
师:对照现在的世界地图看一看大西洋是怎样形成的? 太平洋有什么变化?
活动:分组讨论ꎮ
总结:
生:以前没有大西洋ꎬ后来非洲、欧洲与南北美洲慢慢漂移开才形成大西洋ꎮ
生:太平洋在逐渐缩小ꎮ
师:太平洋将来命运会怎样呢?
生:会消失ꎮ
师:大家把书翻到教材第 ３５ 页ꎬ谁能解释一下图 ２ １６?
生:以前南美洲和非洲是连在一起的ꎬ所以会出现古老地层吻合ꎮ
师:看图 ２ Ｉ７ 解释一下ꎮ
生:因为它们原来是连接在一起的ꎮ 所以有相同的物种分布在不同的两个大洲ꎮ
师:据科学家考证ꎬ在白雪皑皑的南极洲地下埋藏着大量的煤矿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学生活动:讨论ꎮ
总结:
生:煤是树在高温高压下经过很长时间形成的ꎬ树是生活在温暖潮湿的地方ꎮ 说明南极大陆以前不在这

里ꎬ而是在一个温暖多雨的地方ꎬ后来才漂移到这里的ꎮ
师:所有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都可以证明大陆漂移假说的成立ꎬ魏格纳用生命代价收集证据ꎬ验证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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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假说的正确ꎮ 这给我们以很大启示ꎬ同学们前面讲得都很好ꎮ 我们对大陆漂移假说探讨这么多

还有什么怀疑么?
生:大陆为什么会漂移? 是什么推动它漂移的呢?
师:提得很好ꎮ 大家回去后收集材料ꎬ下节课我们一起讨论ꎬ好吗?
练习:１、海陆变迁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有哪几种?

２、大陆漂移学说是在什么时候、谁提出来的?
３、提出大陆漂移学说的依据是什么?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展示的范围与要求

１ 教学设计的范围是«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容ꎮ
２ 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选择展示内容ꎮ 根据课题自行选择设计 １５ 分钟微格教学展示片

段ꎮ
３ 教师依据确定的题目进行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２０ 分钟)ꎬ其中教学展示 １５ 分钟ꎬ回答评委问题 ５

分钟ꎮ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展示和答辩ꎮ
４ 教师按照规定的编写格式提供教学设计稿ꎬ要求使用计算机课件、板书等手段进行教学展示ꎮ

二、展示稿与答辩要求

参考题目:
１ 运用世界年降水量分布图ꎬ归纳世界降水分布特点ꎮ
２ 运用中国人口分布图ꎬ描述我国人口的分布特点ꎮ
３ 在地形图上识别某区域的主要地形类型ꎬ并描述区域的地形特征ꎮ
４ 举例说出河流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ꎮ
５ 运用资料比较区域内的主要地理差异ꎮ
教学设计稿格式:

课题名称:

教师姓名: 学校: 所在区县: 编号:

教师年龄: 教龄: 职称:

教学背景分析

(一)对课标的理解与把握

(二)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三)教学内容分析

(四)学生情况分析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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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重点

(二)教学难点

教学资源、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一)教学资源

(二)教学手段

(三)主要教学方法

教学设计思路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为主的活动 学生为主的活动 设计意图

板书设计

学习效果评价

教学设计特点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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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编号 学校 教师姓名

课题 教材版本

评价

项目
主要内容

等级

Ａ Ｂ Ｃ
本项

结果

展
示
稿

依据格式要求有完整的展示稿和演示文稿

展示稿表述清晰ꎬ文字通顺流畅ꎬ无科学性错误和错别字

展
示
与
微
格
教
学
过
程

基本素质

与教学技

能

教态自然亲切ꎬ仪表得体

用普通话ꎬ语言准确清晰ꎬ具有感染力

图像分析及教具演示准确规范

板书、板图能正确体现课标的要求及教学重点、知识间的内

在联系及学习过程和方法ꎮ 文字量适度ꎬ图像绘制准确、规
范

教学内容

分析及教

学过程

对课标的理解和把握等教学背景分析透彻

教学目标符合课标和学生实际ꎬ明确具体、可操作

教学重点难点准确ꎬ符合教学要求和学生实际

教学设计思路清晰ꎬ有学科特色

设问合理ꎬ能有效引导学生参与活动

教学资源丰富ꎬ媒体选择恰当ꎬ设计美观ꎬ教学方法多样ꎬ有
助于落实重点、突破难点

学生学习效果评价的形式和方法恰当

说明本教学设计与以往教学设计相比的特点ꎬ客观评价自

己的教学设计ꎻ本教学设计的限制因素、启示

答辩

问题

熟练科学地掌握问题所涉及的课程内容

回答问题结合自己的教学设计进行分析ꎬ重点突出ꎬ论述清

楚

总分

评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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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主要包括地理图像的修改、整合和完善ꎬ常见视频截取软件的使用(如暴风影音、ｍｏｖｉｅ ｍａｋｅｒ、绘声绘

影、ｐｒｅｍｉｅｒｅ 等)、ＷｉｎｄｏｗｗＸＰ 系统、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３ 版软件的使用ꎬ网络的应用等内容ꎮ 参加本部分内容考试时

可携带地理课程标准ꎮ (文件上不要做标注)ꎮ

二、组织形式

１ 单人单机独立操作ꎮ
２ 考核时间共 ４５ 分钟ꎮ

三、样题

完成课标要求“举例说明自然环境对我国具有地方特色的服饰、饮食、民居等的影响”时ꎬ选取某一教

学重点或难点ꎬ根据提供的教学素材ꎬ按下列要求和步骤ꎬ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制作一个用于本内容教学的

ＰＰＴ 课件:
１ 按要求对某视频进行截取ꎬ在演示文稿中插入截取后的视频ꎻ
２ 按要求对指定地理图像进行修改ꎻ
３ 在演示文稿中插入相关图片、文字、音频等ꎻ
４ 课件制成后ꎬ将其制成压缩文件ꎬ以“课题 －制作者”格式命名ꎬ传至指定邮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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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音乐课程知识(约 １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音乐教育心理学和音乐学科教学论的重要理论和主要知识ꎮ 包括不同学段学生音乐学习的心理特

征ꎻ唱歌、欣赏、器乐、创作等不同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与策略ꎻ音乐教学评价的方法ꎻ世界著名音乐教学体

系的主要观点等ꎮ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版)»中ꎬ有关音乐课程的性质、基本理念、设计思路及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和实施建议等内容ꎮ

二、题型

填空题、简答题

三、样题

１ 填空题

音乐课程的性质主要体现在人文性、 和 这三个方面ꎮ
２ 简答题

谈谈欣赏教学能够培养学生哪些音乐能力?

第三部分:音乐专业知识与技能(约 ４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中外名家名曲的相关知识与文化常识ꎻ音乐的表现要素、情绪与情感、体裁与形式、风格与流派等方面

的知识与相关文化ꎻ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等基础知识与相关文化ꎻ音乐的社会功能ꎻ和弦听辨

能力ꎻ音乐的听辨与分析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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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型

填空题、听辨题

三、样题

　 　 １ 填空题

管弦乐曲«仲夏夜之梦序曲»是德国作曲家 创作的一首作品ꎮ
　 　 ２ 听辨题

例题 １
听辨音乐片段ꎬ写出主奏乐器ꎮ (　 　 )
例题 ２
听同一首作品的三个演奏版本 Ａ、Ｂ、Ｃꎬ判断 Ａ 版本和 Ｃ 版本哪个演奏速度快ꎮ
例题 ３
和弦听记:听记 Ｃ 大调的和弦ꎮ
音响播放提示:每个和弦前先给标准音ꎬ一个和弦音响播放三遍ꎬ共计 ８ 个和弦ꎮ
和弦记写提示:用全音符记写和弦ꎬ要求写出和弦标记ꎮ 标准音不用记写ꎮ

　 　 例题 ４
完成总谱:根据音响ꎬ填上总谱中缺失的音符ꎮ

第四部分:音乐教学与学习评价(约 １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掌握«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版)»中有关教学评价的内容ꎬ设计课堂教学中的学习评价ꎮ

二、题型

填空题、设计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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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题

　 　 １ 填空题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版)»关于评价的方式与方法的要求是形成性评价与

相结合ꎻ定性述评与 相结合ꎻ自评、 及他评相结合ꎮ
　 　 ２ 设计题

设计唱歌教学ꎬ学唱歌曲后ꎬ评价学生演唱水平的评价内容、方式与方法ꎮ

第五部分:教学设计的撰写(约 ３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按照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北京版教材指定教学内容ꎬ撰写一课时的课前教学设计ꎮ 内

容包括:学生现有音乐水平分析、教材分析、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和教学过程ꎮ 其中教学目标按照三维目

标进行描述ꎻ教学重难点要体现创造性地使用教材ꎬ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单元的核心目标对教材内容进

行分析ꎬ根据重要性和难易程度对教学内容进行分类ꎬ确定教学重难点ꎬ使教学内容贴近学生音乐生活实

际ꎬ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和不同的学习需求ꎮ 教学过程设计要求体现教学目标的落实、教学重

点的突出和教学难点的突破ꎮ
教学设计的体例无具体要求ꎮ

二、测试说明

１ 试卷上给出三个不同版本教材各一单元ꎬ教师任选其一进行一课时欣赏课的课前教学设计ꎮ
２ 教师可以带教材和教参参加考试ꎮ

第二项:学科技能与教学技能现场展示(１００ 分)

第一部分: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约 ６０ 分)

一、展示的范围与要求

１ 音乐学科微格教学展示课题选自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版初中音乐教材的歌唱

教学内容ꎮ 教师按照区县使用不同版本教材情况ꎬ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选择展示内容ꎮ
２ 微格教学需要展示课题的一个完整教学片断ꎬ展示内容主要是歌唱教学中教师对学生歌唱技能训

练方法的针对性和多样性、对学生歌唱习惯的要求及其教师的示范、教态、语言等能力ꎮ
３ 展示前需要按照体例要求完成展示文稿ꎬ并上交 ５ 份ꎮ 在展示文稿中需要对学生课前歌唱能力和

问题、本教学片断训练的目的、教学材料的特点及其使用方法、教学方法等进行说明ꎮ
３ 教学展示时ꎬ教师需板书课题ꎮ
４ 微格课教学展示结束后ꎬ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ꎮ
５ 微格课教学 １５ 分钟ꎬ答辩 ５ 分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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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示稿格式

初中音乐学科微格教学展示稿

教师信息

教师姓名: 展示号:

课题信息

课题名称:

学生课前歌唱能力和问题

本教学片断训练的目的

教学材料的特点及其使用

方法

教学方法说明

三、展示与答辩评价要点

１ 教学展示应反映出教师对学生歌唱能力的了解ꎬ并能在学生已有技能水平上ꎬ灵活运用教材的技

能点进行训练ꎮ 训练目标明确ꎮ
２ 教师能够熟练地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技能训练ꎮ 训练方法多样ꎮ
３ 教师教学语言清晰、精炼、生动ꎬ提问指向明确ꎮ
４ 教师教学示范准确、有美感ꎮ
５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展示过程ꎬ不超时ꎮ
６ 答辩时ꎬ回答评委问题能够抓住问题重点ꎬ清晰表述自己的观点ꎮ

四、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评价

项目
分
值 主要内容 合计

教学

设计

文稿

１５
分

１ 符合格式规范(５ 分)

２ 内容描述清晰、准确(１０ 分)

微格

教学

过程

４０
分

１ 板书字体工整(２ 分)

２ 教师教学语言清晰、精炼、生动ꎬ提问指向明确(５ 分)

３ 教师教学示范准确、有美感(５ 分)

４ 技能训练目标明确、针对性强(５ 分)

５ 训练内容难度适宜(５ 分)

６ 训练方法有效(５ 分)

７ 训练方法多样ꎬ有趣味性(８ 分)

８ 对歌唱习惯有明确要求(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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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

过程

５
分

表达清楚、回答准确

总分

　 　 注:展示过程超时ꎬ扣 ５ 分ꎮ

第二部分:歌曲弹唱与多声部视唱(约 ４０ 分)
一、弹唱内容及组织形式

１ 弹唱内容包括自选曲目和抽签曲目ꎮ 自选曲目内容不限ꎮ 抽签曲目没有范围ꎮ
２ 弹唱前半小时ꎬ抽签决定弹唱曲目ꎬ进入练琴场地进行练习ꎮ
３ 抽签曲目提供简谱和五线谱乐谱ꎬ选手任选ꎮ
４ 教师弹唱前ꎬ提供自选曲目伴奏谱 ５ 份ꎬ报姓名、考号、表演曲目ꎮ 先表演自选曲目ꎬ后表演抽签曲

目ꎮ 不用提供抽签曲目弹唱乐谱ꎮ
５ 教师可以看谱弹唱ꎮ
６ 教师演唱自选曲目和抽签曲目的调性自定ꎮ
７ 两个曲目表演时间总计不超过 ６ 分钟ꎮ

二、歌曲弹唱的评价要点

１ 演唱:完整、正确、自然、富有美感ꎬ能够体现作品情感ꎻ
２ 伴奏:演奏准确、编配与踏板使用合理、能够烘托演唱情绪和气氛ꎮ

三、多声部视唱内容、组织形式及评价要点

(一)二声部视唱

１ 表演前 １５ 分钟ꎬ选手抽签决定演唱内容ꎮ 根据现场抽签乐谱ꎬ用钢琴自弹一个声部ꎬ同时视唱另一

个声部ꎮ 乐谱采用五线谱ꎮ
２ 表演速度不能低于每分钟 ６０ 拍ꎬ否则不计成绩ꎮ
３ 弹与唱各选择哪个声部不做规定ꎮ
４ 弹与唱都要表现出节拍和节奏重音ꎮ
５ 根据弹与唱的准确性(音高、节拍、节奏、时值)和完整性进行评分ꎮ
６ 表演速度低于每分钟 ６０ 拍ꎬ不计成绩ꎮ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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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奏卡农

１ 表演前 １５ 分钟ꎬ选手抽签选择乐谱ꎮ 根据单声部乐谱ꎬ表演在固定节拍下的相隔一小节的二声部

节奏卡农ꎮ 乐谱采用五线谱ꎮ
２ 表演速度不能低于每分钟 ６０ 拍ꎬ否则不计成绩ꎮ
３ 口读乐谱节奏、手拍卡农节奏ꎬ或手拍乐谱节奏、口读卡农节奏不做规定ꎮ 手拍、口读的同时ꎬ伴随

脚踏稳定拍ꎮ
４ 两个声部都要表现出节拍和节奏重音ꎮ
５ 根据三声部表演的准确性(节拍、节奏、时值)和完整性进行评分ꎮ
例题: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１ Ｗｉｎｄｏｗｓ 文件管理及图片处理软件的使用

要求:能够创建文件夹并进行文件的传输和管理ꎮ 能掌握图片处理软件的一般功能ꎮ
２ Ｏｆｆｉｃｅ 办公软件的使用

要求:能够掌握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ｉｎｔ 软件的基本功能ꎮ
３ 音乐学科五线谱打谱软件的使用

要求:熟练掌握五线谱打谱软件的一般功能ꎮ
４ 乐理、和声、复调、配器及理论作曲等内容的基础知识

要求:能够运用乐理、和声、复调、配器及理论作曲等音乐学科基础知识完成指定内容的音乐创作ꎮ

二、组织形式

１ 考试时间:１２０ 分钟

２ 教师自带装有五线谱打谱软件的笔记本电脑ꎮ 五线谱打谱软件种类和版本不做具体要求ꎮ
３ 教师自备耳机和 Ｕ 盘参加考试ꎬＵ 盘外壳上贴上“区县 －姓名”ꎮ
测试时ꎬ下发纸质试卷ꎮ 教师按照题目要求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ꎬ并把需上交的内容放在“考号 －

区县 －姓名”的文件夹中ꎬ拷贝到 Ｕ 盘后上交ꎮ

三、样题

例题 １:将指定的主题发展成四乐句结构的乐曲ꎮ 并用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ｉｎｔ 演示文稿呈现乐谱和音响ꎮ

例题 ２:为歌曲编配钢琴伴奏ꎬ写出钢琴伴奏并注明和弦标记(和弦用罗马数字标记ꎬ标明转位)ꎬ并用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ｉｎｔ 演示文稿呈现乐谱和音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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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专业知识与技能(约 ６０ 分)

专业知识与技能主要从课程知识、学科知识、教育教学知识与技能、评价知识四个方面进行考查ꎮ

一、课程知识(约 １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要求:全面理解和准确掌握«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版)»有关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性质、
学科特性、基本理念和设计思路ꎻ掌握课程内容中水平四(７—９ 年级)的具体目标要求和评价要点ꎻ理解

«课标»中的教学建议、评价建议以及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ꎮ
范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版)»ꎻ«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版)解读»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ꎮ
(二)题型

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等ꎮ
(三)样题

　 　 １ 填空题

体育与健康学科的具体学习目标一般应包括“ ”、“ ”和 “标准”三个部分ꎮ
　 　 ２ 选择题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对本课程的特性描述有(　 　 )
Ａ 基础性 Ｂ 教育性 Ｃ 多样性 Ｄ 复杂性

　 　 ３ 简答题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关于运动技能学习方面的课程目标分为哪几个方面?

二、学科知识(约 ２５ 分)

(一)要求与范围

要求:掌握与运动项目、健身方法和营养卫生等密切相关的知识ꎬ并结合初中学生身心特点ꎬ指导学生

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ꎮ
范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七 ~ 九年级(全一册)»和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七 ~ 九年级(全一册)教师教学用书»所涉及的有关内容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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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ꎻ«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解读»中关于改善学生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及运动能力等有关内

容ꎮ
(二)题型

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题等ꎮ
(三)样题

１. 填空题

体能可分为两大类ꎬ与健康有关的体能有心肺耐力、 、 、肌肉耐力和身体成分ꎮ
２. 判断题(正确打“√”ꎬ错误打“ × ”)
(１)排球比赛中ꎬ一方最多连续击球三次(除拦网)ꎬ必须使球过网ꎮ (　 　 )
(２)运动后大量出汗ꎬ应该适当补充淡盐水ꎮ (　 　 )
３. 简答题

请写出发展柔韧素质的注意事项ꎮ
４. 案例分析题

您所教的某位学生在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时ꎬ身高标准体重的测试结果为肥胖ꎮ 造成

他肥胖的主要原因初步判定为饮食和锻炼ꎬ请结合这一实际情况ꎬ帮他制订一个有利于减肥的计划(含健

康饮食的建议)ꎮ

三、教育教学知识与技能(约 １５ 分)

(一)要求与范围

了解初中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ꎻ掌握与体育教学相关的基础心理、生理知识ꎻ能将体育教学目标的

制定、体育教学的过程与原则、体育教学方法、体育教学的组织形式等运用在实际教学中ꎻ能够进行体育教

学设计与实施、教学文件的制定等ꎮ
(二)题型

简答题、应用题等ꎮ
(三)样题

１. 简答题

如何安排与调控体育与健康课的运动负荷?
２. 应用题

请根据«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关于学习目标具体化、可操作的要求ꎬ写出“原地单手肩

上投篮”的学习目标ꎬ至少写出两个ꎮ

四、评价知识(约 １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知道初中学段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项目ꎬ掌握规范的测试方法ꎻ能根据«北京市初中

毕业升学体育考试过程性考核体育课学业水平考核内容标准及实施办法»制定测试办法ꎮ
(二)题型

判断题、简答题等ꎮ
(三)样题

１. 判断题(正确打“√”ꎬ错误打“ × ”)
小明在今年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中 １０００ 米跑不及格ꎬ但是ꎬ其他项目均达到了优秀标准ꎬ他的

«标准»总评成绩可以达到及格标准ꎮ (　 　 )
２. 简答题

请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要求ꎬ简要说明“台阶试验”的测试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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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教学设计撰写(约 ３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要求:能从教学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教学背景分析、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教学

设计特点分析和教学效果评价设计等几个方面ꎬ设计 １ 节课或一个教学片断ꎮ
范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七 ~ 九年级(全一册)»和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七 ~九年级(全一册)教师教学用书»所涉及的有关内容ꎮ
二、题型

撰写教学设计ꎮ
三、体例要求与评价标准

(一)撰写体例要求

教师姓名: 学校: 编码:

教师年龄: 教龄: 职称:

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教学背景分析

１. 教学内容分析

２. 学生情况分析

教学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１. 教学重点:
２. 教学难点:

教学目标

教学手段、主要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

１. 教学手段:
２. 教学方法:
３. 教学资源:

教学过程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时

间

教学内容

运动负荷

次

数

时

间

组织教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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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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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

小结

教学设计特点分析(１００ － ２００ 字)

教学效果评价设计

３９



(二)评价标准

评价

指标
评分要点

评价等级及分值

符合 基本符合
基本

不符合

得分

设计

思路

１. 思路清晰ꎬ与教学内容结合紧密ꎻ
２. 对教学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的阐述简明、正
确ꎬ与教学内容和过程联系紧密ꎮ

４ ３ ２

教学

背景

分析

１. 对教学内容的特点、锻炼价值和育人功能分

析准确ꎬ重点和难点描述准确ꎻ
２. 学生情况分析涉及学生心理特征、体质健康

状况和运动技能基础等ꎬ并对学生前期的学习

状况、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说明ꎮ

４ ３ ２

教学

目标

１. 难度适宜ꎬ针对性强ꎬ具体、可操作ꎻ
２. 体现“三维目标”的思想ꎬ并有所侧重ꎮ

３ ２ １

教学

过程

１. 各教学环节内容安排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清

晰ꎻ
２. 明确每个练习的时间和数量ꎬ突出教学重

点、突破教学难点ꎻ
３. 教学方法、手段及设计目的说明详细、合理ꎬ
能够关注到教和学两个方面ꎻ
４. 所需教学资源、场地器材的布置及教学指导

策略表达清楚ꎻ
５. 教学分组和组织形式、讲解示范的位置和方

向符合教学内容的特点ꎬ并充分考虑学校场

地、器材和班级人数等实际ꎻ
６. 能预测和分析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ꎬ
并说明相应的教学对策ꎮ

１３ １０ ７

学习

效果

评价

１. 方式实用ꎬ目的性和可操作性强ꎻ
２. 实事求是ꎬ有改进思路ꎮ

３ ２ １

教学

设计

特点

１. 教学特色鲜明ꎬ体现出新的教学理念和指导

思想ꎻ
２. 语言简练、概括性强ꎬ逻辑清晰ꎮ

３ ２ １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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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微格教学与体育专业技能展示(１００ 分)

第一部分: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约 ６０ 分)

一、展示的范围与要求

范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七 ~ 九年级(全一册)»和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七 ~ 九年级(全一册)教师教学用书»所涉及的运动技能教学

的有关内容ꎮ
要求:
(一)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 １ 周ꎬ抽签选择展示内容ꎻ
(二)展示与答辩在体育场(馆)内进行ꎬ不带学生ꎬ时间共 ２０ 分钟ꎬ其中ꎬ微格教学 １５ 分钟ꎬ答辩 ５ 分

钟ꎻ
(三)展示教师自行准备授课所需的体育器材等资源ꎬ不便携带者ꎬ需要向组委会提前说明ꎬ商议解决ꎮ
二、展示与答辩评价要点

(一)教学设计文字稿

仅供评委参阅ꎬ不作为评分要点ꎮ 编写格式要求与本展示内容说明第一项ꎬ第三部分“教学设计撰写”
相同ꎻ内容编写要求请参考“北京市初中教师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培训指南”中体育与健康学科的有关

内容ꎮ
(二) 现场答辩

１. 参加展示的教师需按要求提前撰写教学设计ꎬ并打印一式 ６ 份ꎬ参加展示前与电子版一并交给评

委ꎻ
２. 答辩必须针对评委所提问题ꎬ使用专业术语ꎬ语言简洁ꎻ必要时可进行示范、讲解等ꎮ
三、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评价采用等级赋分的方式ꎮ Ａ 为最高评价等级ꎬ实际得分应小于或等于对应分值ꎻＢ、Ｃ、Ｄ 三个等级的

对应分值为起评分ꎬ实际得分应大于或等于对应分值ꎮ 具体标准如下:

评

价

指

标

分

值
评分要点

等级

Ａ Ｂ Ｃ Ｄ
合计

微

格

教

学

过

程

５０
分

基

本

素

质

２０
分

示范:动作正确、路线清晰ꎬ示范站位要

便于学生学习和观察ꎮ
６ ４ ３ ２

讲解:精炼、准确ꎬ与所教内容联系紧密ꎮ ４ ３ ２ １

教态:精神饱满、自然亲切、仪表大方、富
有激情ꎮ

３ ２ １ ０. ５

安全意识:预案全面、周密、科学ꎮ ３ ２ １ ０. ５

其他:口令、哨音、调队等ꎮ ４ ３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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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格

教

学

过

程

５０
分

教

学

技

能

及

目

标

达

成

教学过程:紧密围绕教学目标展开ꎬ主线

突出ꎬ结构合理ꎬ环节清晰ꎬ有针对性地

采用适宜的教学方式ꎮ
１０ ７ ６ ４

教学方法:灵活得当ꎬ运用合理ꎬ符合学

生实际ꎬ激发兴趣ꎬ突出实效ꎬ有助于突

出重点ꎬ突破难点ꎬ体现运动技能的实践

性ꎮ

８ ６ ４ ３

教学分组:能够根据教学需要分组ꎬ合理

调动练习队形ꎮ
４ ３ ２ １

关注学生:重视学生的课堂表现ꎬ引导学

生体验运动乐趣ꎬ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ꎬ
促进每一位学生的进步和发展ꎮ

６ ４ ３ ２

教学目标:按时完成教学任务ꎬ达到预期

的教学目标ꎮ
２ １. ５ １ ０. ５

答辩 １０ 分
表达清楚、回答准确、简明扼要、观点明确ꎬ有
理有据ꎮ

１０ ７ ６ ４

总分

第二部分:专业技能展示(约 ４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要求:具备从事初中体育与健康教学的讲解、动作示范、保护与帮助等基本能力ꎬ特别是动作示范能

力ꎮ
范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七 ~ 九年级(全一册)»和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体育与健康七 ~九年级(全一册)教师教学用书»所涉及的技术动作ꎮ
二、展示说明

(一)专业技能展示的内容涵盖田径、体操、球类和武术 ４ 类教材的有关运动技术组合ꎬ每一类教材的

技术组合分值为 １０ 分ꎬ４ 类教材共计 ４０ 分ꎻ
(二)专业技能展示的运动技术组合范围在微格教学展示内容抽签时统一发布ꎻ教师展示的具体内容

在展示当天由评委抽签确定ꎬ教师按照题签中的内容要求进行现场展示ꎻ同一天进行展示的教师展示内容

相同ꎻ
(三)举行专业技能展示的时间在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结束 １ 周后进行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ꎻ
(四)教师在进行每一类教材的专业技能展示时ꎬ最多有 ３ 次机会ꎻ专业技能展示无提问和答辩环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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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约 ３０ 分)

一、范围与要求

(一)Ｗｉｎｄｏｗｓ 文件管理中的文件及文件夹的基本操作ꎮ
(二)Ｗｏｒｄ 办公软件基本编辑功能的使用ꎮ
(三)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办公软件的基本使用ꎬ会制作一份演示文稿ꎬ能够将文本、图片、视频、动画等对象插

入相应的幻灯片ꎬ同时完成链接等操作ꎮ
(四)掌握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办公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ꎬ掌握 Ｅｘｃｅｌ 把有关数据转化成柱形图、条形图、折

线图、饼形图的操作方法ꎮ 利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简单的数据管理或统计ꎮ
二、组织形式

(一)考试时间:４５ 分钟

(二)考核方式:单人单机独立操作ꎻ每台计算机上贴测试号ꎬ与参赛教师考号一致ꎮ
三、样题

打开“ＰＰＴ 软件的应用”的文件ꎬ然后完成以下操作:
１ 在第一张幻灯片“足球运动教材与教法分析”下面插入文本框ꎬ并键入“主讲人:∗∗∗”ꎬ把“∗∗

∗”替换为你的名字ꎬ并将键入内容的字体改为“宋体”、大小改为“２８”、颜色改为“黑色”ꎮ
２ 在第二张幻灯片“基本技术及其教学”后插入“动作按钮”或其他标记ꎬ并将此标记“超链接”至第

五张幻灯片ꎮ
３ 在第六张幻灯片中ꎬ用两个 “大红点”代表进攻队员ꎬ用“篮三角”代表防守队员ꎬ用“小红点”代表

足球ꎮ 用动画的方式表示足球“斜传———直插”的战术方法ꎬ示意图即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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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８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约 ８０ 分)

初中美术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展示采用的题型包括:判断题、术语解释、填空题、简述题、案例分析题

等ꎮ
一、学科专业知识

(一)课程标准解读与分析

要求与范围:准确理解«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课程性质和基本理念ꎬ了解课程的设计

思路ꎬ把握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ꎬ明确课程实施、评价和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基本要求ꎬ理解美术学科基

础研究的方法论ꎬ教育心理与学科教学论ꎬ考查将与本部分内容有机结合ꎮ
样题:
１ 判断题

下面这段话中ꎬ你认为有哪四个关键词?
美术课程应该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ꎬ为国家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创新能力、

审美品位和美术素养的现代公民ꎮ
２ 辨析题

以下«多姿多彩的服装»案例中的教学目标ꎬ哪些不符合«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目标

要求?
知识目标:
识别服装色彩的各个色系ꎮ
解释服装色彩的穿着场合和象征意义ꎮ
应用服装搭配的原则ꎮ 联系生活ꎬ搭配服装ꎮ
能力目标:
认识服装色彩ꎬ在电子白板上ꎬ模拟服装搭配ꎮ
从色彩、款式等方面ꎬ理解服装形式美的规律和法则ꎬ尝试搭配真正的服装ꎮ
联系生活指导学生日常着装ꎬ学生装展示ꎮ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参与服装搭配ꎬ培养对服饰艺术的欣赏能力ꎮ
愿意欣赏服装、服饰艺术ꎬ体会服装传达的生活美、色彩美、个性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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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日常着装ꎬ树立朝气蓬勃和良好健康的学生着装形象ꎮ 提高学生对服饰文化的审美品味和

素养ꎮ
二、教育教学

要求与范围:了解初中学生美术学习的认知规律和基本教学策略ꎻ了解初中学生美术学习评价的主要

类型、特点及应用方式ꎮ 主要范围包括:«北京市第二届初中教师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培训指南»中的教

育教学相关理论ꎻ«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中的评价建议等ꎮ
１ 请分析下面的案例中采用了哪种学习方式ꎬ教学中采用此种学习方式应注意哪些问题?
«卡通形象设计»案例:
教学过程:
方法分析:
请一名学生到前面参与ꎬ通过夸张幽默的表情和体态来表演ꎬ体现拟人ꎮ

拟人夸张

五官　 喜怒哀乐

四肢　 动态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１)观察鸡蛋上画了什么? 又是怎样画的? 等问题ꎬ用充分的时间对鸡蛋的上下、左右仔细地观察和

思考ꎮ
学生眼前的物品如:尺子、水彩笔添加上五官表情和四肢组合成能否会有情节变化ꎮ
(２)想想在观察过程中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ꎬ从中可以提出疑问:
①如何从平面转换成立体感觉?
②能否分辨出主体卡通形象的表情ꎬ为什么?
③局部头像卡通与拟人正身形象有什么难点的突破?
④为什么用对比强烈的色彩?
(３)针对观察提出的问题ꎬ积极展开思考ꎬ一个一个地寻找答案ꎮ
(４)对本组这卡通设计描写了什么场面作出自己的解释ꎮ
(５)根据自己的解释ꎬ也包括与他人的意见交换ꎬ再一次完善ꎮ
２ 分析下面一课的课堂中运用了教育心理学中的哪种理论? 并谈谈它在美术教学中的作用ꎮ
«卡通形象设计»案例:
五官表情的变化———眼睛眉毛承担着卡通人物的情感表达作用ꎮ
卡通人物形象之所以吸引我们ꎬ大多时候因为动画师赋予了他们一双会说话的眼睛ꎬ眼睛承担着卡通

人物的情感表达作用ꎮ 夸张眼睛的神态使人物性格特征更为突出ꎮ (分别出示学生眼睛照片和卡通化的

眼睛图片ꎬ带领学生分析理解如何将带有表情的眼睛用卡通的形式表现出来)

憧憬的眼神 笑眯眯的眼神 愤怒的眼神 惊讶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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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表情的变化———嘴巴的变形

除了眼睛以外ꎬ嘴巴也能表达人物的感受ꎬ起到使人物形象的神态和动态更加鲜活的作用ꎮ (出示图

片ꎬ引导学生观察这些嘴巴分别表达了什么感受?)

五官表情的变化———鼻子耳朵的变形

用卡通的手法表现ꎬ鼻子和耳朵往往加以简化ꎬ高度概括ꎬ以达到简练的效果ꎬ从而更加突出眼睛和嘴

巴表情的变化ꎬ突出人物形象特征ꎮ 其次ꎬ动画片的制作需要成百上千张动画原片的绘画ꎬ因此概括方法

的应用ꎬ对动画片制作也是一个很必要的手段ꎬ它可以节约时间ꎬ提高效率ꎮ (出示鼻子耳朵简化图片ꎬ让

学生通过图片了解用简练的弧线就可以概括耳鼻的方法ꎮ)

用喜怒哀的卡通人物图片再次说明五官表情的变化

喜 怒 哀

板书:五官表情变化

学生活动:学生对照前一阶段自己总结的内容ꎬ理解分析五官表情的变化及表现方法ꎮ

教学指导策略:通过图片以直观明了的形式总结卡通人物五官的造型方法ꎮ 便于学生理解和吸收ꎬ对

学生下一步的绘画创作活动起到实效性作用ꎮ

三、学科专业知识

１ 术语解释

要求与范围:了解中外美术基本脉络ꎬ掌握重要的美术现象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的成果ꎮ 范围主要包

括:«北京市第二届初中教师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培训指南»中的美术专业知识ꎻ«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

课程标准(实验稿)»中的名词术语解释等ꎮ

①美术语言

②美术创作

③美术教育

２ 填空题

(１ ) 感 知 是 通 过 感 官 对 事 物 进 行 、 、 ꎬ 并 与

相联系的一种过程ꎮ

(２)美术批评是在 的基础上对 的价值、意义、艺术成就等进行

ꎮ

３ 简述题

(１)简述蒋兆和«流民图»(局部)作品的艺术特点

(２)下面三件作品ꎬ各自的表现意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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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专业技能

要求与范围:美术教师的水平是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ꎬ美术教师对生活、对情感的

真实感受ꎬ也是通过作品了来使这些感受和想象形象化、具体化ꎮ 可以说ꎬ由造型训练走向造型创作的必

然途径就平时多是加强专业技能的训练ꎮ

样题:

人物速写:纸张统一提供 ８ 开纸ꎬ绘画工具自备(画夹、笔、墨、橡皮)

(主要测试:１ 能表现人体比例关系及动态特征ꎮ ２ 体现出速写技法ꎬ造型生动ꎬ线条流畅ꎮ)

第三部分:教学设计与案例评析(共 １０ 分)

要求与范围: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版两套初中美术教材ꎮ

按照提供的课题教学设计ꎮ 从教学能力考查涉及美术学科理论的理解与驾驭课堂能力、教学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能力、课堂教学活动设计能力、学习效果评价设计和特点分析等几方面进行分析与说明ꎬ并能

提出意见与建议ꎬ是对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考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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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案例分析题、撰写教学设计片段

样题:

下面提供的«字体的装饰艺术»教学设计片断是否能实现教学的有效性? 请进行评价和分析ꎮ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时

间

导入

　 　 老师的名字是(大屏幕展示教师的姓

名)ꎬ其中有一个字我很喜欢ꎬ现在拿出来

把它改一改ꎮ

教师设计其中一个字ꎮ

教师提问:老师美化这个字ꎬ把这个字进

行了(　 　 )?

文字被装饰后ꎬ会使文字在视觉传达

上更具美感、更加醒目ꎮ

怎样才能设计出具有装饰效果的字

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第四

课«字体的装饰艺术»ꎮ

学生观看老师的设计

答:装饰

以教师演示导

入ꎬ调 动 学 生

积极性ꎮ

书写 板 书ꎬ 展

示课题ꎮ

２

分

钟

入

题

一、取材书法

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ꎬ经历了一

系列的演变ꎮ 从甲骨文开始ꎬ这些最早的

象形图案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艺术字ꎮ

展示阿达的动画作品«三十六个字»

的片段ꎮ

教师提问:其中都出现了哪些象形文

字?

学生尝试回答:

马　 夫　 竹　 田　 林

日　 山　 水　 象

动画片断

播放ꎬ 激 发 学

生学 习 兴 趣ꎬ

活 跃 课 堂 气

氛ꎮ

１０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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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马”字的演变过程

篆书:古朴规正

隶书:方正厚实

魏碑:庄严板实

楷书:工整稳重

行书:书写流畅

草书:行云流水

随着文字的演变ꎬ

中国书法的各种书体

展现出鲜明的艺术特

征ꎮ

我们来看这个装

饰字ꎮ

欣赏书中的装饰字ꎬ金龙集团的标志

＿龙ꎬ左半边是的“金”字的开头字母“ ｊ”ꎬ

也是繁体的“龙”字左半部分ꎬ这部分十分

工整ꎬ而右半部边却是()的装饰?

“龙”的设计体现出字体的一种装饰

方法ꎬ那就是──从中国的书法艺术中吸

取营养ꎮ

“家”字更是传递着

中国汉字文化的内涵ꎬ以

草书为基本原型ꎬ使信息

传播和视觉审美达到完

美的结合ꎬ“家”的一点设

计成五彩的“台湾”ꎬ是中

华儿女对台湾回家的企盼ꎮ

还有很多这样设计方法的运用:

欣赏取材书法的字体设计作品ꎮ

板书:取材书法

欣赏书法作品ꎬ感

受不同书体的艺术特

征ꎮ

学生回答:

书法、篆刻

学生听讲

学习汉字的设

计ꎬ首 先 应 该

了解汉字的历

史ꎮ

感受中国书法

的魅力ꎮ

从文字的

发展ꎬ 中 国 书

法的 魅 力ꎬ 引

出文字的一种

装饰方法ꎮ

深入分析

教材实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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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部变化

　 　 欣赏一组经过

局部装饰的字ꎬ请同学

们分析字体什么位置发

生了变化ꎮ

教师提问:

１ 中华慈善大会中繁体“华”是怎样

设计的?

２ 请同学们

分析作品 “梅兰

竹菊” 中的兰和

菊ꎮ

这种通过装饰文字局部的方法叫做

局部变化ꎮ

欣赏部分学生作品ꎮ

请同学们根据这种方法ꎬ从 “太”、

“叶”、“泡”中选择一个字进行装饰变化ꎮ

板书:局部变化

教师组织学生展示作业ꎮ

三、整体装饰

学生作业展示ꎬ有的

同学“太”字不仅仅设计了

“点”ꎬ同样设计了 “大”ꎬ

使得画面更加丰富ꎬ生动ꎮ

请同学们在

上次设计的基础

上ꎬ对自己的作

品再进行整体的

装饰ꎮ

板书:整体装饰

还有一些好的字体装饰方法:

比如说字画结合、凸显特征ꎬ共用笔

画等等ꎬ大家可以在随后的作业中尝试练

习ꎮ

欣赏取材书法的字体

设计作品ꎮ

学生欣赏作品、听

讲ꎮ

学生尝试回答:

１ 中华慈善大会

中繁体“华”的草字头

设计成爱心的汇聚ꎮ

２ “兰”的草字头

设计成了兰花的叶子ꎻ

“菊”把字中“米”

的部分设计成了菊花ꎮ

学生欣赏作品ꎮ

学生欣赏并根据

尝试进行一个字的装

饰设计ꎮ

小组选出一名同

学的作品进行展示ꎬ并

说出为什么这样设计ꎮ

学生听讲ꎬ思考ꎮ

学生根据原有的

设计ꎬ进行二次绘画ꎮ

小组选出一名同

学的作品进行展示ꎬ并

说出为什么这样设计ꎮ

学生尝试

分析 作 品ꎬ 获

得相关知识ꎮ

学生尝试

设计ꎬ 在 实 践

中巩固相关知

识ꎮ

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设计

与交 流ꎬ 培 养

学生的合作能

力ꎬ加 强 学 生

的自主学习ꎮ

学生对同

一文字“太”用

两种不同的方

法进行设计实

践ꎬ使 知 识 的

学习合理的衔

接起来ꎮ

１０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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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开

注意事项

１ 符合特定的字意

很多同学们设计的“太”字都很精彩ꎬ

我如果组词做“太阳”非常合适ꎬ那如果组

词做“太极”呢? 就不合适了ꎮ

如果组词做“太极”ꎬ应当把“太”字的

点设计成为“太极”的图案ꎬ这样才恰当ꎮ

教师小结:在设计中一定要注意符合

文字的字意ꎬ做到恰如其分ꎮ

举例:

教师提问: 教材

中“住”字的设计是如

何达到文字字形和字

意完美结合的?

２ 文字设计要易

识

一个文字有很多种设计方法ꎬ比如说

我们的练习ꎬ老师只出了三个字ꎬ却有着

这么多的版本ꎮ

但是有些同学的字体设计做得十分

精彩ꎬ却很难分辨出是什么字ꎬ这样就导

致华而不实ꎬ作品设计失败ꎮ

学生作业反面素材展示ꎮ

３ 合理的色彩运用

合理的色彩会为作品增彩不少ꎮ

展示优秀的设计作品ꎮ

学生听讲ꎬ思考ꎮ

学生尝试回答:

教材中“住”字的

设计ꎬ给我们的第一感

觉是一栋房子ꎬ再细看

才发现是文字字形和

字意完美的结合ꎮ

学生欣赏、听讲、

思考ꎮ

同 样 是 “ 太 ”

字ꎬ出 现 在 两

个不同的词组

中ꎬ不 同 意 思

决定同一文字

必须用不同的

方 法 进 行 设

计ꎬ体 现 设 计

方 法 的 多 样

性ꎬ引 发 学 生

的思考ꎮ 同时

也解决了教学

难点ꎮ

分析教材

实例ꎬ 巩 固 知

识要点ꎮ

反面素材

的展 示ꎬ 引 发

学生对文字设

计必须易识的

思考ꎬ 解 决 教

学难点ꎮ

展示优秀

作品ꎬ 给 学 生

以冲击力ꎮ

５

分

钟

拓展

文字经过设计更具有美感ꎬ更加醒目ꎮ 在

现代视觉艺术中ꎬ字体设计在标志设计、

商品包装、书籍装帧等领域里ꎬ显示出其

独特的艺术感染力ꎮ

展示字体设计在不同领域的运用ꎮ

学生欣赏、听讲、

思考ꎮ

阐述字体设计

在不同领域的

运用ꎬ 为 作 业

做铺垫ꎮ

２

分

钟

５０１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微格教学展示内容与形式

微格教学是对教师教学基本功的综合考查ꎬ是教师教学设计、实施、研究、评价等能力的反映ꎮ

１ 范围: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版两套初中美术教材ꎮ

２ 微格教学展示形式: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选择展示内容ꎮ 准备展示文稿和 ＰＰＴꎬ应围绕

所抽取到的课题展示一个相对完整的课堂教学ꎮ

３ 依据展示情况ꎬ回答评委问题ꎮ 答辩内容涉及教师对文本的解读、对教学内容的分析、对理论观点

的见解、对教学理念的选择等ꎮ

二、微格教学展示文稿格式与答辩要求

(一)格式

课题名称: 教材版本:

教师姓名: 学校: 展示编号:

教师年龄: 教龄: 职称:

教学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教学内容分析

学生情况分析

教学重难点分析

教学目标

教学流程图

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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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时间

教学设计特色说明

(二)要求

１ 依据微格教学展示文稿体例完成ꎬ打印五份ꎬ于答辩前交给评委ꎮ

２ 配合微格教学展示过程ꎬ要有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ꎬ作为信息技术考核的内容之一ꎮ

３ 微格教学前要对教师本人、微格展示课题做简单介绍ꎬ要板书课题ꎮ

４ 微格教学展示中要重点分析教学过程ꎬ对其中的学生活动设计、组织、活动结果的总结利用等要做

详细说明ꎮ

５ 微格教学展示后ꎬ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ꎮ

６ 微格教学展示在 １５ 分钟内完成ꎬ回答问题 ５ 分钟ꎬ共计 ２０ 分钟ꎮ

三、微格教学课答辩评价要点

(一)微格教学展示与说课答辩过程

———是否依照微格展示文稿体例要求完成

———微格教学展示过程中教师的教态、语言、板书设计

———答辩过程中灵活应变

(二)微格教学展示内容分析

———教学内容的科学性

———教学目标的合理性

———教学过程的创新性(尤其是学生活动的设计、组织、活动成果的利用)

(三)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具使用

———是否有 ＰＰＴ 稿

———ＰＰＴ 稿的设计(包括内容呈现、师生交互、学生自主学习)

参考样题:

微格课题目«资料册的设计与制作»

答辩参考题:

(１)尝试制作是本课升华部分ꎬ让学生动手实践ꎬ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ꎬ在创作中发挥自己的创新精神

和个性ꎬ增强他们的创作欲望ꎬ您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处理?

(２)您如何引入这节课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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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评价

项目

分

值
主要内容

等级

Ａ Ｂ Ｃ Ｄ

合

计

教学

设计

稿

１ 按要求编写格式规范、内容充实的教学设计

稿ꎮ ２ 制作实用的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ꎮ

微格

教学

过程

基

本

素

质

１ 教态自然亲切ꎬ端庄大方ꎬ情绪饱满ꎬ有
互动感ꎬ教学语言准确精炼ꎮ
２ 板书内容简要ꎬ安排合理ꎬ字体工整ꎮ
３ 课堂演示到位ꎬ有针对性ꎮ
４ 使用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教学ꎬ设计美观

简洁ꎬ运用熟练ꎮ

微格

教学

过程

教
学
内
容

１ 教学目标科学ꎬ符合学科特点ꎬ适合学生

认知发展ꎮ
２ 教学内容适宜ꎬ考虑到学生的学习需求ꎬ
发掘了教材文本的核心价值ꎮ
３ 教学重点准确ꎬ符合教学要求和学生实

际ꎮ
４ 教学难度适宜ꎬ课堂容量适当ꎬ条理有

序ꎮ

教
学
方
式

１ 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实施教学ꎬ开
发和利用丰富的课程资源ꎮ
２ 教学活动适宜、多样ꎬ有助于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ꎮ
３ 教学环节清晰ꎬ过渡自然ꎬ具有可操作

性ꎮ
答辩

过程

１ 表达清楚、回答准确ꎮ
２ 简明扼要、见解独到ꎮ

评委

签字 总分: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制作要求

１ 使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ＣＳ４ 软件进行图片制作

２ 从所提供的图片中按照范例提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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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按照范例选择字体ꎬ添加处理效果

４ 按照范例处理背景图片

５ 最终完成图片以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ＣＳ４(ｐｓｄ)和(ｊｐｅｇ)两种格式分别存档

(主要测试:⑴裁图、背景图片变形、水平反转ꎬ⑵抠图、分层ꎬ⑶滤镜、渲染、画笔描边ꎬ⑷添加文字加阴

影)

二、组织形式

１ 考试的时间:９０ 分钟

２ 考核方式:单人单机独立操作ꎬ自带笔记本电脑ꎬ电脑安装相关软件ꎮ
３ 考试题目及材料提前拷贝刻录成光盘ꎬ放置在桌面上ꎮ

三、样题

　 　 １ 按照范例处理背景图片ꎮ
　 　 ２ 从所提供的图片资料包中按照范例提取资源ꎬ对每个人物进行抠图、并分为 １６ 层图层ꎬ前后遮挡关

系合理ꎮ
　 　 ３ 按照范例选择字体ꎬ添加处理效果ꎮ
　 　 ４ 最终完成图片以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ＣＳ４(ｐｓｄ)和( ｊｐｅｇ)两种格式分别以“本人的展示编号”存档完成ꎬ最终

以 Ｕ 盘形式上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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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２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专业知识部分(约 ７０ 分)

初中信息技术学科专业知识与技能展示采用的题型包括:选择题、问答题、案例分析题等ꎻ学科教育心

理学与教学论内容的考查与专业知识相结合ꎮ

一、课程知识

要求与范围:在教学中准确把握«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中关于课程任务、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课时安排等要求ꎮ 参照«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中关于课程性质、课程理念、教学要求、教学评价等内

容ꎬ结合初中信息技术学科的特点指导教学实践ꎮ 理解教材的整体结构、特点ꎬ掌握各部分教学内容ꎮ 能

创造性使用教材ꎬ将教材内容与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进行有效结合ꎮ
样题:
«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中指出ꎬ在教学中要关注学生基础水平和认知特点差异ꎬ鼓励个性化发展ꎮ

请简要说明教学中应该怎样落实ꎮ

二、学科知识

要求与范围:掌握与初中信息技术课程相关的计算机软、硬件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ꎮ 了解与初中信息

技术课程相关的信息技术发展历史、最新成果、发展趋势ꎬ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等基本内容ꎮ
样题:

　 　 １ 数制转换(１１０１１０１０) ２ ＝ (　 　 ) １０

　 　 ２ 在计算机发展史上最早提出计算机可以有智能的思想ꎬ并且给出了判定方法ꎬ从而被誉为“人工智

能之父”的科学家是(　 　 )
Ａ 冯诺伊曼 Ｂ 布尔 Ｃ 查理斯马贝奇 Ｄ 阿兰图灵

　 　 ３ 下列关于 ＩＰｖ４ 的叙述中ꎬ错误的是(　 　 )
Ａ 每一个主机的 ＩＰ 地址都由网络地址和主机地址组成

Ｂ 在 Ａ、Ｂ、Ｃ 三类地址中ꎬＡ 类地址的网络数最少

Ｃ 用二进制表示的 Ｂ 类地址的前两位一定是“１０”
Ｄ 一个 Ｃ 类地址拥有 ８ 位主机位ꎬ可给 ２５６ 台主机分配地址

三、教育教学知识

要求与范围:了解初中学生信息技术学习的认知规律ꎮ 能在课程理念指导下ꎬ依据教学内容及学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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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ꎬ采用适宜的教学方式和手段ꎬ组织并指导学生高效学习ꎮ
样题:
通过安排学生完成一定的任务进行学习是信息技术教学的主要途径之一ꎬ在具体实施中应注意哪些

问题?

四、教育评价知识

要求与范围:了解教学评价的主要类型、特点及适宜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方法ꎬ能制定和实

施教学评价方案ꎮ 能依据测试目标和内容进行命题、评析与反馈ꎮ
样题:
课堂教学评价具有促进学生发展和教师专业成长的双重功能ꎮ 请你简述对“课堂教学评价可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的理解ꎮ

第三部分:教学案例评析部分(约 ２０ 分)

要求与范围:根据信息技术课程理念以及«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的要求ꎬ结合教学实际情

况ꎬ对所给案例进行分析与说明、提出意见与建议等ꎬ这是对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考查ꎮ
题型:案例分析题

样题:
一位教师在教授一节“Ｆｌａｓｈ 基本动画制作初步应用—龟兔赛跑”课时ꎬ制订了如下学习目标:
知识与技能:学习不同类型动画的区别ꎮ
过程与方法:发现 ｆｌａｓｈ 中的问题ꎬ并能进行调整ꎮ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学习热情ꎬ提倡团结协作ꎬ渗透创新意识ꎮ
请对这位老师制订的教学目标做简要分析ꎬ并对自己认为不合适的表述进行修改ꎮ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展示的范围与要求

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是对教师教学基本功的综合考查ꎬ是教师教学设计、实施、研究、评价等能力的反

映ꎮ
(一)范围:«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中的教学内容ꎬ参考现行北京版信息技术 ７ － ９ 年级教

材ꎮ
(二)形式: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ꎬ抽签决定展示内容与展示时间ꎬ根据内容自拟课题ꎻ按要求撰

写展示文稿并制作展示 ＰＰＴꎻ依据抽签课题与时间ꎬ以 １５ 分钟微格教学片段进行展示ꎮ
(三)答辩:时间为 ５ 分钟ꎮ 依据展示情况ꎬ回答评委问题ꎮ 答辩内容涉及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分析、对

课程理念的理解等ꎮ

二、展示稿格式与答辩要求

(一)展示稿格式

微格教学片段展示稿中应包括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分析、学生情况分析、教学目标及重难点、展示

的主要教学技能、教学过程说明和教学设计的特点等内容ꎮ 具体可参考以下体例:

课题名称:

教师姓名: 学校: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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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年龄: 教龄: 职称:

教学指导思想

注:简要、清晰地表达本节课中这个教学片段的指导思想ꎬ并能说明与本节课(单元)教学内容的必然联

系ꎮ

教学内容分析

注:简要、清晰地说明这个教学片段教学内容在教材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ꎮ

学生情况分析

注:深入、具体地说明所教学生的已有知识和认知特点ꎮ

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教学流程图

注:用流程图呈现本节课(单元)的教学设计“全貌”ꎬ并说明或标注“微格教学”展示的部分所涉及的环

节及教学技能ꎮ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资源或设

计意图等
是否展示

教学设计的特点

注:简明描述这个教学片段教学设计的突出特点ꎬ即与以往的教学设计明显不同的方面ꎬ并说明设计的

意图ꎮ

(二)要求

１ 教学过程要求写出一节完整课的教学过程ꎬ在其中分别标示出展示或略过的部分ꎮ
２ 依据展示稿体例要求完成展示稿ꎬ打印五份ꎬ于答辩前交给评委ꎮ
３ 配合微格教学展示过程ꎬ要有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ꎮ
４ 展示后ꎬ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ꎮ

三、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一)展示稿与展示答辩过程

１ 是否依照体例要求完成展示稿和 ＰＰＴ 的设计ꎮ
２ 针对展示过程中教师展示的教学技能(如语言技能、提问技能、讲解技能等)ꎮ
３ 答辩过程中能抓住要点ꎬ灵活应变ꎮ
(二)展示内容设计

１ 教学内容的科学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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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教学环节的逻辑性ꎮ
３ 教学过程的创新性ꎮ
４ 教学观点的生成性ꎮ

附件 １:展示与答辩评价表

评价

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展示

准备

１ 依据格式要求有完整的展示稿ꎮ
２ 制作完成有肋于学生学习的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ꎮ

教学

内容

１ 教学目标明确ꎬ合理ꎮ
２ 教学能突出重点、化解难点ꎮ
３ 教学内容无科学性错误ꎬ能全面完成教学任务ꎮ
４ 教学的过程围绕教学目标展开ꎬ学科思维方法得到体现ꎮ

教学

设计

１ 教学过程设计思路清晰、环节清楚ꎬ具有可操作性ꎮ 包括如何组织教学、如
何设计教学情境活动、如何进行教材的组织和呈现、如何促进知识的理解和巩

固及时间安排等方面的考虑ꎮ
２ 评价活动设计ꎬ即评价学生的认知情况ꎬ包括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反馈情况

(课堂练习、课堂提问等)及课后教学评价的设计(课后作业、评价问卷等)ꎮ

教学

手段

１ 灵活应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ꎬ能对新的教学模式进行尝试ꎮ
２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支持学生的学习服务ꎮ
３ 有意识地主动开发和利用多种课程资源ꎮ

整体

印象

１ 上课时情绪饱满ꎬ充满激情ꎬ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情绪ꎬ有互动性ꎻ
２ 教学语言准确精炼、清晰生动、条理性强ꎬ语调节奏把握恰当ꎻ

答辩

过程

１ 在 ５ 分钟内回答完评委问题

２ 思路清晰、回答准确

３ 问题分析有深度

第三项:操作技能展示 ３０ 分
一、范围及要求

计算机操作系统设置ꎻＭＳ Ｏｆｆｉｃｅ(Ｗｏｒｄ / Ｅｘｃｅｌ /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灵活应用ꎻ多媒体处理软件应用(图形图像、
音频、视频、动画)ꎻＶＢ 程序设计ꎮ

二、考试时间:６０ 分钟

三、样题

１ 为一份较长的文档中的一二级标题设置统一格式ꎬ并在文档前添加目录ꎮ
２ 根据规定题目ꎬ利用给定素材编制教学课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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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技术学科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
(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专业知识与技能(约 ６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１ 课程基本知识

理解劳动技术课程的性质与价值ꎻ理解劳动技术课程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ꎬ并能在初中劳动技术课

程教学中实际应用ꎻ能够根据地方和学校的实际需求开发和利用广泛的课程资源ꎮ
２ 学科基础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

知道工艺的含义和常用工艺的种类ꎻ知道常见材料的基本特性ꎻ了解常用技术语言的种类及其应用ꎬ
例如:能识读一般的加工图纸、线路图ꎬ能绘制简单的三视图等ꎻ能根据需要进行简单的技术试验ꎻ能根据

设计要求对设计过程和最终作品进行评价ꎮ 具体项目要求与范围如下:
(１)木工项目

木工常用工具、量具的使用与维护ꎻ选料、绘图、识图、画线、锯割、刨、凿以及常用连接方法的基本操

作ꎻ以三合板、薄木板与小木方为材料的简单木工作品的设计与制作ꎮ
(２)金工项目

金工常用工具、量具、设备的使用与维护ꎻ选料、绘图、识图、划线、锯割、锉削、弯折和咬合等基本操作

方法ꎻ以金属薄板和金属丝为材料的简单作品的设计与制作ꎮ
(３)电子技术项目

电子技术常用工具、仪器的使用与维护ꎻ识别常用电子元器件及其符号ꎻ识读简单电子技术作品的原

理图与安装图ꎻ带锡焊接、点锡焊接与拆焊等基本操作方法ꎻ简单电子技术作品的制作ꎮ
(４)种植项目

种植技术常用工具的使用与维护ꎻ播种、扦插、压条、分株、嫁接、组织培养等繁殖技术的基本操作方

法ꎻ土壤栽培、无土栽培的基本操作方法ꎮ
３ 教学方式、手段与策略

了解学生学习初中劳动技术的认知规律ꎬ并能依据教学内容、要求及学生特点ꎬ合理选择模仿、合作、
研究等教学方式和合理使用计算机、投影仪等教学手段ꎻ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和身心发展特点出发ꎬ立足于

“做中学”和“学中做”ꎬ应用小组学习、合作学习等教学策略ꎮ

二、题型

主要题型:选择题、问答题、作图题、案例分析题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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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题

１ 选择题

　 　 (１)劳动技术教育是与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相衔接ꎬ以学生获得积极的劳动技术体验ꎬ 学

生技术素养为主旨ꎬ以 学习为主要特征的教育ꎮ (　 　 )(　 　 )
Ａ 培养、操作性 Ｂ 提高、实践性 Ｃ 培养、综合性 Ｄ 提高、创造性

图甲 图乙

　 　 (２)某同学用钳工工具将如图甲所示的圆钢加工成如图乙所

示的工件ꎬ加工环节主要有:①锯割ꎻ②划线ꎻ③锉削ꎮ 其合理的顺

序是(　 　 )(　 　 )

Ａ ②→③→①

Ｂ ③→②→①

Ｃ ①→②→③

Ｄ ②→①→③

　 　 (３)右图所示调整刨刀的操作是(　 　 )

Ａ 进刀

Ｂ 退刀

Ｃ 修刨刃

Ｄ 修刨身

　 　 ４ 焊好的元件与电路板面板接触不实ꎬ电流时通时断叫(　 　 )
Ａ 错焊 Ｂ 假焊

Ｃ 虚焊 Ｄ 漏焊

　 　 (５)剪取植物的茎、叶、根、芽等作为插穗ꎬ插入土中、沙中ꎬ或浸泡在水中ꎬ等到生根后栽种ꎬ使之成为

独立的新植株ꎮ 这种植物繁殖技术为(　 　 )
Ａ 扦插 Ｂ 分株 Ｃ 嫁接 Ｄ 组织培养

　 　 ２ 问答题

(１)简述初中劳动技术课程的性质与价值ꎮ

(２)写出使用多用电表测量电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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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图 立体图

　 　 ３ 作图题

根据立体图ꎬ补画三视图中的缺线ꎮ

　 　 ４ 案例分析题

下面是某教师设计的“循环灯制作”一课的教学目标:
(１)知识与技能:学习色环电阻器的识别方法ꎮ
(２)过程与方法:通过循环灯作品的制作ꎬ初步学会按图安装、焊接元器件的方法ꎮ
(３)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对电子技术的学习兴趣ꎬ培养学生的技术素养ꎬ养成乐于探索、乐于动手、

乐于发现的科学精神ꎮ
请你根据教学目标制定的基本原则与要求以及本课的具体教学内容ꎬ对上述教学目标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ꎮ

第三部分:教学设计与案例评析(约 ３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能从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教学背景分析、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设计、学习效果评价设

计和教学设计特点分析等几方面进行 １ 课时或片段的教学设计ꎮ 能对提供的教学案例或片段ꎬ依据具体

要求ꎬ对相关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ꎮ

二、题型

主要题型:案例分析题、撰写教学设计等ꎮ

三、样题

　 　 １ 案例分析题

情景:某教师在教授“常用木工工具—锯割工具”这一节课时ꎬ首先通过展示实物并借助播放课前准备

的幻灯片演示文稿介绍了锯割工具及其组成ꎻ随后教师利用事先录制好的视频录像示范了锯割操作过程ꎬ
在一边播放视频一边进行讲解的过程中ꎬ教师对某些环节进行重点说明并有选择地重复播放某些视频片

断ꎻ最后ꎬ教师在黑板上以板书的形式对本节课进行总结ꎮ
请你结合初中劳动技术课堂实际和相关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ꎬ找出上述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改进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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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撰写教学设计

以“常用金工工具———锉刀及其使用方法”为内容ꎬ撰写 １ 课时的教学设计ꎮ

教学设计体例:

课题名称

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教学背景分析

教学内容:
学生情况:
教学方式:
教学手段:

教学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流程示意图

教学过程

教学阶段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置

意图

技术

应用

时间

安排

学习效果评价设计

评价方式

评价量规

教学设计特色分析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展示的范围与要求

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是对教师教学基本功的综合考查ꎬ是教师教学设计、实施、研究、评价等能力的反

映ꎮ

１ 范围:木工项目、金工项目、电子技术项目、种植项目(主要参考北京出版社出版教材)

２ 要求:教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选择展示内容ꎬ按照学科制定的编写格式提供微格教学设

计稿ꎬ并能选择适宜的媒体(包括视频、音频、板书、模型或原型等)和现代教育技术(如计算机、投影仪等)

进行教学ꎮ 教师依据确定的题目进行微格教学与答辩(２０ 分钟)ꎬ其中微格教学 １５ 分钟ꎬ回答评委问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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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ꎮ

二、展示稿与答辩要求

(一)格式

初中劳动技术学科微格教学展示稿体例与基本要求

展示教师信息
教师姓名: 展示号:

展示内容信息
课题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整体设计思路

注:可用文字、流程图、结构图等多种方式ꎬ呈现出本内容的整体教学思路

展示设计

注:重点设计需展示的内容ꎬ形式不限ꎬ如文本式ꎬ表格式等ꎮ

创新点评价

注:对要求展示部分的设计进行评价ꎬ重点突出其创新之处ꎮ

(二)要求

１ 依据展示稿体例要求完成展示稿ꎬ打印五份ꎬ于答辩前交给评委ꎮ
２ 配合微格教学展示过程ꎬ要有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ꎬ作为现代教育技术运用考核的内容之一ꎮ
３ 展示前要对教师本人、展示的课题做简单介绍ꎬ要板书课题ꎮ
４ 展示后ꎬ回答评委提出的问题ꎮ
５ 微格展示教学在 １５ 分钟内完成ꎬ回答问题 ５ 分钟ꎬ共计 ２０ 分钟ꎮ

三、展示与答辩评价标准

评价

项目
主要内容

等级

Ａ Ｂ Ｃ Ｄ

展示

稿及

ｐｐｔ

格式规范:内容符合编写要求ꎬ文字通顺、简练ꎬ结构清晰ꎬ各部分协调一致ꎮ

教学目标: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ꎬ全面、恰当、具体、清晰、可观察、可检测ꎮ

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处理教材内容ꎬ合理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ꎬ课堂教学容

量和难度适合学生认知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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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格

教学

过程

基
本
素
质

(１)教态:精神饱满、自然亲切、仪表大方、富有激情ꎮ

(２)语言:正确、清晰、简练、流畅ꎬ有感染力和启发性ꎮ

(３)演示:面向全体ꎬ规范明显ꎬ程序清楚ꎬ操作熟练ꎬ具有示范性和互动

性ꎮ

(４)板书:布局合理ꎬ内容恰当ꎬ重点突出ꎻ书写正确、规范ꎬ绘图标准、直
观ꎬ字迹清楚、整洁ꎬ与讲解结合恰当ꎬ速度适宜ꎮ

(５)资源:整合多种教学资源ꎻ课件图文并茂、美观简捷、结构合理ꎮ

教
学
过
程

(１)教学目标:按时完成教学任务ꎬ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ꎮ

(２)教学过程:紧密围绕教学目标展开ꎬ主线突出ꎬ结构合理ꎬ环节清晰ꎬ
层次分明ꎬ密度适当ꎮ

(３)教学方法: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实施教学ꎬ能体现技术的实践性

与实用性ꎬ能引导、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ꎻ教学活动适宜、多样ꎬ有助于突

出重点、突破难点ꎮ

答辩

过程
表达清楚、回答准确、简明扼要、观点明确ꎬ有理有据ꎮ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范围及要求

熟练操作计算机、视频投影仪、实物投影仪等教学设备ꎻ依据提供的电子素材ꎬ能够运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文件

管理和 ｏｆｆｉｃｅ 办公软件(Ｗｏｒｄ、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Ｅｘｃｅｌ)制作教学课件ꎮ
二、组织形式

１ 时间:４５ 分钟

２ 方式:根据提供的教学内容和相关资源包ꎬ综合运用 ｏｆｆｉｃｅ 办公软件制作一份教学课件ꎮ

三、样题

１ 在桌面上建立以您的“本人编号”为名称的文件夹ꎬ如:１２３４５ꎮ 将“试题”文件夹中的视频文件“锯
割  ｒｍｖｂ”复制到这个文件夹中ꎮ

２ “试题”文件夹中“教学  ｐｐｔ”是一份尚未完成的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ꎮ 请按下列要求完成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ꎬ
做好后的演示文稿以“课堂演示文稿  ｐｐｔ”为文件名ꎬ保存在“本人编号”文件夹中ꎮ 演示文稿具体要求如

下:
(１)从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提供的设计模板中选择一个适合课堂教学使用的模板ꎬ保证学生可以清楚地看清所

有学习内容ꎮ
(２)将第二张幻灯片改为采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提供的“标题ꎬ文本与剪贴画”设计版式ꎮ
(３)将第三张幻灯片的图片添加“出现”的动画效果ꎮ
(４)为第四张幻灯片中的文字“锯割”制作超级链接ꎬ链接到标题为“锯弓的构造”幻灯片页ꎮ
(５)在标题为“检查”的幻灯片页(最后一页)的右下角插入一个自选图形ꎬ并以此为按钮做超级链接ꎬ

链接到第四张幻灯片(幻灯片标题为“工具”)ꎮ
(６)在第五张幻灯片的上方插入文本框ꎬ输入“锯割操作”ꎬ文字格式为黑体、５０ 号字ꎮ
(７)为第六张幻灯片中的文字“锯割视频”制作超级链接ꎬ链接到“本人编号”文件夹中的“锯割

 ｒｍｖｂ”视频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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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题”文件夹中有一个“成绩  ｘｌｓ”文件ꎮ 请按要求完成下列工作ꎬ完成后将这个文件以“成绩分

析  ｘｌｓ”保存在“本人编号”文件夹中ꎮ 具体要求如下:
(１)计算每个学生的总分ꎬ结果保留两位小数ꎻ计算每个项目全体学生的平均分ꎬ结果保留两位小数ꎮ
(２)按照总分对学生进行降序排序ꎬ总分相同“项目 ２”得分高的排在前面ꎬ如果还相同则“项目 １”得

分高的排在前面ꎮ
(３)绘制柱形图:ｘ 轴为三个项目的名称ꎻｙ 轴为分数ꎻ图例为学号ꎮ
４ 打开“试题”文件夹中的“锯割操作  ｄｏｃ”ꎬ按要求完成编辑ꎬ并将编辑好的文件用“锯割  ｄｏｃ”作为

文件名保存在“本人编号”文件夹中ꎮ 具体要求如下:
(１)标题“锯割操作”单独一页ꎮ
(２)“锯割操作  ｄｏｃ”内容分为四项ꎬ标题分别为:“一、锯弓的组成”“二、锯条的分类”“三、锯割操作

动作”“四、锯割常见问题”将这四个标题设置为一级标题ꎬ采用宋体、３ 号字加粗ꎮ 并形成目录ꎬ放置在第

二页ꎮ
(３)将“试题”文件夹中的“锯弓效果图. ｊｐｇ”、“课堂演示文稿  ｐｐｔ”、“成绩分析  ｘｌｓ”三个文件链接到

“锯割  ｄｏｃ”文档“一、锯弓的组成”中相应的文字ꎮ
５ 将完成的题目打包成为∗ ｒａｒ 或者∗ ｚｉｐ 文件上交到指定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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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展示内容说明

第一项:统一笔试 １００ 分(时间:１５０ 分钟)

第一部分:公共部分(约 １０ 分)

参见总体说明ꎮ

第二部分:专业知识与技能(约 ６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的实

施意见(试行)»为主要依据ꎬ结合课程实践ꎬ研究和分析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相关问题ꎮ
１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设置和实施的基本理论ꎮ
２ 研究性学习的基本特点、实施步骤与基本要求ꎬ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性主题活动的方法与策略ꎻ社区

服务和社会实践的目标及活动设计要求ꎮ
３ 教师有效指导和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ꎮ
４ 不同类型的主题活动、活动实施不同阶段对学生进行评价的原则、内容、方式和方法ꎮ

二、题型

主要包括: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辨析题、案例分析题和设计题ꎮ

三、样题

(一)填空题

　 　 １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规定从 至 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

作为 课程ꎬ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 、 、以及劳动与

技术教育ꎮ 强调学生通过实践ꎬ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ꎬ学习 的方法ꎬ发展 的

能力ꎮ
　 　 ２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意见»指出:在中小学开设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ꎬ有利于体现 的基本理念ꎬ全面实施 ꎻ有利于密切

和 的联系ꎬ改善学校教育的 ꎻ有利于鼓励教师创造性地实施课程ꎬ促进学生

的发展ꎬ有利于扩展德育的空间和视野ꎬ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ꎮ
　 　 ３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内容丰富多彩、开放而又广泛ꎮ 课程内容要面向 ꎬ贴近学生的

ꎬ 关 注 学 生 的 ꎬ 引 导 学 生 ꎬ 主 动 发 展ꎻ 要 围 绕

ꎬ ꎬ 的关系来设计、组织活动ꎮ

(二)名词解释

　 　 １ 研究性学习

　 　 ２ 调查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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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社区服务

　 　 ４ 合作学习

　 　 (三)简答题

　 　 １ 简述初中学段(７ ~ ９ 年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目标ꎮ
　 　 ２ 简述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ꎮ
　 　 ３ 简述实验设计的一般原则ꎮ
　 　 ４ 简述教师在综合实践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ꎮ
　 　 ５ 简述“问题解决”的含义、过程及培养策略ꎮ
　 　 ６ 简述综合实践活动评价的原则ꎮ
　 　 ７ 综合实践活动学生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方面ꎮ
　 　 (四)论述题

　 　 １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的区别和联系ꎮ
　 　 ２ 请结合实例谈谈在学生确定活动主题之后ꎬ如何指导他们制定一份合理可行的活动方案?
　 　 ３ 学生外出活动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学校和家长所担心的ꎬ您在指导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时是如何

确保学生外出活动安全的?
　 　 ４ 请结合实践经验ꎬ谈谈您是如何指导学生形成研究成果并进行展示和交流的ꎮ
　 　 (五)辨析题

综合实践活动强调学生的自主性ꎬ因此有的教师认为在学生活动过程中ꎬ教师不应干涉他们ꎬ最好所

有的事情都由学生自己决定ꎮ 对此ꎬ您有什么看法?
(六)案例分析题

有一组学生要研究北京小吃ꎬ他们设计了如下的调查问卷ꎮ 请您分析一下这份问卷存在哪些问题ꎬ您
将如何指导他们修改和完善这份问卷?

调查问卷

１ 你吃过北京小吃吗? ( 　 　 )
Ａ 吃过 Ｂ 没吃过

２ 你了解北京小吃么? ( 　 　 )
Ａ 很了解 Ｂ 了解一些 Ｃ 不了解

３ 你知道的北京小吃有多少种? ( 　 　 )
Ａ １ － ５ Ｂ ６ － １０ Ｃ １１ 种以上

４ 请您写出您所了解的北京风味小吃ꎮ
答:

５ 您吃北京小吃的地点( 　 　 )
Ａ 超市 Ｂ 小吃店 Ｃ 饭馆 Ｄ 其他

６ 您会做北京小吃么? ( 　 　 )
Ａ 会 Ｂ 不会

７ 作为合格的北京人ꎬ你认为我们是否应该将北京小吃传承下去?
Ａ 应该 Ｂ 不应该

８ 我们是否应该发动中学生和媒体的力量来帮助北京小吃继续发展?
Ａ 应该 Ｂ 不应该

(七)设计题

在“珍惜水资源”这个主题活动中ꎬ各小组学生设计出了宣传节约用水的公益广告ꎬ并在全班进行展示

交流ꎮ 请针对学生“公益广告设计”这项活动制定一份评价量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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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教学设计与案例评析(约 ３０ 分)

一、要求与范围

包括对一个完整主题活动的设计ꎬ以及教学案例的分析ꎮ 主题活动设计要能够描述具体的活动内容、
开展活动的步骤及主要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等内容ꎮ

二、题型

主要包括:活动方案设计、案例分析ꎮ

三、样题

１ 活动方案设计

请从“空气质量”、“交通状况”、“视力问题”中选择一个内容ꎬ将这一内容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综合实践

活动主题ꎬ围绕活动主题设计一份综合实践活动方案ꎮ

活动名称: 实施年级:

活动背景分析

　 　 应从选题来源、学校资源状况、参与研究的学生情况、教学方式的选择、教学手段的使用及技术准备

等方面进行主题活动的可行性分析ꎮ

主题活动目标分析

　 　 准确表述主题活动的目标、重难点ꎬ并结合活动内容、学生实际ꎬ对制定的重难点进行分析ꎮ 分析说

明教学资源的设计以及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办法和思路ꎮ

活动流程(选做)

　 　 对活动的过程进行概括和提炼ꎬ用直观、简洁的表格或流程图呈现整个活动过程各个阶段的师生实

践活动的内容和要求ꎮ

活动过程

　 　 介绍主题活动的内容、开展研究的步骤及主要的活动形式等内容ꎮ 做到各阶段设计思路清晰ꎬ活动

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安排合理ꎬ方法选择正确ꎬ具有可操作性ꎮ 要预设学生的活动ꎬ重点突出教师指导

策略ꎮ
一、主题活动的总过程:
(一)第一阶段

学生活动:
教师指导重点:
设计意图:
(二)第二阶段



教学效果评价设计

　 　 评价设计要明确具体、实事求是、指向积极ꎮ 评价方式要尽可能做到可操作性强ꎬ灵活多样ꎮ

　 　 ２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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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了“身边的老字号”这一主题活动ꎬ活动的主要过程如下:课前ꎬ教师要求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门口的“稻香村”食品店去看看ꎮ 上课时ꎬ教师先让学生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交流了

一下他们去“稻香村”的感受ꎬ学生们重点说了说他们喜欢吃的食品ꎮ 然后ꎬ教师提议为“稻香村”设计一

个店徽ꎬ然后用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学生讲解平面设计的原理ꎬ如文字的排列、图案和图形的组合、色
彩的搭配等ꎮ 让学生用七八分钟左右的时间绘制店徽之后ꎬ这位教师请了两位学生上讲台展示他们绘制

的店徽ꎬ并表扬他们画得很快ꎮ 下课铃响起ꎬ这位教师宣布这次关于“身边的老字号”主题活动圆满结束

了ꎮ
请您针对以上的教学案例进行分析和评议ꎮ 评议时应观点明确ꎬ条理清晰ꎬ论证有力ꎬ尽量对案例中

呈现的信息逐条进行分析ꎮ

第二项:微格教学展示与答辩 １００ 分

一、展示的范围与要求

根据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条线索ꎬ提供若干主题方向(如社会热点、环境保护、)ꎮ 教

师在微格教学展示前一周抽签选择展示内容ꎬ根据抽中的主题方向进行教学设计ꎮ
设计要求:
１ 结合学校实际ꎬ将抽签确定的主题方向转化为适合本校学生开展的活动主题ꎬ并针对自己所指导

的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设计ꎮ
２ 教学设计的对象为学生ꎬ即面向学生介绍这个主题活动应如何开展ꎬ活动各阶段的重点内容和需

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ꎮ
３ 应以完整主题活动为对象进行设计ꎮ 重点应突出学生在本次主题活动中可以采取哪些方式和方

法开展活动ꎬ以及在各项活动开展过程中学生应注意的问题ꎮ
４ 请按照以下体例进行微格教学设计ꎮ

序号 教学设计的项目 具体要求

１ 活动背景
创设情境ꎬ引出本次活动的主题ꎬ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兴趣ꎬ帮助学生明

确活动的目的、意义ꎮ

２ 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围绕活动主题ꎬ从多角度观察、思考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ꎮ

３ 确定主题
引导学生分析筛选提出的各种问题ꎬ从中选择并确定可以开展的活动主

题ꎮ

４ 制定方案
指导学生围绕主题ꎬ设计合理可行的活动方案ꎬ结合主题内容分析可能

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措施ꎮ

５ 活动实施
向学生介绍围绕主题ꎬ可以开展哪些实践活动ꎬ指出各个活动的重点、难
点ꎬ需要注意的问题ꎮ

６ 展示交流
提示学生可以采取哪些方式和方法在校内、校外展示自己的活动成果ꎬ
交流活动的收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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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评价反思 提示学生对活动进行评价与反思的主要内容、方式和方法ꎮ

８ 拓展延伸
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引导学生思考围绕活动主题还可以继续开展哪

些研究和实践活动ꎮ

　 　 二、展示稿与答辩要求

１ 展示稿:教师提前准备ꎬ围绕抽签确定的教学设计内容进行微格教学展示ꎮ 内容至少应包括上述

教学设计的八个部分ꎮ 微格教学展示 １５ 分钟ꎮ 要求提供微格教学设计和演示文稿ꎮ 微格教学设计的撰

写要求及评价要点参照上述体例中的规定ꎮ 演示文稿内容应该设计合理、结构清楚、主次分明ꎮ
２ 答辩要求:根据教师撰写的教学设计与微格教学展示的内容ꎬ评委进行提问ꎬ通过教师对 １ － ２ 个问

题的回答ꎬ展示教师对所完成的教学设计的分析与论证能力ꎮ 答辩时间 ５ 分钟ꎮ
三、展示与答辩评价要点

微格

教学

展示

准备

展示稿内容完整、语言流畅、思路清晰ꎮ

演示文稿生动、简明ꎬ有助于学生学习ꎮ

教师

素质

教师教态亲切、自然ꎬ情绪饱满ꎮ 演示文稿操作熟练ꎮ

教师语言清晰、流畅、准确、生动ꎬ有感染力ꎮ

教师讲解条理清楚ꎬ科学规范ꎬ有启发性ꎬ符合初中学生认识水平ꎮ

教学

过程

选题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实际ꎬ能很好地利用身边的资源ꎬ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

操作性ꎮ

活动设计体现学生主体地位ꎬ给学生自主思考与实践空间ꎬ活动方式、方法多样ꎬ
活动安排合理可行ꎮ

教师对学生开展活动能进行有效的指导和帮助ꎬ方法正确ꎬ策略得当ꎬ能灵活利用

各种资源与条件ꎬ保障活动顺利实施ꎮ

教师能引导学生形成有价值的活动成果ꎬ并进行充分的展示和交流ꎮ

教师对学生活动表现进行及时、恰当、有效的评价ꎮ

答辩

能领会并把握问题的关键词ꎮ

能简明扼要地阐述观点ꎬ回答较为条理、准确ꎮ

能恰当把握好回答时间ꎮ

第三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３０ 分

一、范围及要求

«北京市 ２０１２ 年初中教师新课程教学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培训指南»中对现代教育技术运用部分

内容的理解与应用ꎮ
二、考试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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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考试的时间:４５ 分钟ꎮ
２ 考核方式:上机操作ꎬ根据指定内容制作教学课件ꎮ

三、样题

您指导学生完成了一次«身边古建筑调查»的综合实践活动ꎬ学校认为您的这次活动很有教育意义ꎬ希
望您向全校教师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开展的具体情况ꎮ 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ꎬ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０３ 的软件环境下ꎬ根据给定

资源包(包括 Ｗｏｒｄ 文档、图片、视频等)提供的内容ꎬ自定题目ꎬ并按要求制作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ꎮ 具体要求如

下:
１ 按照要求建立、命名文件夹及文件ꎬ并保存到指定位置ꎮ
２ 按要求筛选、加工、处理素材ꎬ制作 ＰＰＴ 演示文稿ꎮ 演示文稿中的素材要按要求处理:包括利用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软件中的工具对图片进行剪裁和调整ꎻ利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将数据转化为统计图表ꎻ利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中的 Ｍｏｖｉｅ Ｍａｋｅｒ 软件对视频进行简单剪辑(选取有效片段ꎬ不做其他编辑)ꎮ 将剪辑后的视频以及一份

Ｗｏｒｄ 文档超级链接到演示文稿当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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