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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n 2017年2月6日，期待已
久的小学科学课标终
于颁布

n 一时间，全国各地纷
纷进行报道

n 媒体上还出现了许多
对课标的解读

n 许多老师也进行了仔
细的阅读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修订历程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修订历程

nn 2001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年，教育部颁布了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掀开了科学教学改革的新篇章。掀开了科学教学改革的新篇章。

nn 20042004年，教育部组织专家组，对颁布的课标年，教育部组织专家组，对颁布的课标
进行修订。进行修订。

nn 20062006年，教育部再次组织专家，重新对各科年，教育部再次组织专家，重新对各科
课标进行修订。课标进行修订。

nn 20082008年年66月，新修订的小学科学课标征求意月，新修订的小学科学课标征求意
见，见见，见http://www.nsse.org.cn/http://www.nsse.org.cn/

nn 20082008年年1212月，初步完成课标修订。月，初步完成课标修订。

http://www.nsse.org.cn/
http://www.nsse.org.cn/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修订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修订

nn 20112011年年22月月完成了《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完成了《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

标准（修订稿）》（标准（修订稿）》（暂不予颁发暂不予颁发））；；

nn 2013.3-2015.122013.3-2015.12再次修订；再次修订；

nn 2016.1-52016.1-5月，面向全国征求意见；月，面向全国征求意见；

nn 2016.82016.8审定通过，继续少量修改；审定通过，继续少量修改；

nn 2017.1.92017.1.9发文，发文，2017.2.62017.2.6网站上公布。网站上公布。



继承与发展继承与发展

nn 新老课标是继承关系；新老课标是继承关系；

nn 也是逐步发展、推进的关系。也是逐步发展、推进的关系。

nn 与与20012001版课标相比，版课标相比，20172017版课程标准有哪些版课程标准有哪些

新意呢？新意呢？



20172017版课程标准的几个变化版课程标准的几个变化

nn 课程性质定位的变化课程性质定位的变化

nn 课程目标分段的变化课程目标分段的变化

nn 课程设置安排的变化课程设置安排的变化

nn 课程内容要求的变化课程内容要求的变化



1.1.课程性质的变化课程性质的变化

nn 20012001版实验稿版实验稿

nn 是以培养是以培养科学素养科学素养
为宗旨的为宗旨的科学启蒙科学启蒙
课程课程。。

nn 20172017版修订稿版修订稿

nn 是一门是一门基础性基础性课程；课程；

nn 是一门是一门实践性实践性课程；课程；

nn 是一门是一门综合性综合性课程。课程。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nn 基础性：体现学科地位；基础性：体现学科地位；

nn 实践性和综合性：体现学科特点。实践性和综合性：体现学科特点。



2.2.课程目标的变化课程目标的变化

nn 20012001版实验稿版实验稿

nn 科学探究科学探究

nn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nn 科学知识科学知识

nn 20172017版修订稿版修订稿

nn 科学知识科学知识

nn 科学探究科学探究

nn 科学态度科学态度

nn 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社会
与环境与环境



3.3.低年级单独开设科学课程低年级单独开设科学课程

nn 20012001年之前，低年级有单独的科学课程；年之前，低年级有单独的科学课程；

nn 20012001版课标颁布后，版课标颁布后，1-21-2年级的科学内容，年级的科学内容，

融入在融入在《《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生活》》课程之中；课程之中；

nn 20172017年年99月，月，恢复恢复在在1-21-2年级单独开设科学课年级单独开设科学课

程，这是一种回归；程，这是一种回归；

nn 这是符合国际科学教育的大势的；这是符合国际科学教育的大势的；

nn 也体现科学课程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的也体现科学课程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的
整体安排。整体安排。



3.3.低低年级年级单独单独开设科学课程开设科学课程

nn 科学课程开设安排科学课程开设安排

时间 1年级 2年级 3-6年级
2017.9 新教材 老教材

2018.9 新教材 新教材 老教材

2019.9 新教材 新教材 新教材



www.themegallery.com

实施一年级科学课程的师资实施一年级科学课程的师资

nn 有条件的地区，尽量让专职教师担任；有条件的地区，尽量让专职教师担任；

nn 兼职教师无可避免，特别是语数教师来兼兼职教师无可避免，特别是语数教师来兼
课；课；

nn 关键在于对兼课教师进行培训。关键在于对兼课教师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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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兼课教师培训建议一年级兼课教师培训建议

nn 教材解读和分析；教材解读和分析；

nn 让教师亲自实践、亲自体验教材中的活动；让教师亲自实践、亲自体验教材中的活动；

nn 教学中紧紧抓住学生的观察、实验和记录教学中紧紧抓住学生的观察、实验和记录
这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



低年级教学建议低年级教学建议

nn 低年级的目标以培养兴趣、能力和习惯为低年级的目标以培养兴趣、能力和习惯为
主，让学生体验科学的乐趣；主，让学生体验科学的乐趣；

nn 根据低年级学生的认知和心理进行教学。根据低年级学生的认知和心理进行教学。
经常听一年级语文、数学课，了解低年级经常听一年级语文、数学课，了解低年级
学生的学习特点。学生的学习特点。

nn 可以适当借鉴幼儿园大班的游戏、活动式可以适当借鉴幼儿园大班的游戏、活动式
学习方式，做好幼小衔接。学习方式，做好幼小衔接。



低年级课堂视频低年级课堂视频

nn 浙江教研网：天天公开课浙江教研网：天天公开课

nn http://vopen.zjer.cn/openclass/getOpenClassDhttp://vopen.zjer.cn/openclass/getOpenClassD
etail.jspx?classId=459etail.jspx?classId=459

http://vopen.zjer.cn/openclass/getOpenClassDetail.jspx?classId=459
http://vopen.zjer.cn/openclass/getOpenClassDetail.jspx?classId=459
http://vopen.zjer.cn/openclass/getOpenClassDetail.jspx?classId=459
http://vopen.zjer.cn/openclass/getOpenClassDetail.jspx?classId=459


4.4.分段呈现课程目标与分段呈现课程目标与学习学习内容内容

nn 按照低（按照低（11～～22年级）、中（年级）、中（33～～44年级）、高年级）、高
（（55～～66年级）三个阶段呈现课程目标和课程年级）三个阶段呈现课程目标和课程

内容内容。。

nn 融入了学习进阶的研究成果。融入了学习进阶的研究成果。

nn 这也是应全国各地的一线教师要求修改的。这也是应全国各地的一线教师要求修改的。



科学知识的学段目标科学知识的学段目标



分段的好处分段的好处

nn 有利于编写教材时，把握学生水平要求；有利于编写教材时，把握学生水平要求；

nn 有利于教师教学时，把握学生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教师教学时，把握学生的发展要求；

nn 有利于检测时，把握学段的学习要求。有利于检测时，把握学段的学习要求。



学习进阶学习进阶

nn 是近十年美国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是近十年美国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

nn 相当多的文献将其表述为：学生关于某一相当多的文献将其表述为：学生关于某一
核心知识及其相关方法、技能、实践活动核心知识及其相关方法、技能、实践活动
在一段时间内进步发展的历程。在一段时间内进步发展的历程。

nn 以学生的学习为研究对象，以学生的学习为研究对象，““进进””是以描述学是以描述学
生的认知发展方向，而生的认知发展方向，而““阶阶””则要指出发展过则要指出发展过

程中的关键点，并提供对应的解决方案。程中的关键点，并提供对应的解决方案。





nn 学习进阶的研究实质上也反映了科学教育学习进阶的研究实质上也反映了科学教育
观的转变；观的转变；

nn 从传统的分割的教授各知识模块和各探究从传统的分割的教授各知识模块和各探究
技能；技能；

nn 转变为系统设计教学序列，帮助学生建构转变为系统设计教学序列，帮助学生建构
科学概念体系、培养科学实践能力，促进科学概念体系、培养科学实践能力，促进
学生的认知和元认知的发展。学生的认知和元认知的发展。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NRC））

nn ““学习进阶学习进阶””（（  Learning Progressions Learning Progressions ）是理）是理

论研究者、考试命题者、课程编制者、教论研究者、考试命题者、课程编制者、教
育决策者对话的重要渠道；育决策者对话的重要渠道；

nn 是沟通学习研究和学校课堂教学实践的桥是沟通学习研究和学校课堂教学实践的桥
梁，是联接课程标准、教学与评价，促进梁，是联接课程标准、教学与评价，促进
三者一致性最具潜力的工具。三者一致性最具潜力的工具。

nn   



5.5.以以““大概念大概念””统领内容标准统领内容标准

nn 大概念可以理解为学科思想，指本学科最大概念可以理解为学科思想，指本学科最
高位的思想观念。高位的思想观念。

nn 指向大概念的教学，是国际科学教学的趋指向大概念的教学，是国际科学教学的趋
势，高中课改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势，高中课改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nn 课标课标遴选了学生容易感知、乐于学习的遴选了学生容易感知、乐于学习的1818个个
主要概念，并进一步分解细化为主要概念，并进一步分解细化为7575个学习内个学习内

容。容。



物质科学主要概念物质科学主要概念

nn 11．物体具有一定的特征，材料具有一定的性能。．物体具有一定的特征，材料具有一定的性能。

nn 22．水是一种常见而重要的单一物质。．水是一种常见而重要的单一物质。

nn 33．空气是一种常见而重要的混合物质。．空气是一种常见而重要的混合物质。

nn 44．物体的运动可以用位置、快慢和方向来描述。．物体的运动可以用位置、快慢和方向来描述。

nn 55．力作用于物体，会改变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状态。．力作用于物体，会改变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状态。

nn 66．声、光、热、电、磁是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声、光、热、电、磁是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



指向大概念的教学指向大概念的教学



《《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目录目录

nn 前言前言
nn   科学教育的科学教育的1010项原则项原则  
nn 科学中的科学中的1414个大概念个大概念  
nn 引言引言  为什么需要大概念为什么需要大概念  
nn 第一章第一章  支撑科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支撑科学教育的基本原则  
nn 第二章第二章  科学大概念的选择科学大概念的选择  
nn 第三章第三章  科学上从小概念到大概念科学上从小概念到大概念  
nn 第四章第四章  以大概念的理念进行教学以大概念的理念进行教学  



1414个大概念（物质科学）个大概念（物质科学）

nn 11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很小的微粒构成的。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很小的微粒构成的。

nn 22物体可以对一定距离以外的其他物体产生作用。物体可以对一定距离以外的其他物体产生作用。

nn 33改变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需要有净力作用于其上。改变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需要有净力作用于其上。

nn 44当事物发生变化或被改变时，会发生能量的转变，当事物发生变化或被改变时，会发生能量的转变，

但是在宇宙中能量的总量总是不变的。但是在宇宙中能量的总量总是不变的。



实际教学中的把握实际教学中的把握

nn 教师心中要理解大概念和主要概念；教师心中要理解大概念和主要概念；

nn 不要求小学生去背诵大概念，而是朝着大不要求小学生去背诵大概念，而是朝着大
概念的方向前进，实际教学中从具体的概概念的方向前进，实际教学中从具体的概
念开始；念开始；

nn 教学中要明白指向哪个大概念。教学中要明白指向哪个大概念。



课例：课例：《《水能溶解一些物质水能溶解一些物质》》

nn E:\E:\教科版教材、教参教科版教材、教参pdf\pdf\教材教材pdf\pdf\四上四上\2\2、、
溶解溶解.pdf.pdf

nn 溶解现象溶解现象——物质组成物质组成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E:/Y�HYP�Y�pdf/YPpdf/�
/2���.pdf


思考：本课的两条设计思路思考：本课的两条设计思路

nn 指向溶解现象指向溶解现象

nn 怎样才算溶解怎样才算溶解

nn 谁还能溶解谁还能溶解

nn 溶解的特点溶解的特点

nn 指向微粒的观察指向微粒的观察

nn 溶解使颗粒变成微粒溶解使颗粒变成微粒

nn 微粒的分布微粒的分布

nn 微粒的大小微粒的大小



指向指向““微粒微粒””观察的记录表观察的记录表

nn 关键问题：食盐变成了什么样的东西，请关键问题：食盐变成了什么样的东西，请
画一画。画一画。



学生的猜想学生的猜想





改进过滤装置改进过滤装置



6.6.融入工程学教育内容融入工程学教育内容

nn 首次在我国将首次在我国将““技术与工程技术与工程””纳入科学课程标纳入科学课程标

准准；；

nn 将其列为与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将其列为与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
宇宙科学并列的宇宙科学并列的专门领域专门领域。。



技术与工程领域的意义技术与工程领域的意义

nn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技术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技术和
工程问题；工程问题；

nn 在动手实践过程中，激发创新激情，培养在动手实践过程中，激发创新激情，培养
创新能力；创新能力；

nn 体验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体验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教科版现行教材的设计教科版现行教材的设计

nn 运动和力运动和力

nn 时间的测量时间的测量

nn 形状与结构形状与结构

nn 微小世界微小世界

nn 能量能量

nn 热热

nn 电电

nn 沉和浮沉和浮



如何培养技术运用的能力？如何培养技术运用的能力？

nn 科学原理与技术有机结合；科学原理与技术有机结合；

nn 举例：浮沉子的制作与改进。举例：浮沉子的制作与改进。



研究浮沉子研究浮沉子



各种不同的浮沉子各种不同的浮沉子



浮沉子的另一种制作方法浮沉子的另一种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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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建高塔胡萝卜建高塔

www.themegallery.com



用胡萝卜建高塔用胡萝卜建高塔

nn 每组一个胡萝卜、每组一个胡萝卜、100100根牙签；根牙签；

nn 在在2020分钟内搭建一个高塔；分钟内搭建一个高塔；

nn 以高度、稳定性和美观程度，确定成绩。以高度、稳定性和美观程度，确定成绩。

nn 此活动此活动可视作一个工程问题可视作一个工程问题：：

nn 先小组讨论先小组讨论55分钟；分钟；

nn 然后动手实践然后动手实践2020分钟。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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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思维的一些特点工程思维的一些特点

nn 规划性规划性
nn 系统性系统性
nn 实践性实践性
nn 科学性与艺术性科学性与艺术性
nn 成本和可靠性成本和可靠性



倡导跨学科学习倡导跨学科学习



7.7.突出科学思维，体现核心素养要求突出科学思维，体现核心素养要求

nn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
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必备
品格品格和和关键能力关键能力。。

nn 六大素养：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六大素养：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
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nn 跟小学科学紧密相关的：科学精神和实践跟小学科学紧密相关的：科学精神和实践
创新。创新。



内涵：内涵：11核心核心33维度维度66大素养大素养

nn 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

nn 三个维度：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三个维度：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
与；与；

nn 六大素养：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六大素养：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
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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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图示关系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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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科学精神、科学精神

nn 主要是个体在学习、理解、运用科学知识主要是个体在学习、理解、运用科学知识
和技能等方面所形成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和技能等方面所形成的价值标准、思维方
式和行为规范。式和行为规范。

nn （（11）理性思维）理性思维

nn （（22）批判质疑）批判质疑

nn （（33）勇于探究）勇于探究



（（11）理性思维）理性思维

nn 重点是崇尚真知，能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科重点是崇尚真知，能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科
学原理和方法；学原理和方法；

nn 有实证意识和严谨的求真态度；有实证意识和严谨的求真态度；

nn 逻辑清晰，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逻辑清晰，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
物、解决问题、指导行为等。物、解决问题、指导行为等。



（（22）批判质疑）批判质疑

nn 重点是具有问题意识；重点是具有问题意识；

nn 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nn 思维缜密，能多角度、辩证地分析问题，思维缜密，能多角度、辩证地分析问题，
做出选择和决定等。做出选择和决定等。



（（33）勇于探究）勇于探究

nn 重点是具有好奇心和想象力；重点是具有好奇心和想象力；

nn 能不畏困难，有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能不畏困难，有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nn 能大胆尝试，积极寻求有效的问题解决方能大胆尝试，积极寻求有效的问题解决方
法。法。



6.6.实践创新实践创新

nn 22、问题解决、问题解决

nn 重点是：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有解决问重点是：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有解决问
题的兴趣和热情；能依据特定情境和具体题的兴趣和热情；能依据特定情境和具体
条件，选择制订合理的解决方案；具有在条件，选择制订合理的解决方案；具有在
复杂环境中行动的能力等。复杂环境中行动的能力等。

nn 33、技术运用、技术运用

nn 重点是：理解技术与人类文明的有机联系，重点是：理解技术与人类文明的有机联系，
具有学习掌握技术的兴趣和意愿；具有工具有学习掌握技术的兴趣和意愿；具有工
程思维，能将创意和方案转化为有形物品程思维，能将创意和方案转化为有形物品
或对已有物品进行改进与优化等。或对已有物品进行改进与优化等。 www.themegallery.com



核心素养核心素养

nn 是三维目标的综合表现；是三维目标的综合表现；

nn 是素质教学内涵的具体化。是素质教学内涵的具体化。

nn 发布稿：发布稿：
http://learning.sohu.com/20160913/n46838158http://learning.sohu.com/20160913/n46838158
1.shtml1.shtml

nn 浙江小学科学网专题帖子：浙江小学科学网专题帖子：
http://lt.zjxxkx.com/showtopic-20236.aspxhttp://lt.zjxxkx.com/showtopic-2023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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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如何落实核心素养学科教学如何落实核心素养

nn 课堂教学课堂教学

nn 课外实践课外实践

nn 例如：如何培养理性思维？例如：如何培养理性思维？



科学精神科学精神--（（11）理性思维）理性思维

nn 重点是崇尚真知，能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科重点是崇尚真知，能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科
学原理和方法；学原理和方法；

nn 有实证意识和严谨的求真态度；有实证意识和严谨的求真态度；

nn 逻辑清晰，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逻辑清晰，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
物、解决问题、指导行为等。物、解决问题、指导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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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维理性思维

nn 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思维方式；

nn 一种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思维方式；一种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思维方式；

nn 也是一种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思维也是一种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思维
方式。方式。

nn 证据和逻辑相协调证据和逻辑相协调的思维方式。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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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水珠从哪里来？课例：水珠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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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想法与教学设计学生的想法与教学设计

nn 学生的主要假设学生的主要假设

nn 杯口流水杯口流水

nn 杯口漏气杯口漏气

nn 杯壁渗水杯壁渗水

nn 杯外气体杯外气体

n 排除法的思路

n 带盖子的瓶子

n 红色冰块

n 空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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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气，能流出来吗？水和气，能流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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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瓶子里渗出来的吗？水是瓶子里渗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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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瓶子外的水珠空瓶子外的水珠

nn 很多学生一直坚持水很多学生一直坚持水
珠是瓶子里渗透出来珠是瓶子里渗透出来
的；的；

nn 学生是怎么解释渗出学生是怎么解释渗出
来的水珠是无色的？来的水珠是无色的？



空瓶子外面会出现水珠吗？

nn 生：把水的倒掉，看空瓶子会不会出现水生：把水的倒掉，看空瓶子会不会出现水
珠！珠！

nn 生：发现冷的空瓶子也能出现水珠！生：发现冷的空瓶子也能出现水珠！

nn 生：水珠不是里面渗出来的。生：水珠不是里面渗出来的。

nn 最后用冷瓶子和常温瓶作比较，确定受冷最后用冷瓶子和常温瓶作比较，确定受冷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n 帮助学生寻找证据，获得证据；

n 引导学生用证据和逻辑进行论证；

n 培养以证据说话的习惯，逐步养成实证意
识，逐步形成理性思维。



8.8.适当降低课程内容难度适当降低课程内容难度

nn 如：如：

nn 对电路的串并联不做要求对电路的串并联不做要求；；

nn 不要求不要求““了解四季的成因了解四季的成因””，，调整为调整为““知道四知道四
季的形成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有关季的形成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有关””；；

nn 删除月相成因，调整为了解月相变化的规删除月相成因，调整为了解月相变化的规
律等。律等。



对考试命题的建议对考试命题的建议

nn 把握学段目标，不要超越标准所规定的知把握学段目标，不要超越标准所规定的知
识要求；识要求；

nn 已经删除的内容，不要再进入命题的范围，已经删除的内容，不要再进入命题的范围，
以免增加教师和学生的负担；以免增加教师和学生的负担；

nn 避免出现死记硬背的题目，给教学以良好避免出现死记硬背的题目，给教学以良好
的导向。的导向。



把握考试评价的导向性把握考试评价的导向性

nn 根据学科特点，突出实践考核和评价；根据学科特点，突出实践考核和评价；

nn 注重平时教学的观察实验活动记录；注重平时教学的观察实验活动记录；

nn 纸笔考查避免考纯知识的题目。纸笔考查避免考纯知识的题目。

nn 例：安吉县例：安吉县532532评价机制的探索。评价机制的探索。



我的建议：阅读和理解我的建议：阅读和理解

nn 11、仔细阅读、仔细阅读20172017版课版课
标，摘出或画出你认标，摘出或画出你认
为重要的语句，批注为重要的语句，批注
你有想法的地方；你有想法的地方；

nn 22、与、与20012001版实验稿课版实验稿课

标，对照着阅读；标，对照着阅读；



我的建议：实践和探索我的建议：实践和探索

nn 33、探寻背后的理论支撑，了解相关的背景、探寻背后的理论支撑，了解相关的背景

和理论；和理论；

nn 44、探索实践，做出课例；、探索实践，做出课例；

nn 55、形成文章，智慧共享。、形成文章，智慧共享。



                    介绍完毕，介绍完毕，

                                谢谢聆听！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