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凸显教学主张 促进“学练融合”——归庄小学集体备课研讨课活动方案 

为了给教师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全面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结合学校《指向核心素养的“学练融合”课堂教

学的实践研究》的课题研究，特举办“凸显教学主张 促进‘学练融合’”暨集体备课研讨课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序

号 周次 星期 

节

次 上课内容 

第一次执教

老师 上课班级 

第二次执

教老师 上课班级 

1 

第六

周 

星期

一 5 怎么都快乐 朱明磊 一（1）班 李洁 一（2）班 

2 

第五

周 

星期

二 1 

Unit4 Seeing the 

doctor 孙兰霞 五（3）班 闵丽英 五（1）班 

3 

第六

周 

星期

三 6 蓝天白云 付洪梅 三（1）班 陈艳 三（3）班 

4 

第六

周 

星期

二 4 用字母表示数 张晓航 五（1）班 杨毅韬 五（3）班 

5 

第五

周 

星期

五 4 宋庆龄故居的樟树 杨柳青 四（3）班 彭艳萍 四（1）班 

6 

第六

周 

星期

一 4 认识年月日 杨毅韬 三（1）班 朱炜 三（3）班 



 

《用字母表示数》教学设计 
太仓市沙溪镇归庄小学      张晓航 

 

【教学内容】苏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五年级下册第第 99～100页。 

【教材分析】 

本课是《用字母表示数》单元的第一课时，是学生进入代数知识学习的开端。

对于学生而言，本节课比较抽象，特别是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数量关系，更要

困难一些。常有学生认为字母式仅仅是一个式子，不是结果。而用一个式子表示

一个量恰恰是学习列方程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因此，为了保证基础，教材对用

字母表示数的教学内容作出了更贴近学生认知特点的安排。即先安排让学生初步

体会用字母表示变化的数量，感悟字母表示数的价值(例 1，摆 1 个、2 个、3

个……三角形需要多少小棒)；待学生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学习用含字母的式子

表示数量关系、结果，以及含有字母式子的简写(例 2 和例 3)。这样由易到难，

便于学生逐步掌握、适应字母代数的特点。 

【学情分析】 

1.基于生活经验，学生能够根据实际情境理解用字母表示特定的含义或者特

定的数。 

2.个别学生可以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说出用字母可以表示变化的数量。 

3.大部分学生对简单问题中基本的数量关系都比较熟悉，但无法联想到用含

有字母的式子也能够表示数量以及数量关系，。 

【教学目标】 

1.理解用字母可以表示数，能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简单的数量关系，初步

学习用代数符号语言进行表述交流。 

2.经历把简单的实际问题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进行表达的抽象过程，发展符号

意识。 

3.在解决问题中体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体会代数符号表示实际问题中数量

关系的概括性和简洁性，从而进一步感受学习数学的价值。以“数学史”为载体，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家不断解决新问题的探索精神。 

【教学重点】 

体会用字母表示数的价值，理解含有字母的式子所表示的意义 

【教学难点】 

结合具体情境，理解含有字母的式子不仅能表示数量，还能表示数量关系。 

【教学准备】 

课件  作业单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初步体会字母的价值 

谈话：平时有同学玩过扑克吗？你觉得那张牌比较特殊？（课件出示：

8,9,10,J）。 

预设：J,因为是字母。 

追问：你知道它表示什么含义吗？（预设：11） 

总结：字母能表示特定的数 

谈话：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字母，其实字母在数学组也有很大的用处，今天

我们就来学习：用字母表示数。 

【设计意图：从学生平时的生活情境入手，让学生体会到字母就存在于平时

的生活中，既过沟通了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又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

探索新知做好准备。】 

二、探究用含字母的式子表示数量和数量关系 

1. 亲历过程，感悟抽象 

出示例 1情境图，提问：  

（1）出示三根小棒搭成的三角形。问：摆 2个这样的三角形需要几根小棒？

得到这样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预设：（6根）（2×3） 

谈话：我们既可以用数表示结果，还可以用算式来表示结果。  

小结：算式“2×3”告诉我们，求“一共用多少根小棒”就用三角形的个数

乘 3，一个算式可以代表一种情况。 

（2）问：继续想，摆 3个这样的三角形呢？  

板贴：摆 3个三角形需要（3×3）根小棒  

问：3×3，可以代表摆 2个三角形需要小棒的情况吗？  

（3）引发学生继续思考：摆 4个、5个三角形呢？学生依此回答。  

板贴：摆 4个三角形需要（3×4）根小棒 

（4）观察：3×2、3×3、3×4 这组算式，什么是不变的，什么在变化？ 

（5）问：你知道还可以摆几个这样的三角形呢？ 

学生交流：摆（   ）个三角形用了（   ）根小棒。  

谈话： 写得完吗？（写不完），写不完我们就用省略号表示。 

谈话：小红也准备摆一些三角形，你能确定她摆了几个吗（课件出示） 

谈话：你能用自己的方法表示：小红摆了（    ）个三角形用了（    ）根

小棒吗。 （展示学生作品，给特写镜头） 



 

 

预设：生 1: 小红摆了（  100  ）个三角形用了（100×3 ）根小棒。  

      生 2: 小红摆了（ n ）个三角形用了（s）根小棒。   

生 3: 小红摆了（ n ）个三角形用了（n×3）根小棒。 

谈话:这三位同学里，你最喜欢谁的方法。 

预设：大部分同意第二位学生的，也有同意第三位学生的。 

追问：为什么第一位同学的大家都不赞同。（学生交流）（镜头切给学生） 

得出结论：第二位同学用数字表示，只能表示一种情况。 

谈话：看来大家的意见都比较一致,就是用字母表示。那究竟该重新用个字

母表示小棒的根数好呢，还是直接用字母乘 3表示小棒的根数好呢？（对第二位

学生和第三位学生作品再进行比较，引导学生讨论）。 

得出结论：（ n ）个三角形用了（n×3）根小棒这样表示更更合适，因为 n

×3这个式子更能表示出三角形个数和小棒根数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写结束） 

谈话：既然字母 n可以表示，其他字母可以吗？（可以的） 

那行,老师就写成“（a）个三角形用了（a×3）根小棒 ”( 课件出示) 。 

（课件出示：扑克牌）提问：刚刚扑克牌上的字母表示的是？（一个特定的

数），现在这个字母 a呢，还是特定的数吗？（表示未知的数） 

【设计意图：在摆 1个、2个、3个……三角形的过程中，引领学生思考“什

么不变”“什么在变”（数据在变，数量关系不变），目的是让学生把关注点集中

到对“数量关系”的思考上。让学生理解“摆几个三角形”都会与“几乘三的算

式”一一对应，但同时也能够用一个数量关系式去概括所有的算式。这是一个从

个别上升到一般的抽象化过程。经历具体到抽象，理解从确定到可变。这里需要

引导学生，让他们体会用字母表示数的概括性。因此，本环节并未直接给出“a

个三角形需要几根小棒”这一问题，而是设置了一个情境问题：“小红也想摆一

些三角形，你能表示她摆了（）个三角形，需要（）根小棒”。通过这一问题去

引导学生，让学生自己尝试表征，因为三角形个数不确定，这样就自然产生了用

字母表示数的必要性。而在学生能够初步运用字母表示数量关系时，还要要让学

生理解字母和字母式表示的意义。】 

 

 

 

 

 

 

 



2.变式练习，巩固新知 

谈话：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行程问题，看。（课件出示例 2） 

 

 

 

 

 

 

 

 

 

 

你知道“已经行驶了（50）千米，剩下（    ）千米”吗？ 

预设：已经行驶了（50）千米，剩下（230）千米。 

谈话：用“式子”表示剩下的千米数。（学生纠正） 

谈话：如果汽车行驶了 130千米，用式子表示剩下的千米数。（280-130） 

学生交流。 

谈话：课件出示，如果汽车行驶了 b千米，剩下的千米数怎么表示？ 

总结：大家说了很多，我们发现已经行驶的千米数在不停地变化，已经行

驶的千米数怎么表示。（用字母 b 表示） 

追问：那剩下的千米数怎么表示呢？ 

预设： 已经行驶了 b 千米，那么剩下就是（280－b）千米。 

比较：你们觉得哪个更好？（根据数量关系写出含有字母的式子） 

总结：在字母表示数的世界里，存在着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一种形式——

用式子直接表示最后的结果。 

谈话：如果 b＝120，求值。（160）  

如果 b=300，可以求出还剩多少根吗？（不能） 

追问：那 b的取值范围是什么。（大于 0，小于 280的所有数） 

谈话：看来大家都学习的很棒，下面，来时还有几题要考考大家。 

课件出示： 

1.男生和女生共有 280 人，男生有 b 人，女生有（    ）人。（280-b） 

2.微信钱包里有 280 元，用了 b 元，还剩（   ）元。（280-b） 

3.红花和黄花共 280 朵，红花有 b 朵，黄花有（     ）朵。（280-b） 

追问：这里为什么都能用 280-b表示呢。（学生讨论）（镜头切给学生） 

明确两点：第一点，280-b表示的是一个结果。第二点：280-b 也表示的是

总量-部分量=另一个部分量这一数量关系。 



总结：式子既可以表示结果，也可以表示数量关系。 

【设计意图：本节课的主要目标就是将文字化的语言转化为符号形式，即用

符号或者含有符号的代数式去表示数学问题。因此，基于以上思考而设计了本环

节。本环节的设计既是对上一环节用字母表示数和数量关系的巩固，也让学生理

解：含有字母的代数式不仅能够表示数量的关系，也能够表示结果。充分让学生

感受到了字母表示数的价值。此外，学生能够在理解字母式表达的含义的基础上，

准确指出字母变量的范围，这对日后学习变量，未知数，方程，函数等概念也是

非常有益的】 

 

3. 学习含有字母的乘法式子的简写规则 

谈话：你能说说正方形的周长怎么计算吗，面积呢？ 

预设：正方形的周长=边长×4    正方形的面积=边长×边长 

课件出示例 3 

 

 

 

 

谈 

 

谈话：如果用 a 表示正方形的边长，C 表示周长，S表示面积，你能写出正

方形的周长和面积公式吗？ 

预设: 正方形的周长公式： C=a×4     正方形的面积公式 ：S=a×a 

提问：和之前的文字公式相比，你觉得哪个更好，为什么？ 

预设：用字母表示更好，因为更简洁。 

谈话：其实，像这样的面积和周长公式，还有一种更简略的写法，想知道吗? 

请大家带着问题（课件出示 4个问题：1.字母和数相乘，怎样写？2. 字母

和 1相乘，怎样写？3.字母和字母相乘，怎样写？4.两个相同的字母相乘，怎样

写？怎样读？），认真阅读材料，自学乘法字母式的简写方法。 

谈话：老师想请一位小老师来介绍乘法字母式的简写方法。（特写：学生介

绍） 

结合黑板上的具体例子分别说明简写方法。（老师示范改写板书） 



两个相同的字母相乘时，可以怎样简写？请一位同学上黑板写，其余同学在

练习纸上写一写。（汇报：简写成 a.a，也可以写成 a²，读作：a的平方。）学生

带读。 

生：a和 1相乘，可以直接写成 a。   

指出：虽然含有字母的乘法式子可以用不同的简写方式，但人们一般采用最

简洁的方法。 

【设计意图：《用字母表示数》这一单元要求学生学会把用自然语言表达的

条件或者问题写成符号化的形式，同时又要能用自然语言解释符号化的过程和结

果。那为什么要符号化呢？因为“简洁”，例如，同样表示正方形的周长，很显

然字母形式比文字形式要更简洁。本环节通过视频自学乘法字母式子的简写规则，

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到分数简洁性的这一价值，同时也为后面学生学习字母式的化

简奠定基础，体会到字母式的“简”，才能进一步产生化简的需求。】 

 

  

三、综合练习，巩固扩展 

1.简写下面的算式 

谈话：接下来，0国王想检查一下大家对规则掌握的效果如何？请大家打开

练习纸，完成练习纸的第 2题。学生完成后集体反馈。 

4×b =       x×2 =         a×c =         1×x =         x×x =    

那么 12+x可以写成 12x吗？ 

（通过辨析，让学生明白，含有字母的乘法算式可以缩写或者略写，其它则不可

以） 

2.完成数学日记 

你们可真是会活学活用呀！小明同学用今天学的知识写了一篇数学日记，你

能帮他补充完整吗？ 

周末上午,我乘坐公交车去参观果园。上车时我数了一下, 共有 35 人, 到

湖西车站下车 x人,又上车 y人, 现在车上有(   ) 人。到了果园, 工作人员介

绍桃树有 a棵，苹果树的棵树是桃树的 2倍，苹果树有（  ）棵；梨树比桃树少

28棵，梨树有（  ）棵，我还看到橘子树种了 m行，每行种了 m棵，橘子树有

（   ）棵。 

谈话：帮助了小明，请大家看这是哪里？（电影院） 

师：是呀，这是你们常见的小型放映厅，它通常只有一个入口，座位排列的

顺序也是按 1.2.3.4.5.6 这样依次排列的。还有大剧院呢，这样的大剧院往往有

两个入口：单号入口和双号入口，它们的座位也会按单数、双数的形式排列。 



这是双号区域的部分座位。 

出示：参观完果园，周末，小明一家三口到大剧院看剧，他们三人坐在一起，

小明坐在中间，爸爸妈妈分别坐在小明的左右两边，你能用字母或者含有字母的

式子来表示出小明一家三人的座位号吗？你想用字母先表示谁的座位号呢？ 

同学们想出了这么多不同的方法，这么难的问题都被你们逐步解决了，真的

非常厉害。 

【设计意图：符号意识强调用代数的眼光去观察问题,这种意识的养成依赖

于经常不断的符号操作。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把一个符号表达式看作一个整体

对象的能力；确定等量关系的能力；选择恰当的符号操作以便更好地运用结构的

能力。本环节以发展学生的符号意识为目标，引导他们在用字母表达式描述和分

析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字母、字母表达式的实际意义，进一步熟悉用字母表示

数的过程,初步获得一些符号操作的能力。同时，在问题设计上，涵盖了代数符

号在数学中的各种不同用法，如用字母表示一般的数、可忽略的数、可以求出数

值的未知数、特定的未知数(变化的量)，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学生初步感

受用字母表示数的主要特点和基本方法，促进符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四、回顾总结，升华认识 

1.今天这节课我们研究了什么内容？你有什么收获？ 

2. 你知道吗 

谈话：通过简短的学习，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示方法——用

字母表示数。用字母表示数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再寻常不过的例子在它的诞生之

初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最早系统使用字母来表示数的人是法国数学家韦达,韦

达一生致力于对数学的研究,作出很多重要贡献,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

被誉为代数学之父。自从韦达系统使用字母表示数后,引出了大量的数学发现,解

决很多古代的复杂问题。上了初中后我们就会接触到数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内容—

—代数学，今天的用字母表示数就是启蒙篇。 

【设计意图：在最后，以数学史结束本课，告诉学生,字母表示数的过程,不

是简单的用字母代替文字的过程,而是具体数量符号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我们

只是短短的一节课，而在数学历史上却是经历了千年。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概

念，定理的产生，发展，都是漫漫历史长河中数学文化积淀下来的结果，通过彰

显学科的文化性，引导学生感悟文化背后的数学品质，感悟数学的魅力。】 

 

 

 



遵循认知规律，感悟代数思想 

——《用字母表示数》教学反思 

太仓市沙溪镇归庄小学 张晓航 

“用字母表示数”是学生学习代数的开端，由具体的、确定的数过渡到未知

的、变化的数，是学生对于数的认识的一次大飞跃。我校数学团队也是对这一教

学内容进行了多次的磨课，在研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我也深刻体会到了，小学

数学课堂教学一定要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基于学生已有经验进行教学。以下是本

人对于本课教学的一些反思： 

一、激活经验，体会“变”与“不变”的思想 

本节课利用了扑克牌“字母 J”导入，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学生不难说出

这里的字母表示的含义。从而让学生体会到字母可以表示的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数。 

在教学例题时，结合直观图，让学生说一说，摆 1 个三角形需要几根小棒，

摆 2 个，3 个……需要小棒的根数，由个别到一般的思路，先给出数的式子，让

学生根据个别现象归纳出一般情况：三角形的个数×3=小棒的个数。接着引导学

生继续往下摆，发现摆不完，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方法对上述情况进行归纳和表征。

（学生的表示方法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种情况：图 1.具体数字，图 2.用两个字母表

示，图 3.用一个字母表示）。通过对以下三种情况的对比（明确，图 1 只能表示

一种情况，图 2 虽然能概括上述情况，但是无法准确表示三角形个数和小棒根数

的关系），让学生经历从由具体数字表示到字母表示，再由字母表示到字母式表

示这一过程，逐步完成从具体数字运算到到抽象符号操作的过渡，培养学生的符

号意识。同时也让学生初步体会，a×3、n×3 这些字母式既可以表示小棒的根数

这一结果，又可以表示三角形个数和小棒根数之间的数量关系。 

 

 

图 1 

 

 

 

图 2 

 

 

 

图 3 

 

最后，通过把引入环节的扑克牌“字母 J”和例题中的字母“a 个三角形”进

行对比，让学生理解到字母可以表示确定的、不变的数，同时也可以表示不确定，

变化的数。 

二、把握关系，渗透函数思想 

对于例 2 的教学（甲乙两地相距 280 千米，已经行驶了 b 千米，剩下多少千

米），重在让学生感受：字母式“280-b”随着 b 的变化而变化，在总路程不变的

情况下，行驶的路程越长，剩下的路程越短。当 b 等于一个具体的量时，对应的

280-b 也能得出一个具体的量；反之，280-b 如果能确定具体数值，也能够算出对



应的 b 的值。这种一一对应的思想，正好符合函数的思想内涵。本题中，b 相当

于函数的自变量，280-b 相当于因变量。而且根据该题的实际情境，字母 b 是有

范围的，正对应了函数的定义域。这些函数思想的渗透对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这

类问题，概括和表示这类知识的共同特征，刻画数量关系或规律，是十分有益的。 

三、关注建模，实现“数”到“式子”的飞跃 

学生对于代数思想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深化理解的过程。

对于上面环节的学习，学生初步掌握了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并用字母表示数量关

系和变化规律的技能。但不少学生的学习仍然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形式和结构的层

面上，还需要深入学习。通过建立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消

化符号和式子表示的意义。基于以上思考，本人做了如下设计：1.男生和女生共

有 280 人，男生有 b 人，女生有（）人。2.微信钱包里有 280 元，用了 b 元，还

剩（）元。3.红花和黄花共 280 朵，红花有 b 朵，黄花有（）朵。这里的三题主

要体现的是“总数-部分量=另一部分量”这一数学模型。这一模型在生活中的形

式很丰富，学生也很容易接受。而通过这种“量与量”之间的关系与代数式的互

译练习，有助于学生真正理解代数式的含义，实现“数一式”的思维转化。相信

有了这样的经验，在新的问题情境中，学生更容易寻找、表达数学概念及其关系，

也会更主动地使用一般化、抽象化的代数符号或式子去解决问题。 

四、自主学习，感悟字母表示的价值 

此前，学生已经学习了正方形周长和面积的计算公式，再让学生通过字母式

的形式表示正方形周长和面积的计算公式，通过对比学生自然发现，字母式表示

公式更清晰、更简洁。在此基础上，告知学生，乘法字母式还能用更简洁的方式

表示，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根据问题自学乘法字母式的简写方法，再学

以致用设计相关习题让学生掌握，以此感悟字母表示的价值。 

回顾本节课，仍然有很多遗憾与不足之处： 

（1）本次的教学对象为四年级的学生，由于四年级学生还没有学习到《运

算律》、《确定位置》等单元，所以对于之前学习的知识勾连不够紧密。例如，加

法交换律 a+b=b+a，数对（3，a）表示位置等都涉及到了字母，但由于学生还未

学到，在教学中只能选择放弃掉，这一点非常遗憾。 

（2）本节课由于时间关系，最后对于数学史的介绍比较匆忙。 

在今后教学中应注意处理好知识之间的勾连，瞻前顾后，为学生之后关于代

数的学习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