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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家像暖暖的太阳，让我们的心中洒满阳光。想起自己的家，

总会感到特别幸福。我们都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家。现在，我们就一起

来记录温馨欢乐的家庭趣事，记录数不清的精彩瞬间，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珍藏

属于家庭的快乐时光吧！

家庭小短片 ：我爱我家

主题描述	 ★		★		★		★		★		★		★		★		★		★		★		★		★		★		★		★		★		★

该主题主要介绍基于移动端设备，如平板、手机或 DV 来摄录平常发生的家庭

趣事和精彩瞬间，利用网络下载相关音频素材，然后利用 iMovie 对音视频进行编辑

处理，制作成小短片。

活动过程中，不仅能增加家庭互动，让家庭关系更加和谐融洽，还可以记录温

馨快乐的家庭时光，供日后细细品味，更可以提升音视频获取与处理能力，培养网

络时代下的信息素养。

平台	 ★		★		★		★		★		★		★		★		★		★		★		★		★		★		★		★		★		★		★

平板、手机或 DV。

软件	 ★		★		★		★		★		★		★		★		★		★		★		★		★		★		★		★		★		★		★

iMovie、iTunes。

特点	 ★		★		★		★		★		★		★		★		★		★		★		★		★		★		★		★		★		★		★

1. 基于移动环境下，通过平板、手机或者 DV 来录像，并对录像进行编辑处理，

整个过程都在移动设备上进行。本次主题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学习者可以

根据自身需要灵活运用，充分发挥。

2. 主题从家庭出发，记录温馨欢乐的家庭趣事，记录数不清的精彩瞬间，并把

生活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让我们在享受与家人相处的同时学会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录像，并编辑录像，学以致用。

下面，我们以“制作家庭小短片 ：我爱我家”为例进行讲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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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平板、手机或者 DV，拍摄家庭活动的视频片段，例如家人一起旅行、郊游、

运动、做家务和聚餐等。打开手机或平板的相机，进入拍摄界面，选择“视频”或

“录像”模式，如图 1.1.1 所示。或者打开 DV 的开关键。对于平板和手机，当你准

备好开始摄像时，点击红色圆形按钮，开始摄像，此时可以看到屏幕中红点闪烁，

时间从 0 秒开始计时，完成后再次点击红色方块按钮，停止摄像。对于 DV，按一

下录像按钮开始摄像，此时可以看到屏幕中红灯闪烁，时间会从 0 秒开始计时，完

成后再按一下录像按钮，停止摄像。和拍摄照片一样，拍摄视频时要重视画面的构

图和场景的光线问题。每次开始摄像之前，我们都要环视四周的环境，看看被拍摄

的画面是否是自己所需要的，要注意主角的位置，并保持画面的平衡性，确定画面

作品创意与素材搜集活动1

图1.1.1 “视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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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录音进行中图1.1.2 录音界面

中各物体要素在画面中的布局地位，保持画面整洁、流畅，避免杂乱的背景，并确

保主体能够从全部背景中突显出来。如果活动中人物很多，要注意围绕中心人物拍

摄。拍摄时尽量利用自然光，并采用顺光拍摄，因为逆光拍摄容易使人物的脸部过

暗或者阴影部分看不清楚。此外，拍摄视频一定要尽量保持画面稳定，尤其是用平

板或手机拍摄视频时容易抖动，拍摄过程中首先要拿稳，而且要拿平，拍摄过程中

呼吸尽量平缓同时避免移动，即使拍摄运动视频的时候也是如此。可以在拍摄的时

候用两只手把持 DV、平板、手机，或者寻找身体之外的支撑点，比如地面、矮墙、

桌子和椅子等。也可以在拍摄的时候，尽量选择拍摄大景别的画面，即使有所晃动，

也能弱化很多。

2. 通过平板或手机录制一段“最想对家人说的话”音频。打开平板或者手机的

录音机，进入录音界面，如图 1.1.2 所示。准备好开始录音后，点击红色圆形“开始”

按钮，开始录音，此时时间从 0 秒开始计时。录音过程中（如图 1.1.3 所示）点击“暂

停”可以暂停录音，暂停后点击“继续”可以继续录音。录音完成后点击“完成”，

结束录音，并将录音文件保存好，如图 1.1.4 所示。如果平板或者手机上没有自带

的录音工具，可以下载安装一个录音 App 进行录音，操作方法大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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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保存录音文件

3. 利用我们之前学习过的知识，在网络上下载和主题相关的背景音乐，例如“我

爱我家”“相亲相爱一家人”或者“我想有个家”等。为了保证背景音乐能够顺利

导入 iMovie，建议下载 MP3 格式的标准音质文件。

4. 如果搜集的音视频素材不在平板或者手机里面，可以先将音视频素材导入到

电脑中，然后利用 iTunes 将素材导入 iMovie 资源库中。具体方法如下 ：将平板或

手机通过数据线连接上电脑，打开 iTunes 软件，单击选中平板或者手机，然后单击

该设备下方“设置”列表中的“应用”，再将右侧的滚动条拖到底部，就可以看到“文

件共享”功能。选择文件共享下方“应用”里面的“iMovie”，然后单击“添加文件”，

弹出“添加”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选择电脑中的音视频素材（可一次性选中多个），

再单击“打开”，此时 iTunes 开始复制素材文件，如图 1.1.5 所示。复制完成后，

在右侧“iMovie”的文档中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所有素材列表。最后单击右下角的“完

成”按钮。

注意事项 ：和拍摄照片一样，要重视画面的构图和场景的光线问题。此外，拍

摄视频一定要尽量保持画面稳定。如果需要移动拍摄，尽量不要移动脚步，可以通

过手臂或三脚架手柄的移动来实现上下左右的移动拍摄。最好不要边走边拍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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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迫不得已，拍摄运动视频时候也尽可能保持画面稳定。可以利用变焦功能将镜头

拉近或拉远，来强调我们要拍摄的物体或是表现整个场景，但是要注意速度不要过

快，也不要漫无目的地滥用变焦。录音的时候，尽量保持安静，将环境噪声降到最低。

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询问老师或同学。

完成后，相信你会记录下很多温馨快乐的家庭时光，留下珍贵而美好的家庭回

忆，是不是很棒呢。

图1.1.5利用iTunes将音视频素材导入iMovie媒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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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动 iPad 上的 iMovie，界面如图 1.2.1 所示。

视频的组合与特效活动2

图1.2.1 iMovie界面

图1.2.2“新建项目”界面

2. 点击项目里面的“创建项目”，进入“新建项目”界面，如图 1.2.2 所示。

3. 点击“影片”，再点击底部的“创建影片”，进入“影片制作”界面，如图 1.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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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插入第一段视频素材

4. 点击“影片制作”界面右上角媒体列表中的“视频”，再点击“iMovie 媒体”，

右上角显示之前导入 iMovie 媒体库中的所有视频素材。点击选中 iMovie 媒体列表

中的“一起去旅行 3”视频素材，再点击下方的加号 ，将“一起去旅行 3”视频

素材插入影片视频轨中，如图 1.2.4 所示。

图1.2.3“影片制作”界面

5. 点击选中 iMovie 媒体列表中的“一起去旅行 2”视频素材，再点击下方的加

号 ，将“一起去旅行 2”视频素材插入影片视频轨中，排列在“一起去旅行 3”

视频素材后面，如图 1.2.5 所示。每段视频素材显示为一个矩形条，矩形条越长，

表示视频素材的时间越长。

图1.2.5 插入第二段视频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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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视频素材两端的黄色修整标记

图1.2.7 拖动黄色修整标记剪裁视频

图1.2.8 将完整的视频素材分割为多个片段

6. 播放查看视频素材，找出不需要或者不满意的视频片段，再将其剪掉。点击

视频轨上方的播放 ，播放在预览窗口中观看视频内容，记录有问题的片段信息。

点击 ，可以将指针定位到当前视频片段的开头位置。点击选中视频轨中的“一起

去旅行 2”视频素材，视频素材两端出现黄色修整标记，如图 1.2.6 所示。拖动左

侧修整标记，将左侧前 3 秒画面晃动比较严重的片段剪掉，如图 1.2.7。拖动修整

标记时，预览窗口顶部实时显示视频片段的剩余长度。

7. 将指针移动到视频轨中的“一起去旅行 3”视频素材第 9 秒的位置，点击界

面底部的“操作”，再点击“拆分”，将“一起去旅行 3”视频素材分割成两个独立

的片段。将指针移动到视频轨中的“一起去旅行 3”视频素材第 11 秒的位置，再次

点击“拆分”，将“一起去旅行 3”视频素材分割成三个独立的片段，如图 1.2.8 所示。

选中中间的视频片段，点击右下角的“删除”，将不需要的视频片段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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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将视频素材插入覆叠轨

图1.2.10 覆叠设置区

8. 参照上述方法，将其他视频素材依次导入影片视频轨，播放查看视频片段内

容，利用拖动黄色修整标记或者拆分视频片段后删除片段的方法，将不需要的视频

片段剪掉。在“影片制作”界面底部的编辑区中，通过双指张开，放大视频轨中视

频素材的查看比例，更精确地调整修整标记和指针的位置。通过双指合拢，缩小视

频轨中视频的查看比例，可以同时查看多个视频片段，便于选择不同的视频片段。

9. 通过拖动视频轨中的视频素材矩形条，排列视频内容间的前后顺序，将不同

的视频内容组合连接好。

10. 将指针移动到视频轨中的“一起去运动 1”视频素材开头的位置，点击选中

iMovie 媒体列表中的“一起运动 2”视频素材，点击下方的更多功能 ，再点击

画面覆叠效果中的任意一种 ，将“一起运动 2”视频素材插入影

片覆叠轨，如图 1.2.9 所示。

11. 选中“影片制作”界面底部的编辑区覆叠轨中的视频片段，点击底部的“叠

层” ，在覆叠设置区（如图 1.2.10 所示）中重新设置多个视频画面在屏幕中的

覆叠效果，将其设为“上下分布”，如图 1.2.11 所示。如果设置为画中画效果 ，

选中覆叠轨中的视频素材，点击预览窗口中的 ，激活移动缩放功能，预览窗口中

上层画面四周有一圈黄色调整框，如图 1.2.12 所示。通过在预览窗口中拖移上层画

面来摆放上层画面在屏幕中的具体位置 ；通过在预览窗口的上层画面中双指开合缩

放上层画面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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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1 设置视频轨和覆叠轨中的画面上下分布

图1.2.12 激活移动缩放功能

12. 从 iMovie 媒体库中插入视频素材到视频轨中时，iMovie 会自动为不同视频

素材之间插入转场，起到润饰画面的效果 ；手动将视频轨中的视频素材分割为多个

片段，默认情况下片段之间无转场效果。每两段视频素材之间都有一个转场小图标，

如图 1.2.13 所示， 表示当前两段素材之间无转场效果， 表示当前两段素材之间

有转场效果。

图1.2.13 视频转场小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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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4 应用视频转场效果

13. 点击选中转场小图标，界面底部会展开“转场设置区”，在此点击选择“无”“主

题”“叠化”“幻灯片”“划变”“渐变”等，可变换转场效果，在预览窗口中可以看

到画面重合的效果，如图 1.2.14 所示。两端素材之间只能设置一种转场效果。选择

“无”则相当于不应用转场效果，也即删除转场效果。通过点击选择不同的时间长度，

调整转场的速度。时间越长，画面转场过渡越慢；反之，时间越短，画面转场过渡越快。

14. 为视频轨上所有素材之间应用视频转场，尤其是场景变化较大的的素材之

间以及被删除了中间片段的视频素材之间，应用视频转场可以减弱画面跳动的感觉。

15. 将指针移动到影片视频轨开头的位置，点击“影片制作”界面右上角媒体

列表中的“照片”，再点击“全部”，右上角显示当前平板或手机中所有的照片素材。

点击选中全部列表中的“全家福”照片素材，将照片素材插入影片视频轨中。点击

选中视频轨中的照片素材，素材两端出现黄色修整标记，如图 1.2.15 所示。拖动修

整标记可以调整照片持续的时间，预览窗口中可以看到具体的时间长度。在预览窗

口中照片画面上利用双指开合分别设置起点和终点照片画面的不同大小，可以为照

片设置缩放动画效果。

16. 点击“影片制作”界面底部的“字幕” ，展开字幕制作功能区，如图 1.2.16

所示。在字幕制作功能区中，点击选中一种预设字幕样式，在预览窗口中显示“输

入标题”字样框，如图 1.2.17 所示。点击预览窗口中的“输入标题”，进入键盘输

入状态，输入文字“我爱我家”后，点击键盘上的“完成”或者预览窗口中标题文

字之外的地方，完成标题文字的输入。要修改或添加其他文字，在预览窗口中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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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标题文字区域，即可再次进入键盘输入状态，从而输入其他文字。点击视频轨

上方的播放按钮 预览效果，如果不满意，可以在字幕制作功能区中重新设置字幕

效果，或者点击预览窗口中标题区域白色点线外框左上角的“删除”按钮 ，删除

标题后重新制作字幕。

图1.2.15 将照片素材插入影片视频轨中

图1.2.16 字幕制作功能区

图1.2.17 预览窗口中显示“输入标题”字样框

12



信息技术 8 年级 ( 下 ) 家家英家校 英家家家家                                                                                                                                                                                  

17. 运用上述字幕制作方法，为短片的各个阶段配上各种字幕。

18. 点击“影片制作”界面左上角的“完成”，进入“保存影片项目”界面，如图 1.2.18

所示，点击影片名称，进入键盘输入状态，输入影片的名称“我爱我家”或者其他

喜欢的名称都可以，将影片保存好。点击界面中的编辑，可以再次进入“影片制作”

界面，继续编辑处理影片。

注意事项 ：在制作影片过程中不需要等处理完成后再保存，而是可以做了一点

处理就及时保存影片的制作进度，以免 iMovie 应用或 iPad 出现意外情况时，咱们

的辛苦白费啦。字幕持续的时间长度和当前添加字幕的照片持续时间长度或视频时

间长度一致。如果同一张照片上要变换不同的字幕，则需要重新插入此照片到视频

轨上，并分别设置好照片的长度，再分别制作不同的字幕。而在视频中制作字幕经

常需要将视频素材分割成多个片段，再分别制作字幕。在分割视频片段和应用转场

效果的时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哟，大家学习知识可不能死记硬套哦。

图1.2.18“保存影片项目”界面

大家快试着把你的家庭小短片中的照片和视频片段按照顺序组合好，给它们添

加些转场效果，让视频播放更加流畅生动，并配上相应字幕吧。制作过程中，尤其

是刚开始学习视频编辑处理的时候，对各种转场效果和字幕样式并没有直观感受，

请尝试比较多种效果和样式，选择最适合的。好啦，视频的组合和特效处理工作就

完成了。这一阶段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询问老师或找同伴帮你解决哦，加油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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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的剪裁与编辑活动3

1. 启动 iPad 上的 iMovie，如图 1.3.1 所示，在项目列表中点击选择已有的影片

项目，再点击下方的“编辑”，进入“影片制作”界面。

图1.3.1 选择已有的影片项目

2. 运用 iMovie 录制画外音。将指针移动到视频轨开头的位置，点击界面左侧

的“录制音频” ，在旁边展开录音功能区，如图 1.3.2 所示。准备好开始录音后，

点击右上角的“录音”，3 秒倒计时后正式开始录音。大声清晰地对着麦克风讲话，

使音量指示灯保持为绿色。如果音量指示灯为黄色表示声音有点大，为红色表示声

音太大，录制的声音会失真。开始录音后，录音功能区提示“正在录制”，此时可

以在预览窗口中预览影片画面内容，时间线上指针开始往右走，指针走过的区域用

红色覆盖，如图 1.3.3 所示。录音完成后点击录音功能区右上角的“停止”，结束录音，

录音功能区提示录音完毕，如图 1.3.4 所示。点击“检查”，试听刚才的录音，如果

不满意，点击“重录”可以重新录制。点击“取消”可以删除刚才的录音。点击“接

受”保留刚才的录音，看到音频轨中显示一段名为“录音 1”的紫色矩形条，如图 1.3.5

所示。矩形条越长，所以录音音频的时间越长。处理音频和处理视频一样，针对音

频的大部分操作主要通过此矩形条来完成。选中音频矩形条，音频素材两端会显示

黄色修整标记。一边观看画面内容，一边录制画外音，有助于把握语速，酝酿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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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提示录音完毕

图1.3.2 录音功能区

图1.3.3 录音进行中

在此，大家可以录制一段最想对家人说的话，还可以录制语音介绍影片画面内容的

大概情况。

图1.3.5 音频轨上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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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将音频素材插入到音频轨中

图1.3.7 分离视频中的音频

3. 运用 iMovie 插入已有音频素材作为背景音乐。点击“影片制作”界面右侧

媒体旁边的“音频” ，再点击“已导入”，媒体列表中显示之前导入 iMovie 媒体

库中的所有音频素材。点击选择某段音频素材，开始播放该音频。点击音频素材左

侧的“暂停” ，暂停播放音频。点击音频素材右侧的“使用” ，将音频素

材插入到音频轨中，如图 1.3.6 所示，插入的音频素材在另一条音频轨中显示为一

段绿色矩形条。

4. 选中视频轨中的“一起去旅行 2”视频素材，点击界面底部的“操作” ，

再点击“分离音频”，将素材中的画面和声音分开，如图 1.3.7 所示，看到视频轨下

方的音频轨中显示一段与视频素材同长度且文件名相同的蓝色矩形条，视频轨上的

视频素材中提示静音 。

5. 选中音频轨中刚才分离出来的音频素材，点击界面右下角的 ，将视频中原

有的音频删除。也可以选中音频轨中刚才分离出来的音频素材，通过将指针移动到

合适位置，点击底部的“操作” ，再点击“拆分”，重复执行多次，将完整的音

频分割为多个片段，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选中不需要的音频片段，点击右下角的“删

除” ，选择性地将视频中原有的质量较差或者不需要的音频片段删掉。

6. 选中音频轨上的背景音乐，拖动左侧修整标记，将左侧 27 秒音乐前奏剪掉，

拖动右侧修整标记将右侧多余的音乐片段剪掉，使背景音乐最后的剩余时间长度为

1 分 3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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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音量调节区

图1.3.9 速度调节区

7. 拖动音频轨上的背景音乐矩形条，重新摆放它在影片中的位置，将其与视频

轨中视频素材的末端对齐。

8. 选中音频轨中的某段音频素材，点击界面底部的“音量” ，展开音量调节区，

如图 1.3.8 所示。通过拖动音量线上的圆形滑块调节音频素材的音量，此处代表原

始音量的百分比，取值范围为 0% 到 500%，0% 表示完全静音，100% 表示保留

原始的音量。在音量线上点击两下，可将音量还原为 100%。

9. 选中音频轨中的某段音频素材，点击界面底部的“速度” ，展开速度调

节区，如图 1.3.9 所示。通过拖动速度线上的圆形滑块，调节音频素材的播放速度。

1x 表示保留原始速度，大于 1x 表示加快速度，小于 1x 表示减慢速度。点击“还原”，

可以还原为原始速度。注意 ：速度调整幅度不要过大，否则声音容易失真。

10. 选中音频轨上的背景音乐，点击音量调节区（如图 1.3.8 所示）右上角的

“渐变”，为背景音乐制作淡入和淡出效果，不然背景音乐突然出现或突然消失，都

会显得很突兀。选中音频轨中的背景音乐时，音频矩形条两端出现黄色倒三角滑块，

如图 1.3.10 所示。拖动倒三角滑块在矩形条上的位置，调节淡入和淡出所需的时间

长度，设置完成后如图 1.3.11 所示。

图1.3.10 调节淡入淡出

图1.3.11 设置淡入淡出效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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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在进行音频的剪裁与编辑的时候，也要记得随时保存哦。录音的时

候要注意把握讲话的音量，使音量指示灯保持为绿色，并接近黄色。音量过大或过

小都不利于影片欣赏。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保留视频中的原有音频。在

有画外音的情况下，可以将背景音乐的音量适当降低，以便突出画外音的效果。

学习知识是学习其原理，死记硬套可不是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尤其对于音频处

理，由于大家摄像和录音的环境不一样，下载的音频素材也不一样，而且我们每个

人的耳朵感受也不一样，所以音频处理大部分时候没有准确的参数值，关键是多试

听多调试，直到满意为止。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问问周边的人哟，在交流的

过程中，说不定我们又能 get 到一个新技能呢，加油哟，马上就可以欣赏我们的作

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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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发布与分享活动4

1. 完成影片作品中的的视频组合与特效制作、音频的剪裁与编辑处理后，点击

“影片制作”界面左上角的“完成”，进入“保存影片项目”界面，点击界面底部的

播放 或者画面中的播放，进入全屏观看影片的模式，如图 1.4.1 所示。从头到尾

预览一遍影片，观看完后点击左上角的“完成”，返回“保存影片”界面，如果需要

修改，可以点击界面下方的“编辑”，再次进入“影片制作”界面，继续修改制作影片，

确定不再修改编辑后，点击“完成”，即将影片项目保存好。

图1.4.1 全屏观看影片

2. 点击“保存影片项目”界面底部的 ，展开“导出分享”界面，如图 1.4.2 所示，

在此界面中选择“存储视频”，进入“选取导出大小”界面，如图 1.4.3 所示，根

据需要选择导出大小，选择的导出大小越大，影片画面质量越高，不过需要兼顾原

始素材的画面大小。选择好导出大小后，就开始正式导出影片，可以看到文字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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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选取导出大小”界面

图1.4.4 提示“影片已导出到照片图库”

“正在导出影片”。这里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具体的时间长度和手机或平板的性能、

影片节目的长度、编辑中添加的效果处理以及选择的导出大小都有关系。影片导出

完成后，iPad 会自动将影片拷贝到照片图库中，并提示“影片已导出到照片图库”，

如图 1.4.4 所示，点击“好”。iMovie 输出的影片视频格式为“.mov”。

图1.4.2 “导出分享”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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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6“分享”界面

图1.4.5 iMovie界面切换到视频类别

3. 导出影片视频后再次进入 iMovie 界面，切换到视频类别，如图 1.4.5 所示，

可以在列表顶部查看到刚才导出的视频。也可以进入平板或手机的“照片图库”中

查看导出的视频。选中视频，点击下方的 ，展开“分享”界面，如图 1.4.6 所示。

当然，也可以在图 1.4.2 所示的“导出分享”界面中，选择分享。像分享照片一

样，可以把视频分享到 iCloud 照片图库、iTunes 和 YouTube 等。分享到 iCloud 照

片图库或 iTunes 后，能通过自己的 iPhone、iPad、iPod touch、Mac 或 PC 以及 

iCloud.com 随时存取。借助 iCloud 照片共享功能，还可以轻松将视频分享给指定

的人。具体操作方法请参考之前学过的知识。至于选择哪种方式进行分享，可以全

班讨论最后定一种大家都方便上传并观看影片节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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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学们在观看完别人的作品后，依据活动 4“展示与评价”部分的表 3-4-1

自评量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价。各小组组长召集本组组员，展示组内成员创作

的作品，评选出小组内最优秀的代表作品，以便向全班进行展示交流。

5. 在观看完所有小组的代表作品后，同学们自由交流和讨论，并参照“展示与

评价”中的表 3-4-2 互评量表对各个小组遴选出的代表作品进行评价。

6. 各小组组长汇集小组所有成员的意见，在小组内进行最后的讨论，在各小组

遴选的代表作品中，评选出班级最优秀的三件作品。在评选的过程中，要注意分析

为什么这三件作品能够脱颖而出。

7. 各小组将互评表提交给老师，老师将汇总同学们的共同意见，选出代表作品

中的佼佼者。然后同学们谈谈优秀作品中值得借鉴的地方，也可提出这些作品需要

进一步改进之处。

8. 自评与师评后，同学们可以结合自己在交流过程中的感受，总结与反思在

本次活动中的收获和进一步改进与完善的策略，并记录在教材“展示与评价”中表

3-4-3 的自我反思记录表中。

9. 老师对同学们作品的制作情况进行总结。

注意事项 ：作品发布与分享阶段可分为课前和课堂中两部分。课前需要做的是 ：

把自己的作品导出视频文件，并上传至某一共享平台 ；观看其他同学的作品 ；老师

把全班同学分成小组。而课堂上的活动流程依次为讨论、陈述、总结。为防止同学

们在活动中出现混乱，影响整个活动的进行，老师在整个作品发布与分享阶段都要

起到引导作用，大家可要认真听老师的安排哦。

这一单元的学习就结束啦，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是不是收获很大呀。最后，大

家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如果有的话赶快问问身边的同学或向老师寻求帮助吧，

千万不要把问题抛在脑后就不管啦，那只会让我们的问题越积越多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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