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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函数的应用》教学设计 

◆  张  捷 

 

一、教学目标 

(1) 探索具体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和变

化规律，体会二次函数是刻画现实世界的

一个有效的数学模型，引导学生感受数学

的价值  

(2) 会通过对现实情境的分析，确定

二次函数的表达式，并能运用二次函数及

其性质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二次函数

关系；运用二次函数及性质解决最值等实

际问题；体会数形结合的重要性 

难点：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二次函数

的模型；理解自变量取值范围的限制对函

数最值的影响 

三、教学用具:投影仪、Powerpoint教

学课件、几何画板、作图纸 

四、教学过程 

1、课前练兵 本环节结合本课会用到

的二次函数知识设计了 3道训练基本功的

练习，为解决本课新问题打好基础. 

练习如下： 

（1）抛物线经过(1,0)、(0,-2)、(-1,4)

三点，求该二次函数的解析式 

（2）抛物线的顶点为(2,3)，且过点

(0,-5)，求该二次函数的解析式 

（3）求y=-x
2
+6x+1的开口方向、对称

轴、顶点坐标、最值情况 

设计意图：（1）（2）小题训练用待定

系数法求二次函数解析式；（3）小题让学

生熟悉二次函数的性质 

2、新课学习 

问题1：某石油钻井公司投资了127万

元购进一台钻机，若不计维修、折旧费用，

预计投产后每年可创利33万元，该钻机投

产后，从第 1年到第 x年的维修、折旧费

累计为y（万元），已知x与y有如下的关

系： 

x 1 2 3 4 5 

y 1/2 1 5/2 5 17/2 

探索：（1）若把x作为点的横坐标，y

作为纵坐标，根据上述表中的数据，在给

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描出相应各点，

并用光滑的曲线连接起来. 观察图中各点

的排列，你发现这些点有什么规律？猜一

猜y与x有什么关系？ 你能求出来吗？ 

（2）请你帮石油钻井公司计算一下，

投产后，第几年可收回投资？ 

设计意图：问题1中x与y的关系难

以直接得出，所以利用该问题可激发学生

学习的欲望，寻找一种新的方法解决问题,

从而引入该问题探索的过程.因为x、y是

一对变量，体现它们关系的一个有效的手

段就是函数关系，而目前难以明确它们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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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那种函数关系.所以很自然的将这一对

对x、y的值所对应的点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中表示出来,进行观察，然后根据图像大胆

猜想它们的函数关系，再用数学的方法�

�待定系数法解决函数关系式的求解问

题。

 

问题2：某商场经营一批进价为2元一

件的小商品，在市场营销中发现此商品的

日销售单价 x元与日销售量 y件之间有如

下关系： 

x 3 5 9 11 

y 18 14 6 2 

（1）在所给的直角坐标系甲中：①根

据表中提供的数据描出实数对（x，y）的

对应点；②猜测并确定日销售量 y件与日

销售单价 x元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并画出

图象. 

（2）设经营此商品的日销售利润（不

考虑其他因素）为P元，根据日销售规律：

①试求出日销售利润 P元与日销售单价 x

元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并求出日销售单价x

为多少元时，才能获得最大日销售利润.试

问日销售利润 P是否存在最小值？若有，

试求出，若无，请说明理由.②在给定的直

角坐标系乙中，画出日销售利润 P元与日

销售单价x元之间的函数图象的简图.观察

图象，写出x与P的取值范围. 

设计意图：让学生进一步体会问题 1

给我们带来的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同时

利用二次函数的知识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

本题充分体现了数形结合的思想，从表格

数据（数）→坐标系中的点→依次连结这

些点得到的线（形）→函数解析式（数）.

在实际问题中，由于自变量取值范围的限

制，二次函数同时有最大值和最小值，要

注意理解它们的实际意义,并注意结合函

数图象分析实际问题. 

3、反馈讨论（注：让学生讨论解决实

际问题的过程、方法） 

4、巩固练习 问题3：略 

5、归纳小结 

（1）感受函数建模的过程和解决问题

的思想（分析问题、抽象出数学模型、运

用数学方法求解、检验、应用到实际） 

（2）熟悉二次函数的应用（用待定系

数法求解析式、利用性质、图象等研究实

际问题） 

6、布置作业：略 

 

（责任编辑：程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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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的教学反思 

◆  李蓓蓓 

 

编者注：《老王》，人教版八年级上册，

作者杨绛 

一、目标落实 

《老王》这一课，我主要确定了三个

教学目标：①整体把握课文，体会人物思

想感情；②从朴素的语言中体会深沉的感

情，领悟深刻的思想；③学会善待他人，

关注生活中的弱势群体。 

“自主，合作，探究”是新课标的精

髓。我在教学中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方式，力求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注重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和语文素养的培

养。同时，注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

性和引导作用。 

在这节课的开始，我就注重培养学生

的发散性思维，要求他们说出看到修鞋匠、

拾荒者、三轮车夫的图片时的第一感觉，

学生的思维很敏捷，立即说出了贫穷、辛

酸、邋遢、朴素等词语， 在这一环节中，

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得到了很好的拓展。 

在落实第二个教学目标时，我就是让

学生通过合作探究、交流来解决问题，并

且还让他们大胆地对文章中的疑难问题提

出质疑，甚至可以指出作者用的不太恰当

的词语或句子。我在教学中，坚持鼓励学

生提出问题。本节课中，学生就《老王》

一文提出了不少问题。在探究过程中，学

生活动频繁，气氛热烈，每一位学生都积

极投入其中，发表着自己的意见，阐述了

自己的观点。在对问题进行全班讨论的过

程中，我尊重学生的意见，对其闪光的思

想火花给予热烈的掌声鼓励。在尊重学生

主体的地位同时，适时点拨思路不够清楚

的地方。教室里充满着民主合作的气氛。

师生共同在质疑中学习，在合作中进步。 

重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正确导向

是我这一课设计中的又一重要目标。在落

实第三个教学目标时，我注重对学生进行

爱的教育，通过《老王》一课的分析，学

生对不幸者、对普通人有了新的认识。我

用多媒体放出背景音乐《让世界充满爱》。

学生在乐曲声中畅谈自己生活中接触到的

“老王”以及将如何对待生活中的不幸者。

在乐曲的高潮声中，我用大屏幕打出了诺

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说过的一句

话：“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

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我与学生都很

激动。这一课在对爱的呼唤中结束。 

二、成功之处 

我认为这节课的成功之处有以下几

点： 

（1）能够很好地贯彻落实新课标的精

神，真正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老师只

是起到引导者的作用。很多问题都是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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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氛围下完成的，尤

其是第二个教学目标的落实，我的初衷就

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精神，

教学时，我让学生自主评析文章的语言，

说说句子的精妙所在，学生都能找到自己

认为写的好的句子，而且还是一些教辅材

料中所没有提到的，真正是他们思考的结

果，并且他们还能够针对文章中的一些问

题提出质疑，比如文中的“开门看见老王

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一句，常规教参

认为这个“镶嵌”用的好，但有学生提出

“镶嵌”一般都是形容比较美好的事物，

用在这里是不是不妥呢？针对这一问题，

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类似于此的还有

对“他简直就是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

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

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的质疑，

学生觉得不应该用这种语言来形容本来就

已经十分可怜的老王，大家也是各抒己见，

争执不下，气氛一度达到高潮，听课老师

纷纷对学生的表现赞不决口，对他们的探

究、质疑精神表示赞赏。总之，学生通过

探究，能发现我们所没有注意到的很多问

题。 

（2）能够联系班级实际来进行德育的

情感渗透。因为《老王》一文是要学生学

会善待他人，关注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作

为班主任，我曾经带领学生利用周末去中

山肿瘤医院去做过义工，向白血病患儿献

爱心。在进入课堂教学的尾声时，我放映

了以前的照片资料，让学生从自己的行为

中去再一次地体会帮助别人的快乐，以及

和社会中弱者交流时的感受，同时还有一

个学生主动要求说说他和修鞋匠的一段故

事，表达的十分真切，很多同学都被这个

故事所感动。“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一

德育目标就是在学生的自我感悟中得以实

现。 

（3）教学过程很注重教师语言的引导，

及时地对学生的观点加以点评，并适时做

点拨。另外，能够作到情感的渗透，关于

“爱”的主题音乐的适时配合，使学生在

“爱”的氛围中懂得人生的真谛。学生的

朗读、说话、点评语言的能力均得到了有

效的锻炼。 

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不足之处：通过思考，我发现，这

是我对新课标认识上的不足。我总是认为，

一节课应尽量体现新课标要求的各个方

面，于是总是在课堂上安排较多的内容。

其实“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节语

文课能较为完善地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就

足矣。我这一课的设计中，有“找一找：

你最感动或印象最深的片段。读一读：你

认为富有感情的片段或语句。评一评：你

认为语言运用精妙的地方。说一说：你对

文章有疑惑的问题。”由于“找”和“读”

需要一定的时间，使得真正让学生发挥自

主的“学生自主、探究、质疑的集体探讨”

部分“缩水”。还有许多学生想要的发表自

己的观点，由于时间的关系，就没能给他

们时间在课堂上表现，没有充足的时间让

学生尽情地发挥。 

2、再教设计（针对不足之处）：如果

让我重新设计，我将把重点放在对学生自

主能力的培养，和创新意识的发展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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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课堂上有自己独特的思维、独立

的思想、独到的见解，独自的情感体验。

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

全班一起探讨。在深入地讨论中，对课文

内容整体感知的目标也就自然达到了。还

可以在课后对于学生的创作做一尝试，让

学生把他们和身边的“老王”的故事写下

来，把其中的好的作品编辑成册，让尽可

能多的学生在全班中交流，使写得出色的

学生得到更多的展示机会，使写作方面还

欠佳的学生得到学习和提高。总之，在教

学中，要时刻把学生放在主体的位置上，

引导其在课堂上多活动。 

语文是一门艺术，是一首永远也唱不

完的歌。作为一位语文教育工作者，我将

不断地思索，不断地探究，期待着在不久

的将来，谱写出更新、更美的乐章。 

 

（责任编辑：程华胜）

 

 

 

让我们架起沟通的桥梁��走进父母 
◆  沙  晶 

 

一、教学目的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使学生能够体谅

父母，能缩短与父母的心理距离，学会如

何与父母沟通，真正走近父母。  

二、教学方法  

    讨论法，说说、议议。  

三、教学过程 

1. 导入 （略） 

2．比比看 请5对家长与学生进行“比

比看”的游戏 

题目： 

①你（孩子）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②家长（您）最喜欢吃什么 

③你（孩子）最喜欢的学科是什么 

④家长（您）的结婚纪念日 

⑤你希望自己（您希望孩子）将来做

什么 

此项游戏，意在鼓励学生主动与家长

沟 通；意在让家长意识到与孩子沟通的重

要性。 

师：通过这个游戏，我们知道双方还

有很多可以沟通的地方，牙齿和舌头还有

打架的时候，因此我们是需要拿些时间，

坐下来，用心地交流一下。 

3.讨论 

师：请同学讲讲“你与家长之间有过

意见不和或小摩擦吗？通常在什么情况下

会出现这些小摩擦？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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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 

（学生讨论） 

师：如果我们与自己的父母出现了不

一致，该怎么办呢？或许接下来的小品《心

情故事》会给你一些提示。 

（小品表演完） 

下面我想请问在座的几位家长，听到

了孩子们说的这些小摩擦，你有什么想法，

讲讲你的心里话。 

4．朗诵：《我们伴你成长》略 

师：当我们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

你会为那些应该做却没做的事情追悔莫及

吗？                   

5.各抒己见谈沟通 

师：我们怎样做才能真正地走进我们

的父母呢？ 

师总结：沟通的小技巧：①陪父母多

聊天,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②平时为父

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倒杯水③尽量

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去体谅父母比如父母一

天工作后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④当父母不

开心时发个短信。总之，只要我们同样以

爱的方式对待父母，沟通的障碍就会大大

减少。 

6. 循环播放歌曲《懂你》 

同步互动： 

①向到场的家长献礼物、鞠躬。 

    ②请家长寄语给子女 

师最后总结：有人曾经问过：桥是什

么？桥不过是一条板凳，两条腿架着一块

板，板上就可以承担重量。把这块板放大，

跨过一条河或一个小谷，就形成一座桥。

让我们架起与父母沟通的心灵之桥。 

四、教学反思 

    让班会成为情感交流的平台 

    针对初二学生目前在心理上的特点：

进入青春期以后，学生的逆反心理显得尤

为强烈，亲子关系不和谐，我召开了本次

主题班会。 

这次主题班会得到了同行们的好评，

自己总结下来，有如下几点做的使自己比

较满意。 

1．请家长参与本次班会，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沟通”。在开这次班会课之前，

我向许多家长传达了我的想法：希望家长

能够作为嘉宾参与本次班会，并在班会上

讲讲自己的真实感受，也让学生多了解家

长的一些苦衷。 

2．让情感作为本次班会的主线。由于

“沟通”这一话题属于心理学范畴，处理

不好，就会落到讲大道理的俗套，老师乏

味，学生也不愿意接受。 

因此，我用故事和朗诵等使学生感受

如山如海的父母恩情，而不是强加灌输。

在班会课上我让一位家长朗诵了一首《我

们伴你成长》，向孩子表述了自己的“辛

酸”，感动了在场的全体师生，取得了非常

好的效果。我让学生给到场的家长一份最

最特别的礼物（一个拥抱或一个吻），有些

家长当场流下了眼泪。 

    3．本次班会形式多样，互动性较强。

本次班会我设计了小品、朗诵、歌曲、游

戏等环节，避免了形式单调。本次班会的

主题是“沟通”。除了要通过班会使学生懂

得如何与父母沟通之外，我还力求做到：

以本次班会为契机，真的让学生和家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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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包括我）放下自己的角色，坦诚相对，

用“心”和用“爱”去交流，让沟通从这

里开始。因此，我设计了“比比看”，让学

生和家长共同参与；我让学生给到场的家

长一份最最特别的礼物（一个拥抱或一个

吻），有些家长当场流下了眼泪；我让家长

给自己的孩子送上寄语和祝福，让他们明

白，即使在公共场合，父母也不会吝惜自

己的爱。 

当然，这次班会课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和不足。 

在幻灯片制作中，声音文件没有链接。

使得操作不是很方便，耽误了一点时间。

再有，请家长谈话的环节，时间的控制上

比较难把握。另外，一堂班会课的时效性，

能维持多久，也给我留下了深深地思考。 

 

（责任编辑：程华胜）

 

 

 

《做时间的主人》教学设计 

◆  苏岚颖 

  

编者按：这是一节心理课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让学生通过活动体会时

间的重要性和可利用性，了解时间管理的原

则。  

2.情感目标：增强学生自己管理时间

的信心 

3.行为目标：初步学会预算时间，列

学习、生活计划，有效把握和利用时间。 

二、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学会合理规划时间、管理时间。 

难点：如何让学生掌握时间管理的方

法，学会自己管理时间。 

三、教学准备 

1.学生自备：尺子、笔、小刀或剪刀。 

2.使用时间管理调查表，了解学生时

间管理的情况。 

3.将学生分为八人一组，各小组取好

自己的小组名。 

4.老师准备工具：每位学生一个信封。

这个信封里包含三张纸：即，一段长为10CM

左右的长纸条，一张未填写内容的时间计划

表，一张学生心理课程评价表。 

四、教学方法 

通过游戏感知体验，通过案例进行分

析，小组讨论，动手演练和实际感悟。 

五、教学过程 

1.感受时间活动： 

（1）时间是宝贵的：设计“撕纸人生”

游戏。方法：让学生拿出信封中，一段长为

10厘米左右的纸条，让学生用尺子量一量

大概有多长，每一厘米也就代表着10年，

让他们计算自己一生生命的长度，在线段的

开端写上“生”，在线段的尾端写上“死”。

然后撕掉代表逝去的日子和退休后的日子

的纸条，在剩下的时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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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要睡觉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休闲的，

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学习工作的，请学生

把剩下的线段折成三等分，把其中的两等分

撕掉。 

游戏结束，老师提问：“把你们手中仅

剩的纸条举起来，看着这些纸条，你有什么

感受？”（2）时间是可利用的：一分钟鼓掌 

时间是如此的短暂，那么，在如此短

暂的时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呢？一分钟的时

间，同学们能做什么呢？同学们觉得一分钟

可以鼓多少次掌？（学生回答的次数较少，

多是100次左右）那么，就请同学们来试验

一下，在20秒钟内，用最快的速度鼓掌，

看看到底能鼓多少次。（20秒内，学生大多

都鼓了150下左右） 

教师提问：你估计的次数和你实际做

到的次数一样吗？对比这两个次数，你有什

么感受？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分钟内你能

鼓了那么多次的掌呢？（学生对于自己一分

钟内能鼓掌了这么多次，感到惊讶） 

教师小结：原来一分钟是可以鼓掌那

么多次的，那是因为你用了最大的努力，最

快的速度。时间的确是短暂的，但是如果你

全身心的投入地去使用你生命中有限的每

一分钟，就如同你努力地鼓掌一样，时间又

是很长的，可以好好利用的。那么该如何利

用时间呢？ 

2.时间诊所 

该环节，发挥小组作用，每个小组是

一个时间诊所，每个小组成员都是医生，这

些“诊所”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抽取有时间

管理病的“病人”，对这些病人进行诊断并

开时间管理的药方，最后看看哪个“诊所”

诊断准确，时间管理的办法多。 

3.做时间的主人 

总结学生在“时间诊所”中提到的解

决时间问题的方法，并补充学生未提到的利

用时间的方法。着重总结的要点如下： 

（1）利用时间四原则 

四原则，即弹性原则、自然原则、重

要性原则和科学原则。万变不离其中，利用

时间和安排时间都是围绕这四个原则展开

的。 

（2）安排时间五步骤 

 安排时间，遵循五步骤。即找出自己

能够安排使用的时间；确定必须完成的学习

项目；计算学习份量并分配时间；依据时间

安排原则拟定计划；执行计划并依实施结果

进行修正。在说明五步骤时，让学生从信封

中，取出作业的时间安排表，该表上有语数

英三科的作业。让学生以前一天的作业为

例，对照时间安排表，当每说到一个步骤，

就让学生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表格制

作好后，小组讨论分享，选出最佳时间安排

表。挑选一两篇优秀的时间安排表，在投影

中呈现给全班同学看。 

4.总结 

现在，同学们都明白了时间的重要性，

我们要珍惜时间，珍惜每一分钟；我们也知

道了，我们可以来管理我们的时间，用实际

行动来做时间的小主人。让我们记住林清玄

的话：假若你一直和时间比赛，你就可以成

功！ 

5.填写心理课程评价表 

让学生书写对这堂课的评价，主要包

括课堂中印象深刻的环节，以及学到的东

西。 

（责任编辑：程华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