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凸显教学主张，构建活力课堂 
--归庄小学 2020“崇文杯”青年教师评优课暨智慧云授课活动方案 

根据学校智慧校园的创建计划，为凸显学校教学主张，构建活力课堂，切实提高课堂实

效，促进教师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方面的发展，特举办“凸显教学主张，构建活力课堂”

——归庄小学 2020 校级青年教师评优课暨智慧云授课比赛。 

一、活动宗旨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积极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成效，提高教师教研、科研水

平，加强课堂教学研究和交流。 

二、活动安排 

（一）参赛对象 

年龄 35 周岁及以下的本校教师，欢迎 35 周岁以上的教师报名参加。 

35 周岁以下教师名单：李颖、朱泓玮、彭艳萍、蒋艳雯、杨毅韬、张晓航、张琪、蒋芮、

张蓉芳、戴雨晴、杨静瑜、付洪梅、张冬梅、刘毛静、龚雨佳 

（二）比赛形式 

课堂展示。 

要求凸显“少教多学，精讲多练，打造以生为本的高效课堂”教学主张，构建活力课堂。

教师能够精心设计学练单，及时调控教学节奏，有效驾驭教学过程，当堂完成检测练习，学

生能够在动手实践、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中学习。 

课堂教学评分以《归庄小学聚焦核心素养，促进“学练融合”》为标准。 

（三）活动时间安排： 

第 10－12 周  

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参赛教师届时抽签）。 

（四）评分方法 

每位选手的比赛得分按如下方法计算： 

评委 70%；听课教师 30% 

三、奖项设置 

根据参赛教师的最终得分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 

四、本次活动未尽事项由学校行政会议讨论决定。 

五、备注：课堂教学评比活动期间，同学科教师都要参加听课，欢迎其他学科教师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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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年级 比赛内容 参赛教师 评委 

1 语文 五上 《父爱之舟》（第 2 课时） 李颖、朱泓玮、彭艳萍  

 

 

所有行政+教研组长 

2 数学 低段 二上 《认识线段》 蒋艳雯、杨毅韬 

高段 四上 《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 张晓航、张琪 

3 英语 四上 《At the snack bar

》 

蒋芮、张蓉芳、戴雨晴 

4 音乐 五上 《学习歌》 付洪梅 

5 科学 三上 《风的成因》 张冬梅 

6 信息 四 《插入图片》 龚雨佳 

7 体育 三上 《投掷和游戏》 刘毛静 

8 综研 四上 《端午情》 杨静瑜  



 

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教学设计 

太仓市沙溪镇归庄小学  张晓航 

【教学内容】  

《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是苏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第一课时，

教材安排了例 1、试一试、练一练两道题。 

【教学目标】 

1．学生能联系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数量关系，理解、掌握不含括号的三步计算式题的运

算顺序，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2．学生能在按顺序计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四则混合运算顺序规定的

合理性，增强解决问题的策略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数学思考。  

3．学生能在参与数学活动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数学的价值，培养认真、严谨的学习习

惯。 

【教学重点】 

掌握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正确熟练地进行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 

【教学难点】 

运用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课前游戏： 我会选，以游戏的形式呈现下面各题（游戏规则：挑出最后一步求和的算

式）。 

活动一：回顾引入，复习旧知 

谈话：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生活中如此，数学上也是如此。就比如计算，

当加、减、乘、除四种运算聚在一起时，就要按规定的顺序进行计算了。 

出示下列式题： 

100-26+12          60÷5×47           50-12×3 

 

回顾：这些都是三年级曾经学过的两步混合运算式题。说一说，每道题各应该先算什么、

再算什么。 

学生交流后，明确：算式里只有加、减法或只有乘、除法，要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依次

计算；算式里既有加法或减法，又有乘法或除法，要先算乘、除法，后算加、减法。 

揭示课题：今天我们进一步学习整数的四则混合运算。 

活动二：联系实际，探究新知 

1.教学例题。 



课件出示修改后的例 1 情境图（暂不出现中国象棋和围棋的单价）： 

提问：根据这些条件，你能求出小红一共要付多少元吗？你觉得要求“一共要付多少元”，

还需要知道什么条件？ 

根据学生的回答把条件补充完整：中国象棋每副 12 元，围棋每副 15 元。 

先交流分步列式的思路，再把分步算式改写成综合算式。 

提问：这道综合算式和我们以前学过的两步混合运算有什么不同？ 

明确：这是一道三步混合运算的式题，题中参加运算的数有 4 个，运算符号有 3 个。 

提出自主学习要求： 

（1）先在学练单上尝试进行计算，再结合情境图想一想：每一步求出的分别是什么？ 

（2）算出结果后，在小组内交流计算的过程和方法。 

组织讲评，呈现如下两种不同的方法： 

结合情境图，重点引导学生说说为什么可以同时算加号两边的乘法算式。 

明确：因为先算 3 副象棋的价钱不会影响计算 4 副围棋的价钱，先算 4 副围棋的价钱

也不会影响计算 3 副象棋的价钱，所以可以同时算出它们的结果。 

2.变式练习。 

课件出示修改后的情境图： 

 

 

 

 

 

 

 

 

 

谈话：继续看，王老师也来购买象棋和围棋。看一看，她又遇到了什么数学问 

题？你能帮她解决吗？ 

先分析数量关系，再要求学生在学练单上尝试列综合算式并解答。 

结合情境图，再引导学生说说每一步求出的分别是什么。 

启发：刚才的两道三步混合运算式题的运算顺序有什么共同特点？ 

明确：算式中既有乘、除法，又有加、减法，要先算乘、除法，后算加、减法；而且 

像这样两头是乘法或除法，中间是加法或减法的算式，同时计算两头的乘法或除法，不影响

计算的结果。 

3.算式变变变 

谈话：老师这里有个算式（课件出示：12×2+15×3），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课件动画：改变符号。现在呢？（先算两头，再算中间） 

出示题目：在下面的圆圈里填上合适的运算符号，使得它能“先算两头，再算中间”。 

12○2○15○3 

根据学生的回答，呈现下列算式： 

12×2+15×3     12×2+15÷3 

12×2-15×3     12×2-15÷3 

12÷2+15÷3     12÷2+15×3 

12÷2-15÷3     12÷2-15×3 

谈话：同学们真是太厉害了，由一类式题联想开去，又类推到更多相似的式题。其实，

学习数学就应该善于联想，学会触类旁通。 

总结：像这样左右两边是乘法或除法，中间是加法或减法的算式，都可以先同时算两头，

后算中间。 

【设计意图】例题的教学，通过引导学生先尝试解决实际问题，再进行比较、交流，理

解不同解题思路的合理性及其内在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对例题进行变式，在同一情境下

又设计了不同情形的购物问题，引导学生再次结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感知相关运算顺序的

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教师没有就此“罢休”，而是接着通过开放的“填运算符号”的练习，

引导学生自主类推，从而体会相关运算顺序的一般意义。 

活动三：自主计算，完善认知 

1.自主计算。 

出示题目：150+120÷6×5。 

引导：这道题和我们刚才计算的题目有什么不同？又该按怎样的顺序进行计算呢？先静

静地想一想，再动笔在学练单上算一算。 

呈现几种典型算法： 

组织学生讨论，明辨正误。 

强调：算式里有乘、除法，又有加、减法，要先算乘、除法，后算加、减法；如果算 

式中的一部分是连乘、连除或乘除混合，计算这部分时仍要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依次计算。

此外，不参与运算的部分要照样子写在下面的横式中。 

2.对比练习。 

出示题目： 

50÷5+8×5   50+5×8÷5   50-5×8+5 

要求学生先用横线划出第一步计算的部分，然后按想好的顺序进行计算。 

引导：做完了这组题，相信大家一定有话要说，你有什么特别想提醒同学的？ 

根据学生的回答，强调相关运算顺序，并进行板书。 

明确：先看清运算符号，想好运算顺序，再动笔计算，别忘了回头检查。 



小结：同学们真了不起！不仅学会了计算，还提出了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学习数学就

要不断总结经验。 

【教学意图】“自主计算”的算式结构与例题不同，放手让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 

自主探索，再通过讨论、辨析，明确正确的运算顺序。紧接着，以题组的形式呈现了三道不

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式题，引导学生在进一步的计算和比较中，完善对相关运算顺序的认

识，并以“有话要说”的方式提醒他们要养成仔细审题、细心计算、自觉检查的良好习惯。 

活动四：分层练习，提升能力 

第一关：辩一辩 

找出下面算式中错误的地方，用波浪线画出来，想想错误的原因，再改正。 

 

 

 

 

学生按要求操作、计算后，明确：左边一题，减号后面是乘、除混合运算，应该按 

从左往右的顺序依次计算，而不应该先算“5×8”；右边一题，算式中有乘法，又有加、减

法，应该先算乘法，而不应该先算减法和加法。 

第二关：选一选 

（1） 28 × 2 － 45 ÷ 5的最后一步是（     ） 

           ① 求积 ② 求差 ③ 求商 

（2） 90 － 56 ÷ 2 × 3的最后一步是（     ） 

           ① 求差 ② 求商  ③ 求积 

（3） 84 × 3 － 98＋2的最后一步是（     ） 

           ① 求积 ② 求差  ③ 求和 

第三关：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班有斗兽棋 18 副，围棋的数量是斗兽棋的 2 倍，五子棋比斗兽棋和围棋的总数量

多 6副。五子棋有多少副？ 

要求：根据题中的条件和问题，先列出综合算式，再算出结果。 

提示：如果不能一下子列出综合算式，也可以先分步列式，再把几个分步算式综合成一

道算式。 

【设计意图】第一关“找错、改错”，重点引导学生对易错、易混的算式进行有针对性

的辨析，加深对混合运算运算顺序的理解；第二关辩一辩，提高了难度，要求学生在计算的

基础上去找一找两组算式有什么相同点，从而渗透乘法分配律；第三关“解决实际问题”，

侧重引导学生联系实际问题的背景进一步体会相关运算顺序的合理性，感受数学学习的价

值，培养应用意识。 

活动五：课堂总结 



今天我们从不含括号的两步混合运算出发，探索了三步的混合运算，它的运算顺序是什

么？你还能接着往下说吗？ 

《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教学反思 

计算教学一直以来给教师的感觉是 “ 无文章可做 ” 、 “ 好似一杯白开

水 ” 。 如何改善混合运算的教学呢？我在这节课上主要是注重激活并利用学

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改变学生 “ 被

动接受、机械操作 ” 的学习方式， 让孩子们课中有趣，胸中有学。 

    一、导，游戏铺垫复习引入 

在学习《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之前，学生已有两步混合运算的基础。

我从学生感兴趣的玩 24 点游戏入手，成功激活学生已有的关于混合运算的知识

储备，学生自然顺利地完成了知识的迁移。 

二、试，创设情境引领探究   

教学例题时，我先创设了购物的情境，放手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经验进行解答，

通过不同解答方法的比较，体现计算过程的灵活性。再安排书上的试一试，让学

生尝试与例题不同的三步混合运算，发现前面的计算已成功唤起学生原有的知识

经验，计算起来水到渠成。由两步计算到三步计算，联系实际问题的数量关系理

解运算顺序的合理性，得出三步计算与两步计算同法则。 

三、练，注重算与用的结合 

练习设计时，我遵循了由基础到拓展的原则，层次分明，形 式多样。通过

练习促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不含括号的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和计算方法，在

算与用的过程中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备这堂课时，我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思考，课前也对学生可能

出现的情况做出充分的预设，课堂上我多次让学生独立尝试、自主探索，并学会

自己小结，教师适时点拨引导。当然，做一名新时代的教师，在以后的课堂教学

中我会不断地摸索、尝试，争取让我的每一位学生在我的每一节课上都能够有新

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