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学科单元作业设计 

王以新 

“（沪教版）七年级第一学期写几件事的记叙文阅读与写作单元”是我们经过课文重组

后设立的单元。本单元的教学篇目是《社戏》、《藕与莼菜》、《滹沱河和我》、《永远执着的美

丽》四篇写几件事的记叙文。 

一、单元目标： 

单元阅读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依据作者思想感情变化等标准划分段落，圈划出起过渡作用的词、句。 A 

在概括段落大意的基础上归纳文章主要内容，提炼文章的中心。 B 

识别自然环境描写与社会环境描写，分析环境描写的作用。 B 

理解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描写方法对表现主旨所起的作用。 C 

分析各部分材料及材料之间的关系（递进、对比、转折等）对于表现作者思

想情感所起的作用。 
C 

*根据作品表现的中心思想，从作品的表现手法，如表达方式（主要是细节

描写与议论）等，做出评价。 
D 

单元写作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理解题目的含义，及题目对文体和内容、应选材料的基本指向。 B 

根据题意调动生活积累，根据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选择相应的写作材料。 B 

根据材料与中心的关系，确定材料的详略。 C 

适当运用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表现对人物或事情的认识过程。 D 

 

二、单元作业目标 

1.概括文章主要内容，提炼文章的中心； 

2.把握牵动全篇的关键词、句或段落，揣摩品味其含义和表达的妙处； 

3.通过对人物描写的分析，把握人物特征，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 

4.通过对环境描写的分析，把握环境特征，理解其对表达情感和在结构上的作用； 

5.区别不同的分段、句式、语序对表达感情的作用； 

6.积累常用词语及富有表现力的句子、段落。 

 

三、课时作业目标（以《永远执着的美丽》为例） 

1. 理解“义无反顾”、“卓著”、“疮痍”等词的意思。 

2. 运用层意归并法概括段落的主要内容。 



3. 在读懂 9-21 节的基础上，理解“美丽”的含义。 

4. 辨析不同的句式、语序对表达情感的作用。 

5. 理解以“永远执着的美丽”为题的作用。 

6. 体会通讯报道语言简洁、生动的特点。 

【说明】 

单元目标即单元的教学目标。它包括阅读目标和写作目标，读写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逻

辑关联。单元目标统领整个单元的教学，因此，单元作业目标是在单元目标的引领下进行设

计的。再具体到每一课时的作业，又是在单元作业目标的引领下设计的。单元目标、单元作

业目标和课时作业目标之间是逐层传递的关系。上位目标统领下位目标，下位目标为上位目

标服务。 

 

四、单元作业样式 

语文学科单元作业由基础部分、阅读部分（一篇课内阅读、一篇课外阅读）和写作部分

构成。以下是“（沪教版）七年级第一学期写几件事的记叙文阅读与写作单元”作业。 

作业属性表 

作业目标  

内容维度 

1.概括文章主要内容，提炼文章的中

心；2.把握牵动全篇的关键词、句或

段落，揣摩品味其含义和表达的妙

处；3.通过对人物描写的分析，把握

人物特征，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4.

通过对环境描写的分析，把握环境特

征，理解其对表达情感和在结构上的

作用；5.区别不同的分段、句式、语

序对表达感情的作用；6.积累常用词

语及富有表现力的句子、段落。 

学习水平 
□ A  □  B   

□ C  □  D 

能力维度 

掌握单元课文中的生字词，能正确运

用这些词语进行表达；理解人物描

写、环境描写的作用并能用于写作。 

作业类型 

□预习 √巩固 

□复习； 

□口头 √书面  

□实践； 

□必做 √选做 

□拓展 □探究 

作业难度 □容易  √中等  □难 作业时间 90 分钟 

作业 目标（填写编号） 作业类型 作业时间 

作业 1 给加点的字注音，并在横线上准确抄写这些词语。 
复习、书

面、必做 
2 分钟 



作业 2 联系上下文，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意思。 
复习、书

面、必做 
12 分钟 

作业 3 

在词语“睿智、功勋卓著、疮痍、憧憬、义无反顾、

浩瀚、翱翔、风华正茂”中任选三个，连缀起来写

一段有中心的话。（50 字左右） 

复习、书

面、必做 
6 分钟 

作业 4 课文阅读 
复习、书

面、必做 
30 分钟 

作业 5 写作 
复习、书

面、必做 
40 分钟 

 

（沪教版）七年级第一学期写几件事的记叙文阅读与写作单元作业 

一、基础部分 

（一）学习《永远执着的美丽》，完成下列练习。 

1.给加点的字注音，并在横线上准确抄写这些词语。 

睿．智（     ）              不懈．（     ）              疮．痍（     ）              

贫瘠．（     ）              憧．憬（     ）              翱．翔（     ）               

2.联系上下文，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意思。 

⑴时隔 60多年的漫长岁月，袁隆平忆及当年儿时的感受，仍不免双眼闪烁，神采焕发．．．．。 

                                                                                  

⑵他义无反顾．．．．一头栽进了“杂交水稻”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之中。 

                                                                                   

⑶从播种到收获，他依然风尘仆仆．．．．地骑着摩托车去试验田。 

                                                                                    

3.根据课文内容，以“美丽的梦”为题，缩写袁隆平的故事。 

                                                                                    

（二）词语积累与运用。 

在词语“睿智、功勋卓著、疮痍、憧憬、义无反顾、浩瀚、翱翔、风华正茂”中任选三个，

连缀起来写一段有中心的话。（50字左右） 

                                                                                 

二、阅读部分 

（一）课文阅读： 

永远执着的美丽 

【选文略】 

1．“难道这就是自己多年来向往的最美的梦境？”改为陈述句应为                         

             ，原文不采用陈述句的原因是                                          

2．第⑴段中的“这”指的是                                                           



3．阅读课文 9-21节，这部分可以分为三层，分别概括层意，并说说“美丽”一词的含义。 

层次 层意概括 “美丽”的含义 

第一层（9—10节）   

第二层（11—12 节）   

第三层（13——21节）   

4．选文第⑹段主要用了         的表达方式，划线句主要采用了        和        的方

法，作用是                                                                    。 

5．第⑼段加点词“不善言辞”和“雄辩而流畅”是否矛盾？为什么？ 

                                                                                

（二）课外阅读： 

两弹是他的勋章（节选） 

【选文略】 

1. 看拼音写汉字。chóu建（          ）    浩 hàn（          ） 

2. 文章中有几处表示时间的词语，请找出来，并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这些时间对应的主要事

件。                             

3. 第⑵段运用的记叙顺序是         ，这样写的作用是：                            

三、写作部分 

1.作文题：《我发现了爱》 

2.作文要求：运用阅读课上学到的写作方法，通过几件事表现“我”发现亲情之美的过程。 

 

五、分层策略 

语文学科作业设计的“分层”策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 

其一，我们的教学是以学生为本的，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尊重差异”。作业是教

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分层应该是教师帮助学生主动选择的行为。也

就是说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真实水平，并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提高。 

其二，学生的学习能力各不相同且是随着学习的进行不断变化的。而且同一位同学在某

一学科的不同方面的能力也可能属于不同层次。比如有的同学擅长记叙文阅读，但议论文阅

读就薄弱一些。从这个角度说，教学中的“分层”应该按照教学实际的变化随时变化。 

其三，单元作业目标是针对所有学生的目标。而学生各有差异，能力强的学生能够全部

达成，弱一些的能够达成部分，个别能力薄弱的同学较难达成。所以，所谓分层，就是要给

予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不同的帮助，换言之，要搭设不同的“梯子”来帮助他们达成作业目

标，完成作业，进而达到单元学习的目标。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分层”就应该思考如何

给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思维支架。 

这里的“思维支架”指的是策略性的思考程序。这些思考程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更有

效地进行思考，同时持续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思维支架是引导学生思维，帮助学生自主学



习，并获得提升的有效工具。 

语文学科作业设计的“分层”完全可以从提供不同的思维支架这方面来思考。 

 

六、作业案例及说明 

（一）作业案例 

“（沪教版）七年级第一学期写几件事的记叙文阅读与写作单元”作业中的阅读部分选

用了该单元课文《永远执着的美丽》，作为“课文阅读”来设计单元作业，其中，我们布置

了这样一个作业： 

阅读课文 9-21 节，这部分可以分为三层，分别概括层意，并说说“美丽”一词的含义。 

（二）案例说明 

我们以这个作业为例来说明单元作业分层设计及实施的过程。 

为了方便学生完成作业，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如下。 

课文的 9—21 节可分为三层。请用“虽然……但是……因为……”的句式分别概括层意，

并思考其中“美丽”的含义： 

层次 层意概括 “美丽”的含义 

第一层（9—10 节）   

第二层（11—12 节）   

第三层（13——21 节）   

在本课的课时作业目标中有一条“在读懂 9-21 节的基础上，理解‘美丽’的含义。”理

解“美丽”的含义，是这一课时的教学难点。9-21 节可以分为三层，每一层中“美丽”的

含义都不同。因此，我们在这道课中设计了思维支架。 

支架 1：课文的 9—21 节可分为三层。请用“虽然……但是……因为……”的句式分别概括层

意，并思考其中“美丽”的含义： 

层次 层意概括 “美丽”的含义 

第一层（9—10 节） 虽然现实中农村的落后、贫瘠和疮

痍让袁隆平大失所望，但是绝没有

让他就此退缩。因为，他重建了“让

所有人不再挨饿”的美丽梦想。 

 

第二层（11—12 节）   

第三层（13——21 节）   

如上所示，支架 1 中老师用“虽然……但是……因为”概括了第一层的层意，同时提炼

了这一层“美丽”的含义。这也是“美丽”一词最浅层的含义。这些就是提供给学生的一个

思维支架。学生可以从中获得如下信息：1.概括层意的基本句式。后两层的概括可以仿照这

个实例来完成。即找到后两层中的转折、因果关系，并把它们连缀起来。2.根据概括的层意

来思考，在这一层中“美丽”的含义。 



如果在这个支架的帮助下仍然不能够完成作业，那么可以利用老师提供的第二个思维支

架（如下所示）。这个思维支架所提示的信息显然比第一个支架要多，对学生思维的引导更

具体。 

支架 2：课文的 9—21 节可分为三层。请用“虽然……但是……因为……”的句式分别概括层

意，并思考其中“美丽”的含义： 

提示：你可以先将下面三个问题适当排序，然后借助这些问题来概括层意。 

（1）袁隆平是如何面对挑战的？ 

（2）袁隆平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3）是什么原因促使袁隆平有这样的表现？ 

层次 层意概括 “美丽”的含义 

第一层（9—10 节） 虽然现实中农村的落后、贫瘠和疮

痍让袁隆平大失所望，但是绝没有

让他就此退缩。因为，他重建了“让

所有人不再挨饿”的美丽梦想。 

 

第二层（11—12 节）   

第三层（13——21 节）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跟支架 1 一样，给出了第一层的层意和“美丽”的浅层意外，还给

学生提供了一个问题链。这个问题链可以帮助学生梳理第二层的内容。只是这三个问题的逻

辑顺序被打乱了，学生必须先思考先考虑什么问题，后考虑什么问题，然后把三个问题连缀

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但是，一定还有部分学生无法做到把三个问题正确排序，针对这部分同学该怎么办呢？

我们提供了第三个支架。这个支架所提示的内容就更多了，可以帮助在学习上有一定困难的

学生完成作业。 

支架 3：课文的 9—21 节可分为三层。请用“虽然……但是……因为……”的句式分别概括层

意，并思考其中“美丽”的含义： 

提示：你可以按照下面三个提示问题的顺序逐一思考，然后用关联词连接起来，概括层意。 

（1）袁隆平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2）袁隆平是如何面对挑战的？ 

（3）是什么原因促使袁隆平有这样的表现？ 

层次 层意概括 “美丽”的含义 

第一层（9—10 节） 虽然现实中农村的落后、贫瘠和疮

痍让袁隆平大失所望，但是绝没有

让他就此退缩。因为，他重建了“让

所有人不再挨饿”的美丽梦想。 

 

第二层（11—12 节）   



第三层（13——21 节）   

把这三个支架放在一起，我们发现，这三个支架中都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提示。支架 1

提示最少，也就是说学生在用支架 1 概括层意时难度较大。当然相对于没有任何支架的情况

来说，已经降低了难度。支架 2 的提示多一些，概括难度降低。支架 2、支架 3 的提示逐级

增多，概括难度则逐步降低。 

学生在完成作业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分层选择支架。甚至可以先尝试不用支架来完

成作业，如果遇到困难，再尝试借助支架 1完成，以此类推，直到完成作业。 

可见支架的提供，适应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也为老师的分层教学提供了可

能。 

当然，学生分层选择不同的支架完成作业后，老师也要给予相应的分层评价，这也是单

元作业分层设计及实施策略中的重要一环。 

例如教师评估某学生的能力，应该通过选择支架 3 来完成作业，而他却借助支架 2 完成

了概括。概括中“虽然”、“但是”部分是对的，“因为”部分是错的，“美丽的含义”也是错

的。 

在分层评价时，应该先对其用于挑战高难度的勇气给予肯定，继而提示他概括对的部分

是因为完成了怎样的思考路径。然后再提示他，概括不正确的部分，可以作怎样的思考，来

帮助他找出自己的问题。 

再如教师评估一个学生完全可以通过选择支架 1 来完成作业，而他却选用了支架 2，也

就是说选择了低于他实际水平的支架来完成作业。那么，即使回答完全正确，也应该告诉他

要用于挑战自己，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