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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方案

一、教学分析及总体设计

课程名称 语文 授课教师 阳林

教学主题 改造我们的学习 教学课时 1 学时

内容标准

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教学标准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发挥语文课程独特的育

人功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培养爱党

爱国爱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语文课程标准（大纲）要求：学生通过阅读与欣赏、表达与交流及语文综合

实践等活动，在语言理解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发现与鉴赏、文化

传承与参与几个方面都获得持续发展，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

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涵养职业精神，为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提供支撑。

学情分析

教学对象：

知识与技能基础：20级学生语文基础知识较为薄弱、文章阅读与分析能力有

限。

学习态度及状态：学生态度良好，对语文的学习比较认真。

教材选用
语文（基础模块）上册 主编：倪文锦、余黔勋 第四版 第四单元

阅读与欣赏

教学内容

选择
13.改造我们的学习

教学目标

总体目标：掌握报告文学的特点和文章议论的结构知识，通过学习对比论证

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在议论文中对问题进行辩证分析的方法，让学生

从文中感知党的自我革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精神并用于到自己的

学习中去。

具体目标：

知识：了解文章的知识结构及内容，掌握议论文的三要素并明确其作用。

技能：掌握对比论证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在议论文中对问题进行辩证

分析的方法。

态度：认识马克思主义学习态度和主观主义学习态度的根本区别，让学生树

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

教学重点
梳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对问题进行辩证分析的方法和课文

的语言特点，将思想教育的要求渗透于各个教学环节中。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在议论文中对问题进行辩证分析的方法。学会政论语体

的特点恰当选用语言材料、语言手段，从而增强论证效果的技巧。

教学思路

与方法

教学思路主要为课前预习布置与检查、新课讲授（初步感知、合作探究）、

课堂小结（教学效果评价）、作业布置。主要采取任务驱动法、直观演示法、

启发诱导、合作探究、小组讨论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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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与教法学

法应用

主要教学环节 计划用时 教法学法 注意事项

检查预习 3 任务驱动法 预习效果

新课导入 4 直观演示法 注意引入情绪、场

景带入

整体感知 10 阅读法 注意观察阅读

文章结构分析 20 任务驱动法、小

组讨论、合作探

究法

观察讨论的过程

课堂小结 5 合作探究法 教师点评并总结

作业布置 3 练习法

教学环境

与资源

录播教室、录播平台与多媒体、学生学习平台

教学评价

与检测

通过预习检查、小组阅读对文章结构的总结性发言和课堂小结发言、课后作

业进行教学效果。

二、教学过程设计与实施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与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信息化手段

检查预习 生字词、文章写作背景

检查预习情况

呈现预习作业并

现场修订

检查预习情况，分析

班级学生自学效果。

雨课堂

新课导入

1.本文是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

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是当

时我党开展的以“反对本位主义，

以整顿党风；反对教条主义，以整

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的一篇重要

文献。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

研究我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承认只

有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

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他们只知

背诵马列著作中的一些词句，把马

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以

观 看 1921 年

——1941 年党建

设期间的重点照

片，呈现 1941年
毛泽东关于《改造

我们的学习》报告

演讲照片，介绍毛

泽东生平。

引导学生回顾党建

设初期的历史，初步

了解党建设中的曲

折历程，感知党在成

长历程的艰辛，感受

国家建设者的丰功

伟绩。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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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待马

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的革命带来

不能容忍的极大危害。针对这一情

况，本文对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态

度进行了有力而深刻的批判，谆谆

告诫我们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风，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2.介绍作者毛泽东

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

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

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

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字

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
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

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整体感知

1.要求学生用“快速阅读法”把握

全文要点。

讨论后明确：这些句子是：“我主

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

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此”；“中

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

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但

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

大的缺点”；“为了反复地说明这

个意思，我想将两种对立的态度对

学生快速阅读文

章，小组讨论找出

全文具有概括性

的句子。

有效培养学生阅读

能力和快速读懂的

能力。学习中国共产

党自我改革的精神，

树立正确的人生理

想。

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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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地讲一下”；“依据上述意见，

我有下列提议”；“在如此生动丰

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

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

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这篇课文中，作者的逻辑思路大体

上可以用上面几个句子里的三个

词来概括

“主张”－－“理由”－－“提议”

文章结构分

析

讲读课文的本论部分（布置相应问

题）

学生细读课文一、二、三部分，弄

懂每一部分同全文中心论点（即引

论中提出的“主张”）的关系，以

及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

1.文中的“一”部分，回顾党成立

20 来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所

取得的进步，正面论证了改造我们

学习的重要性。文中首句提出本部

分论点。第二句用“幼年”和“现

在”的认识来对比，上面“日益结

合”的情况。“肤浅”与“深刻”

相对，是就认识的深度来说；“贫

乏”与“丰富”相对，是就认识的

广度来说。这两对反义词用来修饰

和限制党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状况，反

映“日益结合”的成绩。第 3至 7
句，用“一百年来”、“十月革命

之后”、“抗日战争以来”三个时

期的中国革命史，说明“日益结合”

的进程。“摸索”、“找到”、“拿

起”、“结合”说明了中华民族的

优秀人物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

主义这个“真理”、“武器”的认

识和掌握，是有其发展成熟的过程

小组讨论任务问

题，合作探究分析

问题并形成总结

性答案。

有效培养学生的分

析能力，结合文章理

论联系实践的方法

引导学生要树立基

础知识与专业技能

相联系的学习方法。

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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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课文的“二”部分是怎样论证全

文的中心论点？

明确：文中的“二”部分，分析现

状，指出了我们“还有很大的缺

点”，从反面领会改造我们学习的

必要性。文章分四层论述：先总

提――说明存在的缺点和不纠正

缺点的危害性（第 1自然段）；然

后分说，就“研究现状”、“研究

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方面的缺点作具体说明（第 2至
5自然段）；接着仍从三方面分别

阐述坏作风带来的影响（第 6至 9
自然段）；最后总结前文，指出了

上述的“极坏的典型”的危害，唤

起人们的重视。

3.课文的“三”部分是怎样论证全

文的中心论点？

明确：文中的“三”部分，将正反

两方面加以对照，说明主观主义的

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的

原则区别，深入证明我们必须坚持

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态度，从而进

一步论证了改造我们学习的迫切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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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这篇重要报告，不仅在当时对党的

整风运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

且在当今这新的历史时期，对于我

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

大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

人，学习这篇文章更是要提高自己

的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理论联系实

际、实事求是的学风。

学生回忆中国共

产党近百年的发

展历程的大事件，

列举典型事件，指

出对我们现在的

指导作用和意义

增强学生的爱党爱

国情怀，学会从历史

中汲取宝贵的精神，

指引自己前进的道

路。

多媒体

课后作业：分析第四部分的内容，简要概述文章语言特点。

三、板书设计及教学反思

板书

设计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

引论：主张

正面：回顾发展的历程

阐明改造的重要 对照

本论：理由 反面：分析存在的缺点

强调改造的必要 层进

对比：揭示斗争的实质

出改造的迫切

结论：提议

教学

后记

整体效果良好，学生的活动设计应该更加完善，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

激发学生兴趣方面需要加强课堂导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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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流程说明

一、备课及课前准备

《改造我们的学习》本课依据教学实际情况设计为三个

课时，每次课为两个课时，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

的调整。

1.课前将学生分组，说明评价方式和要求，用激励评价

机制激发学生热情，创建一个宽松、和谐、竞争的学习环境。

2.导入课程资源，辅用 PPT 观看 1921 年到 1941 年党的

重大事件和 1941 年党面临的问题及写作背景，设置问题导

入到新课教学。

二、授课

（一）检查预习

（二）导入新课

一堂课的开头是非常关键的，关系到整堂课的效果，所

以教师要巧设开头，先入为主，用最短的时间，引导学生进

入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之精神饱满地

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教学中来。组织学生观看 1941 年，中

国共产党发动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会场照片和相关文献，

进一步感知这篇文章的意义与作用。学生观看的同时，教师

配合呈现的图片讲解相关历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国家观，培养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积极的人生

态度，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逐步引导学生通过图片和文字描述来了解时代背景、介

绍作者，及时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评价鼓励。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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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对历史伟人，感受伟人的壮举，树立自己的人生理

想。

（三）新课教学

1.让学生明确本课的教学目标和重难点。

明确文章的教学重点是文章的内容结构，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论证形式，并对问题进行辩证分析的方

法和课文的语言特点，把思政教育渗透在各个教学环节中。

2.整体感知，梳理文章结构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运用提问、点拨、答疑、讲解等

方法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而学生主要通过阅读、思考、小

组讨论来主动地进行研习探讨。第一步解题，侧重引导学生

学习的重要性，要把党的自我革新的学习精神应用于自身的

学习中去；第二步用快速阅读法把握全文要点，明确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议论形式，引导学生掌握严

谨的分析精神；第三步讲读课文的本论部分，注重每个部分

的分论点归纳，结合文章内容回顾历史，让学生感知中国共

产党建设历程的艰辛，感受现在的幸福来之不易。

3.课堂小结

归纳总结本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总结问题的

论证方式，回顾本文的知识结构，体会文章语言，引导学生

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理论联

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

4.作业布置

课程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