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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new forms of school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era of “Internet+”, scene teaching method is widely used in Chinese classroom. However, when teachers use resources to create situations, there are two problems of improper selection and improper use of Internet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case analysi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are used to propos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eachers to create situations from teaching objectives, content, learning situation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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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境教学法作为“互联网+”时代学校课程改革的新形式之一，在语文课堂得到广泛且多元化的运用。
但是教师在利用资源创设情境时出现了互联网资源选择不当和使用不当两大问题。对此，本文采用案例
分析法、文献分析法、课堂观察法，从教学目标、内容、学情、技术等方面为教师提出有效创设情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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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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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自人类进入 21 世纪以来，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必不可
少的工具之一。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1]。同年 10 月，
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指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2]。随之
教育部在颁发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教育信息化工作要融入教育改革发展的核
心领域”[3]。并且情境教学法作为“互联网+”时代学校课程改革的新形式之一，现代化的互联网资源
与语文课堂的整合为情境教学法注入了更多活力。但是在情境教学法的应用中，有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
在利用资源创设情境时出现了诸多失当问题。一是利用互联网资源所创设的教学情境偏离了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和学情；二是在创设教学情境时，不会或者不懂如何选用互联网资源。对此，本文拟采用案例
分析法、结合参考文献及实习经历，对这两大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以互联网+为背景提出具体对策，
以期在情境教学法的应用中，能利用互联网资源恰当的进行情境创设，帮助学生在所创设的情境中真正
获得语文学习的交际能力、思考能力、鉴赏能力，从而也使情境教学法在“互联网+”时代的语文课堂得
到更得当地利用。

2. 情境教学法中的情境创设失当问题
情境教学法自 1970 年引入我国以来，得到了广泛且多元化的运用，并且情境教学法充分利用视频、
图片、多媒体、课件等设备来创设情境，通过在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性地引入或者创造一定的场景，让学
生更积极地进入文本内容，体悟作者情感。尽管情境教学法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更普遍的运用和认
同。但根据笔者在高中实习的经验调查以及对文献的整理，发现一些教师在采用情境教学法时，尤其是
在利用互联网资源创设教学情境时，出现了严重的失当和偏差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互联网资源选择
不当，教学情境缺乏针对性；二是创设教学情境时，不能恰当选用互联网资源。

2.1. 互联网资源选择不当，情境创设出现教学偏差
1) 偏离教学目标
在情境教学法中，互联网资源只是创设情境的一种辅助资源。但是在现在的语文课堂中，有相当一
部分的老师将精力放在了从互联网资源中下载课件或复制课件上，课本内容的讲解、提问也直接按照课
件来走，互联网资源反而从辅助性资源变成了课堂情境的主导。例如，通过三个月的高中实习，笔者在
相关语文课堂中发现：在相当多的教学情境创设中，很多语文教师在课前会花费大量时间来制作精美的
课件，而在课堂语言的表述中则显得十分苍白无力。这种“神性分离”实际上很难达到情境创设预定的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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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偏离教学内容
语文情境教学法要求任何资源都要有针对性，但是部分教师在互联网资源选用上背离了它的“针对
性”原则，完全脱离了教学内容。例如，某高中老师在进行《山居秋暝》课堂教学时，运用多媒体情境
为学生展示并着重讲解了作者王维与小甄氏和崔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是《山居秋暝》的主旨思想是
为了表达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官场生活的失望。因此教师着重讲解爱情思想，这与了解文章重点
是背对而驰的。
3) 偏离问题情境
教师在创设问题情境时，只是利用多媒体讲解当下的情境，不给学生做好一定的知识填充。例如，
某高中老师在讲解《赤壁赋》一文时，先通过多媒体课件创设一副“月夜秋景图”，然后提出一系列问
题，意图让学生各抒己见、积极赏析并分析作用。但是在实际课堂中，由于学情差异以及学生对课本的
掌握程度不同，只有部分学生会参与到老师的情境中，其余大部分学生因为缺少相关文学欣赏的知识和
技能，只能充当聆听者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互联网资源使用的优势。

2.2. 在创设教学情境时，互联网资源选用失当
在情境教学法中，恰当的互联网资源选择能给原本枯燥的语文课增添形象生动的图片画面，激发学
生的思考。但如果互联网资源的选用过滥过于机械，也会使所创设的教学情境流于形式，从而使情境教
学法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1) 在创设教学情境时，互联网资源选择过于机械
在创设教学情境时，部分老师对互联网资源的选择过于机械，停留于资源选用的表面，不合时宜。
比如，某高中的情境教学法课堂中，某老师讲解《故都的秋》一文时，为了渲染气氛创设了一些教学情
境。例如，他对文章内容开始讲解时循环播放了各地秋景的图片让大家欣赏，引来了学生对美景的感叹，
接着就是不受控的窃窃私语，老师这时再强势进入文章，就引起了学生的“反感”。
在上述案例中，老师机械地使用了多媒体资源，非但不能激起学生思考，反而引起学生反感，这样
的教学可谓是“画蛇添足”，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
2) 在创设教学情境时，互联网资源使用过滥
在情境教学法中，部分语文老师在使用互联网资源创设教学情境时，过多过滥地使用互联网资源。
例如，某高中老师在讲《雷雨》一课时，在讲解过程中用到了视频、音频、图片、等多样的多媒体教学
资源，而其主要的教学目标——主题意蕴的分析却没有充分的时间落实。这样的语文课看似“生动形象”，
却使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被丰富的互联网资源分散注意力，忽视了课本内容。这样的课堂往往会华
而不实，也造成互联网多媒体资源的滥用。

3. 情境教学法中，情境创设失当的原因分析
在情境教学中，教师在利用互联网资源创设情境时出现的失当以及偏差问题和老师对资源不会选、
不会用，有着紧密的关联。下面本文将从教师角度，针对情境教学法在情境创设时出现的问题进行简要
的原因分析。

3.1. 不会选教材和多媒体资源
1) 不熟教材，为了创设情境而创设
教师在利用情境教学法创设教学情境的过程中，随着互联网资源的大力使用，为了使语文课堂变得
更加生动有趣，重拾学生的学习热情，就会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通过多媒体创设一些生动有趣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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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或者为了创新教学方式而刻意运用情境教学法去教学。这样违背情境教学法针对性原则且不根据实
际需求塑造的教学情境自然就会脱离文章内容，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大多数老师一是为了让学生在课堂
中保持清醒，所以会刻意设置一些活跃气氛的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二是为了在课堂中运用情境
教学这一方法，所以脱离了文章内容，刻意创设情境。
2) 不熟学情，忽视学生主体差异性
学生群体由于先天能力和后天所处的环境、家庭背景等的不同，存在着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
要表现在智力、学习风格和个性特征差异上。同时教师在利用互联网资源创设情境时选取的内容过于深
奥，给学生过度填充课堂之外的资源，使得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内容过于浅显，使学生轻松找出答案，
无法真正掌握文章的核心内容，失去了学习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样过于深奥或过于浅显的情境的创设实
际上并不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
3) 不会选择多媒体资源
情境教学法中，多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辅助手段，容纳了一个广泛的数据库，教师在利用互联
网资源创设情境教的过程中“可以借助于语言描绘、课内游戏、角色扮演、影视欣赏、诗歌诵读、音乐
欣赏、课堂辩论等多种手段来达成。”[4]教师在选择内容上就会眼花缭乱，不会挑选重点。那么教师在
语文课堂上使用这些多媒体资源的机会有很多，如果老师不会选择多媒体资源，而是一股脑交给学生，
那往往就会适得其反。

3.2. 不会合理利用资源
1) 教师自身能力不足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进步，学生所接触到的世界比以前更加丰富多彩，这就要求老师不断提
高自己的知识储备，教师的知识素养和储备也直接影响着课堂质量。教师自身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对于情境教学这一新颖的教学方法并不了解，所以在运用过程中产生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总体来看，情境教学的推广很不普遍，也缺乏理论方面的研究。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实施情境教学，
除了凤毛麟角的优秀教师之外，近乎空白。”[5]因此在情境创设中容易出现创设偏差；二、对于多媒体
技术不会用、滥用，就导致了互联网资源选用失当的问题；三、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在创设情境时就
会凭空臆想，脱离文本，同时也无法掌握教学重难点，过多创设情境。
2) 多媒体技术发展不均衡
由于乡镇经济水平比较落后，互联网的普及度不高，所以使得部分老师不会使用多媒体。再加上老
教师固守传统教学方式，不愿改变，多媒体成了一件摆设品，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最后，多媒体技术
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便利，因此部分老师就会投机取巧，直接用多媒体展示问题
解答、文章思路等，而忽视了讲解这一重要环节，使教学过程中的主导权由老师转移到多媒体。并且老
师把大量精力放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选择，更关注课件的制作是否能激发起学生的热情，而忽略了
文章的重难点讲解，使得本末倒置。
如果只是形式化、机械化地使用多媒体技术，过度吸引学生目光，那么也就忽略了多媒体辅助教学
的本质，不利于师生之间有效的交流，也违背了情境教学的适度性原则。
3) 创新意识薄弱
由于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教师创新意识薄弱，所以大多老师在使用该方法时只会照搬互联网，
还有部分老师出于自身惰性，认为没有必要下功夫去创新情境，直接照搬他人，固定教学。但是在“互
联网+”教学的影响下，高中语文教学应更加注重知识的新颖度，老套的教学情境只会与时代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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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创设情境的具体对策
“互联网+”的出现，为情境教学法在语文课堂运用的现代化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提供了更加新型的
教学手段、“自由的时间、广阔的网络空间，多样化的网络资源，调动了学生的学习欲望，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动机和兴趣”[6]，实现了互联网资源与语文教学的深度融合。因此，本文以“互联网+”为背景，
立足于学情、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为教师创设有效情境提出以下几种具体对策：

4.1. 立足教学目标，择用资源创设生活情境
教学目标作为教学活动的一种实施方向，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老师在用情境教学法
创设教学情境时更应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且始终围绕实现教学目标而进行。在新课标“高中语文课程应
帮助学生获得内涵丰富的语文素养”[7]的理念的影响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能单纯地为讲课而讲课，
通过在学生脑海中创设出虚拟的教学情境让意识地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有效地去开发学生的大脑。因
此，创设生活情境，为虚拟的教学情境增添真实性，让语文教学更加生活化，更能鼓励学生积极地走出
课本，走进生活，走进学习，全面提高自身语文素养。
“语文情境教学的设计，应该把情感作为纽带，注重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8]体会
情感是走进文章内涵最为快捷的方法之一，在数字媒体时代，教师可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来创设生活情
境，例如，某老师在进行《背影》一课的讲解时，将对情感把握的教学目标作为教学重点，首先为学生
播放亲情视频，之后又以离别为切入点创设生活情境来导入课程。这样与互联网资源有效结合的生活情
境能够唤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从而更准确的获得对文章情感和内容的掌握。但是教师应当注意在创设情
境时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充分考虑学生的生活实际，情境适用、实用即可，不能凭空捏造、无中生有。

4.2. 立足学情，用资源创设问题情境
随着“互联网+”在教学中的不断融入，学生逐渐接触到一个巨大的数据资源库，在这一背景下更加
注重教师在情境创设时对学生的引导和对互联网资源的选用。再加上学生由于先天或后天环境的影响，
每个人都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教师要在问题情境的创设中掌握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因材施教、平
等对待，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投入到老师所塑造的情境中去，“在学生参与设计之时，可以较好的促
进学生的积极参与性，使学生的才华得完美的展现，”[6]这样学生才能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
“对于一篇文章的理解，更多在于学生自己的思考感悟。”[9]提出问题是所有的科目都要用到的一
个教学方法。在学情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可以有效引导学生拓宽思路、表达不同的见解、
采取各种方式解决问题。同时，还能激发不同层次的学生找寻答案的欲望。
例如，笔者观摩另一个班级的《小狗包弟》一文时，老师层次性地提出问题：这是怎样的一条狗，
以至于让巴金先生念念不忘——作者和小狗包弟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以至于让作者对它发出深深的歉
意——作者认为造成包弟悲剧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凶手是谁。同时，在多媒体课件中引用山的图片，
并将问题逐一从山脚引导山顶，教师通过创设这样具有层次性的问题情境，逐步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
寻找思路，随着问题的深入而走进文章中心，从而找出真凶即特定时期的社会制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学生会体会到回答正确的满足感，同时思维的碰撞也会擦出更多知识的火花，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乐趣和
积极性。

4.3. 立足于教学内容，用资源创设 3D 模拟情境
互联网+在语文教学中的有效运用，使得教师在使用情境教学法创设课堂情境时更加直观立体，这一

DOI: 10.12677/ces.2018.62023

152

创新教育研究

马婧垚，李先锋

方法在文言文教学中可以得到全方位地利用。教师可以在教学《烛之武退秦师》、《鸿门宴》等叙事型
的文言文时，就可以将事件背景、部分字词的释义以及白话文对话制作成视频下发给学生，让学生在课
后通过对视频中的模拟情境的学习来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高中语文课程应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
择相统一的原则，根据课程目标，精选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学习内容，变革学习方式，使全体学生都获
得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语文素养。”[7]如今大多学生都对语文这一科目产生了排斥，认为语文学习无
趣且无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老师改进教学方式，对现有的教学资源开发利用，塑造多种形式的立
体情境来重拾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比如角色扮演、朗诵等。
高中语文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深意，如果像以往教学单纯地对字面意思进行推敲是十分枯燥的。角色
扮演是老师要求学生在一定的准备下，根据课本内容来分别饰演不同的人物。这种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
身历其境地投入到角色中，在“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目标中得到
全面发展。并且在准备的过程中加深对文章情节和对人物性格的了解，同时有利于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
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能力的养成。在表演过后，老师可以要求学生把此次活动的感受反馈上来，
便于教师可以据此继续完善此类教学活动。
但是在运用课堂资源时，“要求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情境创设要适度，要精，做到激发兴趣与
掌握知识的有机结合”[4]。

4.4. 综合运用互联网资源，创设多模态教学情境
目前，随着“互联网+”与语文教学的不断整合，互联网资源为情境教学法创设情境提供了更多便利。
教师可以综合选用多样化的资源，充分结合线上课堂和线下课堂的模式，在一节课上创设多种模态的情
境，将虚拟情境、生活情境等融为一体。
例如《动物游戏之谜》一文，教师就可综合利用互联网资源，创设多样有趣的情境。文章用科普性
的语言和多种说明方式为学生介绍了动物的游戏，教师在创设情境时可将科学与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创
设生活情境增加科普文学习的乐趣。比如在导入部分，可以先用课件为学生播放一些儿时游戏的小视频
来活跃课堂气氛，之后由人类会游戏转换到动物的游戏活动，并请同学们欣赏这些动物游戏的图片。课
文题目点名“谜”，可见主要内容应该是解说“谜”在哪里，因此文章列举了各种假说。这时教师可以
利用多媒体课件对这些假说进行问题情境的创设，让学生分组解答积极参与进来，并用多媒体展示学生
的讨论结果。在文章结课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视频创设虚拟情境，为学生播放相关动物游戏的视频，
并让学生进行相关解说。这样一堂课下来，学生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通过自身努力和教师的辅助
加深了对文章细节的把握。教师也通过对资源的综合利用让一节看似平淡无奇的科普说明文变得丰富多
彩，成为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多媒体教学因为它方便、快捷、高效等多方面的优点成为现下高中语文课
堂使用较为广泛的教学手段。“多媒体是一种教育技术，一种传播媒介，它是服务于教学活动的”。
《再别康桥》这篇诗歌就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情境的创设来贯穿文章，体悟作者情感。用多媒体展
示康桥的图片，让学生观察图片猜测地点，之后找出图中的景物并用自己的语言为景物填充颜色，最后
与诗歌中的色彩进行对比，发现差异、想象画面，从而学习到诗歌中的色彩美。金色的垂柳、七彩的潭
水、斑斓的星空，诗人使用了较为绚丽的词语，创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意境，而图片的展示就会直观
地为学生带来 3D 立体的视觉冲击，怀着好奇心走进文章，同时也能学习到作者借景抒情的表达手法。
通过上述教学实例，我们可以发现合理使用多媒体来创设教学情境更容易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让语文教学变得生动活泼，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法，更加具有时代性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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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师提高自身能力
多媒体因为自身的快捷、直观等优点，成为教师在创设情境时的一个绝佳的辅助工具。但是由于城
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很多乡镇学校根本没有多媒体，除此之外，一些老教师对多媒体十分陌生、不会
使用，所以多媒体技术并没有普及开来。因此应该在乡镇地区普及多媒体技术，为老师们增设多媒体技
术的学习课程，让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教学效率。同时，当前社会要求学生拓宽知识面，而互联
网中就容纳了大量的知识信息，教师可以在传递现有知识的同时，让学生了解到更丰富、更现代化的知
识信息。
作为新时代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做到与时俱进，拓宽
知识的广度，以应对多变的课堂。其次，还有具备创新意识，在塑造情境时不能照搬老旧的情境，要做
到思考再创造，不断完善情境教学法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运用。通过笔者的实习经验，多数老师
都认为在情境教学中需要不断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不断开辟新思路、吸收新理念。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分析了教师在利用资源创设情境时出现的问题和原因，并据此以“互联网+”为
背景，为教师提出有效运用情境教学法的对策。但随着“互联网+”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不断推进，它为
学生提供了更为全面广泛的数据库，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老师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帮助学生对
情境数据进行有效筛选，同时更好地引导学生在互联网教学的大背景下实现学习的合作与探究。且随着
课改的进一步推进，对语文课堂使用情境教学法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这就需要广大老师不断钻研，对
症下药、提出更多可实施性的策略，共同推进语文课堂的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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