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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于“境”让思维跃升自发自觉
——基于高阶思维培养的情境化教学设计
戚雨馨
山东省威海市半月湾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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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每个孩子来说,从走进学校的第一天起,《道德与法治》就将陪伴着他们的道德成长。然而,
低年级学生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上常常是被动的,甚至觉得十分无聊。如何在课堂上提高学生的参与性,
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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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n the "environment", let the thinking rise spontaneously
——Situational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Yuxin Qi
Banyuewan primary school, Weiha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For every child, from the first day they enter the school, "Ethics and the Rule of Law" will
accompany their moral growth. However, students in the lower grades are often passive in the classroom of
ethics and rule of law, and even find it very boring.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lassroom and
cultivate students' higher-order thinking?
[Key words]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Leap of Thinking;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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