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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教育田地的守望者
 ■ 江帆

回想自己 26 年的教育教学经历，我应该是教育教学的能手，然而，我不是！我
总觉得自己依然是一个刚登上讲台的新手。有时，我常常问自己，是否把自己当做
班级中一名普通的学生？是否走进学生内心，去抚慰学生那最柔软的地方？是否用
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是否真正做到欣赏和关爱学生？是否把教育当做事业在做？

看看魏书生先生如何做的吧——
他非常爱教育。他认为执着是教师成长的必备品质。他执着于阅读，古今中外，

无所不包；他执着于思考，在思考中发展，在思考中提升；他执着于实干，不为名
不为利，心系教育。

他非常讲民主。自己在班内说到的自己一定要做到，不偏不倚，保证自己与学
生的地位“等同”，对制定的各项班规班约一定要得到学生的“认同”，对学生合
理化的意见或建议一定要“赞同”。“三同”观让他与学生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
友谊。

他非常尊重学生个性。遇到问题，宽容每个学生的无知和过错，时时处处“将
心比心”、“换位思考”。朋友似的促膝谈心，倾听学生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他“爱”字当头，刚柔相济。他特别强调专制粗暴不是爱，那是对学生的不尊重；
溺爱纵容不是爱，那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略举几例，说不尽魏书生先生的教育真髓，道不尽魏书生先生的教育情！
想一想自己做的，平时是否只重“教”而疏“育”，最后培养出来的不是人才，

只是一群人而已！
生命是美丽的，基于生命的教育是美丽的；成长是美丽的，欣赏和关爱学生成

长的教育是美丽的！用魏书生先生的话说，“万种教育皆归一个‘爱’字”！用欣
赏和关爱点燃学生心中的理想之火，用欣赏和关爱鼓励学生面对一切挑战，用欣赏
和关爱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用欣赏和关爱伴随学生一路前行。“教”和“育”
之处，皆要用心，用心陪伴如春风，用心滋润如细雨，用心经营透真情，方可一路
风光，一路精彩！

如果把教育看作是自己的一块麦田
我会守在那儿
看着一颗颗麦子
从青绿到金黄 /

站在月光下
守望

麦田的上空
是我梦想的天堂
我知道那里
孤独的风
寂寞的云的影子
都会向我叙说
曾经的骄傲

麦田的前方
是我走过的路
留下许多忧伤
也留下许多向往

我会守在那块麦田
看着一颗颗麦子
从金黄到沉甸甸

站在月光下
一一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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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外语教学认为学习者的母语

因素是影响外语学习的根本因素，因此将母

语影响与语言迁移同等而论。但是随着英语

作为一外日趋普及，掌握第二外语成为竞争

优势；而二外学习也逐渐向低年龄段延伸，

中学生学习二外的情况屡见不鲜，并且越来

越受到学生、家长的认可。基于这样的情况，

本文尝试研究一外英语对二外阿语学习的正

迁移影响，利用创新实践、学科融合提高课

堂效率、辅助学生学习，引导学生正确利用

学习迁移理论，在今后的语言学习甚至其他

学科中自主运用，发挥正迁移的积极作用，

避免负迁移的消极影响。

一、理论基础

“迁移”一词最早来源于心理学，由

lado（1957）提出，随之被用于第二语言习

得的研究。1957 年，美国语言学家罗伯特 

拉多（Robert Lado）发表了《跨文化语言学》

（Linguistics Acorss Cultures），比较

集中地反映了对比分析理论。在论述语言的

迁移理论时提出了语言的“正迁移”和“负

迁移”现象：“正迁移”是指原语言与目的

语之间的相似性会对第二语言学习产生促进

作用；而“负迁移”是指两种语言相异之处

的迁移，它对第二语言的学习产生消极影响。

在教育学中也有相关理论：学习迁移是指一

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或习得的经验

对完成其他活动的影响。任何一种学习都要

受到学习者已有知识、技能、态度等的影响，

只要有学习，就有迁移。中学阶段，英语作

为一外，阿语作为二外，两种语言同时学习，

学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英语与阿语进行比

较；美国应用语言学家奥德林（odlin）指出：

“当学习者已经掌握两门语言时，这两种语

言都会对第三种语言产生影响。因此，英语

会对阿拉伯语的学习产生影响。

《中国百科全书》指出，将语言根据其

形态可以分为三大类：（1）分析型语言，

如汉藏语系；（2）黏着型语言，如日语和

朝鲜语；（3）屈折型语言，其特点使用词

形表示语法关系，有的甚至用内部屈折来表

达语法意义。屈折型语言包括两个重要的语

系：印欧语系和闪含语系，其中英语属于印

欧语系，而阿拉伯语属于闪含语系南部语支。

由此可见，英语、阿语同为屈折型语言，又

都是字母拼写语言，在句型、派生等方面有

共性，可以产生正迁移影响。所以，本文试

图以迁移理论为指导，采用对比分析法，简

要分析英语对二外阿语学习的正迁移影响。

二、观点依据

首先，根据笔者所在的苏州地区为例，

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正式学习英语，而实

际上很多有条件的家庭从早教、幼儿园开始

就教授孩子英语，至初中生接触阿语、作为

二外为止，至少有 6年英语学习经验，学生

已拥有一定的英语知识和学习习惯；其次，

目前以英语作为中考、高考科目还是主流现

象，我们可以认为，英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会持续对阿语学习进行影响；第三，笔者

在对以英语为第一外语、阿语为二外的人群

中调查显示，有超过 58% 的被调查者表示在

阿语学习中，英语对阿语学习的帮助对过干

扰，有 69% 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曾利用已有

的英语知识帮助阿语学习，有 38% 的被调查

者表示英语水平对阿语学习有影响。

三、举例论证

（一）语音

英语和阿语均为字母文字，和英语相比，

阿语的语音学习主要通过课堂教学的形式来

进行，学生课后复习全靠课上所学得的印

象，如果学生不能当堂理解、课后就无法复

习，故利用英语语音作为参考，帮助学生快

速掌握发音技巧、便于课后复习，非常有必

要。在外研社出版的《新编阿拉伯语》中，

28 个阿语字母中的 17 个做了英文的国际音

标注释，在实际授课中，利用英语音标辅助

进行近似音辨析是常用手段，例如：

一外英语对二外阿语学习的正迁移影响

 ■ 朱荷菁

【摘要】语言迁移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外语教师关注的研究课题，当学习者已经掌握英语时，
再学习阿语，会受到一外的迁移影响。本文选择典型案例，尝试探索如何运用已有的英语
基础，导入阿语知识，通过英语对阿语的正迁移影响提高阿语学习效率。
【关键词】英语 第二外语 阿拉伯语  正迁移

近似英语音标 发音规则 字母

ð 发音时，舌尖平放在上下齿之间，气流经舌齿间的缝隙
摩擦而出 ，声带震动。

ذ

z 发音时，舌尖抵在下齿，舌端靠近上齿龈，气流由舌端
和齿龈的缝隙间摩擦而出，声带震动。

ز

θ 发音时，舌尖平放在上下齿之间，气流经舌齿间的缝隙
摩擦而出，声带不震动。

ث

s 发音时，舌尖抵在下齿，舌端靠近上齿龈，气流由舌端
和齿龈的缝隙间摩擦而出，声带不震动。

س

 （二）词汇 

1. 外来词

在阿拉伯语词汇的学习中，经常出现

涉及地理、科技等

词汇源自英语，学

生在学习此类单词

时，由于已知英文

单词，兴趣高，易

上手。例如：

ٌنوُيِزِفْلِت television

ٌةَّيِجوُلوُنْكَت technology

ٌّيِكيِرْمَأ American

ٌرَتوُيِبْمُك computer

ٌّيِنوُرُتْكَلَأ electric

ٌّيِناَباَي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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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源于阿拉伯语的英文单词

由于古代阿拉伯文化繁荣，阿拉伯处在

亚、欧、非大陆交界，阿拉伯人不断促进世

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少英文单词来源于

阿拉伯语；在学习中，可以寻找英文和阿语

词源之间的关联，利用语言的正迁移来促进

阿语学习，渗透阿拉伯文化，激发、培养学

生探究学习的兴趣。例如：

(1) Coffee – ةوهق

已 知 最 早 的 咖 啡 饮 用 记 录， 是 在 於

十五世纪的叶门。咖啡的阿拉伯语为 /ةوهق

qahwa/，在发音上与英语的咖啡相差不少，

原因是经过了土耳其语与义大利语的转折。

由於土耳其语没有 /q/ 与 /w/ 的发音，所以

在土耳其语中，开头的 /q/ 被转为 /k/，而

字中的 /w/ 也变化成 /v/，成为了土耳其语

的 kahveh。而义大利人率先从鄂图曼土耳

其人处，习得了此种饮料的存在，威尼斯人

也开始向鄂图曼人进口咖啡，kahveh 也因

此进入义大利语成为 caffè。多数欧洲语言

的咖啡，都由义大利语的 caffè 演变而来，

而英语也不例外。

(2) Lemon – نوميل

目前已知柠檬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在十

世纪以阿拉伯文记载的农业与园艺文献。

阿拉伯人也最早在地中海成功繁殖柠檬。

十 二 世 纪 著 名 的 阿 拉 伯 农 业 学 家 伊 本 •

安 万 (ماوعلا نبا) 将 这 种 水 果 称 作 /نومل

lāmūn/，但在之后的阿拉伯著作中，柠檬却

比较常被称作 līmūn/，欧洲诸语的/نوميل

柠檬多由此而来。

(3) Algebra - ربجلا

" 代数学 " 的英文一样是来自阿拉伯语。

Algebra 来自阿拉伯语的 al jibr/，其/ربجلا

在古典阿语的原义是 " 重新组合 "，其实在

这裡翻成 " 移项法则 " 比较贴切。该字之

引用，是出於九世纪著名波斯数学家、天

文学家暨地理学家的穆罕默德 • 本 • 穆

沙 • 阿 尔 ─ 花 里 兹 米  ىسوم نب دمحم)

(يمزراوخلا 之著作《移项与合併同类项之计

算摘要书》(باسح يف رصتخملا باتكلا 

，该书自十二世纪起。(ةلباقملاو ربجلا

被多次翻译成拉丁语，随后再进入欧洲诸语，

英语的”代数学”一字也由然而生。

3. 动词的时态

英语和阿语共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

时态，在学生自学或老师教师过程中，可以

利用英语的时态，比较并导入阿语时态。

4. 英语动名词和阿语普通词根

学生在学习阿语动词的过去式、现在式

时，由于有了英语过去式、现在式动词的概

念，接受程度较高；而阿语动词的普通词根

阿语举例 英语举例 阿语动词 英语动词 时态

ِإ َبَهَذ َأ ِةَسَرْدَمْلا ىَل ِسْم . He gone to school yesterday. َلَعَف done 一般过去式

ِإ ُبَهْذَي .َنآْلا ِةَسَرْدَمْلا ىَل He is going to school now. ُلَعْفَي be doing 现在进行式

ِإ ُبَهْذَيَس .َدَغْلا ِةَسَرْدَمْلا ىَل He will go to school tomorrow. ُلَعْفَي +(َفْوَس)َس will do 将来式

也可以和英语的动名词形式进行类比，利用

正迁移的影响，帮助学生理解。

概念：英语的动名词是由 “原形动词

+ing”所 形成的，它是具有动词性质的名

词 ，无人称、 数量、时态的区别 。而阿

语中动词的词根表示没有时间概念的抽象动

作，它是一种抽象名词，表示动词含义，但

是词性上是名词，普通词根就是每个动词都

有的一般词根。 

举例：

阿语 英文 中文 用法
.ةعتم ةءارقلا Reading is a pleasure. 阅读是一种享受。 主语【起语】

.ةءارقلا ّبحأ I like reading. 我爱阅读。 宾语
 ىلع ةعاس ىضقأ

.موي لك ةءارقلا
I spend one hour on 

reading everyday.
我每天花一个小时阅读。 介词后做受词

.ةعتم بتكلا ةءارق Reading books is a 
pleasure.

读书是一种享受。【宾语】 动 名 词 由 于 表
示动词含义，其
后可以接宾语、
固定搭配的介词
短语等

 ىلإ عامتسالا 
ةعتم ىقيسوملا

 Listening to music is 
a pleasure too.

听音乐也是一种享受。
【介词短语】

（三）句子

 英语陈述句的基本结构是主语 (S) +

谓语 ( V )+ 宾语 (O) , 而阿语句子有名词

句和动词句两大分类，名词句的基本结构是

起语【主语（S）】+ 述语【表语（P）】，

在阿语中没有谓语 be 动词的概念；动词句

的基本结构是动词【可以含主语（S）】+

宾语（O），其实在学习倒装名词句和从句

的过程中，有很多句型可以类比学习。

1. 定语从句

概念：英语的定语从句是一个简单句跟

在一名词或代词后（先行词）进行修饰限定，

就叫做定语从句，在主句中充当定语成分；

被修饰的词叫先行词。而阿语的定语从句和

英语的概念相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被修饰的名词是确指名词，定语从句的前面

要加关系代词，并注意性、数、格一致。

举例：

阿语例句 英文例句 中文例句 关系 代词

 هتأرق يذللا باتكلا هنِإ
.سمأ (هتأرق باتك هنإ)

This is the book （that/which）I 
read yesterday.

这就是我昨天读的
那本书。

يذلا

ِإ ن ه ا ا  ل ص و ر ة ا  ل ت  ي
ا ش ت ر ي ت ه ا ( إ ن ه ا ص  و ر  ة
.سمأ (اهتيرتشا

This is the picture (that/which) I 
bought yesterday.

这就是我昨天买的
那幅画。

يتلا

ُأ ّبح ّطلا   نيذللا نيبلا
.ةءارقلا يف نابغري

I like the two boys who / that 
love reading.

我喜欢这两个爱读
书的男生。

نيذللا

ّطلا ّبحأ  نيتللا نيتبلا
.ةءارقلا يف نابغرت

I like the two girls who  / that 
love reading.

我喜欢这两个爱读
书的女生。

نيتللا

ُأ ح ّب ا  ل ّط ّل ا ب ا  ل ل ذ ي  ن
.ةءارقلا يف نوبغري

I like these boys who / that love 
reading.

我喜欢这些爱读书
的男生。

نيذللا

ّبحأ لا  ّط للا تابلا  يتا
.ةءارقلا يف نبغرت

I like these girls who / that love 
reading.

我喜欢这些爱读书
的女生。

يتاللا

.ةءارقلا يف بغري نم ّبحأ I like someone who loves reading. 我 喜 欢 爱 读 书 的
人。

نم

.ينعفني ام بحأ I like something which benefits 
me.

我喜欢对我有益的
东西。

ا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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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春暖花开的三月，这个为幸福播种

的季节，苏州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部的学生

们也在紧张的 AS 备考中。在国际教育这个

大舞台上，同学们要拼的不仅是过硬的学科

标化成绩，竞赛中的表现也是不可或缺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苏外国际高中的同

学们在各种国内和国际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竞赛和机器人大赛中的表现吧！

【ASDAN 数学竞赛——全国第二
花落苏外】

看到这个名字你一定会疑惑，什么

是 ASDAN。 它 的 全 称 是 Award Scheme 

Development and Accreditation Network， 即

英国素质教育发展认证中心，是唯一得到英

国教育部课程局（QCA）和英国高等院校招

生服务中心（UCAS）授权的非营利性组织。

每年全球有 6000 多所学校和 20 多万学生参

加 ASDAN 认证和组织的各类素质教育项目。

其中的 ASDAN（美式）数学竞赛命题组成员

在美国斯坦福数学竞赛、哈佛麻省理工数学

联赛、普林斯顿数学竞赛、伯克利大学数学

竞赛、霍普金斯数

学竞赛中有非常丰

富的命题和组织经

验。2017 年 8 月举

行 的 ASDAN CHINA

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 80 多

支参赛队伍，600 多名参赛选手。

比赛的第一天，苏外 ASDAN 数学团队来

到了北京王府中学，开始这一天的赛程：个

人几何、代数、微积分。题目变化多样，极

具挑战性，在 600 多名的高手争战中，我校

高三徐辰健同学力克群雄，获得了个人微积

分全国第二的优异成绩！

徐辰建同学曾在 2016 年的 ASDAN 美国

普林斯顿数学竞赛中取得过个人代数第 32

名的成绩，当时与他组队的队友有来自深圳

外国语、杭州外国语以及美国高中的同学，

徐同学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并发现了自

己的不足。回国之后，徐同学在课余时间进

一步潜心研究竞赛题目，搜集了大量国外大

学数学系的试题进行练习，并不断与学校中

外教数学老师进行探讨。“勇者相逢智者胜”，

徐辰健在这一年的不断钻研下俨然已经成了

一枚全国的数学智者！

在团体赛中，同学们需要相互配合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竞赛题目。第一次参与这样团

体类的数学竞赛，在过程中队员们互相讨论，

甚至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汇聚智慧、相互

学习、齐心协力完成了所有挑战；与包括北

京人大附中、北京师大附中、清华附中、南

外、上外等名校队伍在内的一共 80 多支团

队同台竞技，并不负众望，取得团体数值估

2. 状语从句

概 念： 英 语 状 语 从 句 （Adverbial 

Clause）指句子用作状语时，起副词作用的

句子，它可以修饰谓语、非谓语动词、定语、

状语或整个句子。状语从句一般由连词 (从

属连词 )引导，也可以由词组引起。而阿语

的状语从句在用法上和英语状语从句很相

近。

举例：

阿语例句 英文例句 中文例句 从句
ناك أرقي   باتكلا 

.هترز امدنع
When I called on him, he 

was reading the book.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

正在读书。
时间状语从句

كنكمي أ  ن  قبت 
.هّبحت ثيح

You may stay where you like. 你可留在你喜欢的地方。 地点状语从句

ل و ل  ا ت  ج ت ه  د
ف س ف ش ل ت ف   ي
.ناحتمالا

If you don’t work hard, 
you will fail in the exam.

如果你不努力，那你考
试就会不及格。

条件状语从句

ل م أ  ح ض ر ا  ل د ر  س
.موكزم يننأل

I didn’t go to school be-
cause I caught a cold.

我没上课因为我感冒了。 原因状语从句

دهتجأ حجنأل   يف 
.ناحتمالا

I work hard in order that I 
can pass the exam.

我努力是为了通过考试。 目的状语从句

 رضح هنكل موكزم وه
.سردلا

Although he caught a cold, 
he went to school.

尽管他感冒了，但是他
还是去上课了。

让步状语从句

四、总论

随着一外英语的普及，二外阿语的教学

主体普遍拥有英语基础，他们从小学甚至幼

儿园开始学习英语，英语的语音、词汇、语

法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结构，

这一结构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阿语语言

的某些特征；但是这种迁移必须是有选择、

有方向的，利用英语的正迁移导入阿语概念，

避免负迁移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利

用英语的正迁移，不仅能够提高阿语学习效

率，同时也巩固英语学习，将

两者有机结合，培养“多语种+”

的人才，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

求，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 linguistic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ivian Cook,2000

[2] 戴炜栋，王栋 语言迁移研究：问题与思考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 刘晖 浅矣语言迁移理论对阿语语法教学的辅助作用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4] 马晓霞 阿语对英语学习迁移现象分析——以回族女

童阿语和英语学习分析为例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2011.4

多样学科竞赛舞台，苏外学子风采卓越

 ■ 翁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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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赛全国第 9的出色成绩！

组委会邀请到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美国国家队总教练、卡耐基梅隆教授——

Po-Shen Loh，他围绕着“骰子的 6 个面的

数字排序”为同学们上了一节精彩的公开课，

苏外同学们踊跃发言，获得了教授的赞赏。

ASDAN组委会还准备了80分钟的精彩活动，

从关于团体力量赛的讲座到数学猜谜和纸

牌、魔方游戏，同学们遇到了许多和他们一

样的数学迷，也和主席团的老师进行了深刻

交流并且探索了数学的更多层面。ASDAN 组

委会强调：数学不仅是严肃的竞赛，它也可

以给同学们带来无穷的乐趣。

这支有着无限创造力的团队在 ASDAN 的

舞台上展示了他们的实力，全国第九实至名

归！

【英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多
种奖项收入苏外囊中】

   英国物理奥赛始于 1979 年，1983

年正式为英国选拔国家代表队参与国际物理

竞赛。英国物理奥赛组委会主要由牛津大学、

英国物理学会和 Odgen 基金会组成，办公室

设在牛津大学物理系。英国物理奥赛非常注

重物理知识的灵活运用，全部的试题为证明

题。同学们需要运用自己所学物理知识完成

挑战，其涉及的知识点非常广泛，考试不要

求同学们完成所有试题，而是鼓励同学们根

据自己兴趣和学习范围选择完成自己擅长的

部分。英国国籍的优秀选手将代表英国组成

国家队参加国

际物理奥赛。

从 2016 年

起，ASDAN 中国

办公室与英国

物理奥赛组委会正式合作，成为英国物理奥

赛在中国的承办单位。通过该赛事，中国与

英国学生将有机会同台竞技，统一考试，试

卷送牛津大学物理系统一评分，同等争取英

国物理奥赛全球金银铜牌。中英选手唯一区

别在于非英国国籍学生不能入选英国物理竞

赛国家队。鼓励物理成绩优秀的学生参与。

此外，英国物理奥赛（中国赛区）的获奖者

将有机会获邀参加选拔英国物理竞赛国家队

的英国物理奥赛集训营（中国赛区）。

2017 年 11 月 18 日举行的英国物理奥

赛中，国际高中部的学生积极参加，最终取

得了让人惊叹的成绩。周运彤获得全球银奖

及铜奖，徐苏一获得全球铜奖 I，杨媛媛、

陈宇哲、钱澄、邵润琪获得全球铜奖 II。

你一定会惊异于这些同学的成果，但如果看

到他们赛前的努力，你就会觉得所有收获都

是他们辛勤付出的结果。赛前，你能看到老

师利用晚课的时间为同学进行讲解辅导，课

间同学们不知疲倦的拿着不确定的题目请教

老师，自习讨论课上竞赛小组此起彼伏地热

烈地讨论。苏外学子们相信只有努力实践才

有收获，相信通过老师和同学的继续努力，

苏外国际高中部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在

英国物理奥赛中取得佳绩！

【加拿大滑铁卢化学竞赛——国
际舞台的苏外风采】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举办的化学竞赛是面

向全世界高中生的官方竞赛，每年5月举行。

竞赛分为高级赛和初级赛，竞赛形式为全英

文试卷，题目为 40 道选择题，选对得 1分，

选错扣 0.25 分，不选不得分也不扣分，考

试时间为 75 分钟，满分为 40 分。从 2014

年苏外学子首次参加滑铁卢大学举办的化学

竞赛至今，已经有

很多同学在竞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

由于 5 月正处

于 A level 考试期

间，高二和部分高一的学生都非常忙碌，这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竞赛的准备，但是苏外

学生的实力是建立在平时的点滴积累。最终

在初级组比赛中焦苏园、田解语、花含、 

邵润琦进入全球前 10%，另有 12 位学生获

得全球前 20%。在高级组比赛中，章奕晗列

全球前 10%。本次竞赛第一次采用网上答题

方式，便于数据的在线统计，也保证了竞赛

的公平公正，优秀的竞赛成绩对今后的大学

申请会有很大帮助，在此对所有获奖学生表

示祝贺！

除了学科竞赛活动，本学期三部还组织

了高一学生的课题研究，我们希望学生不仅

具有扎实的学科理论知识，同时也要具备实

验设计、数据收集、分析和专业表达等更高

层次的学科素养。在国际化的舞台上，苏外

老师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这片肥沃的土

壤，国际部的学子也靠不懈的努力收获着无

限的精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学生们一定能够在未来激烈的大学申

请中脱颖而出。

【英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苏
外初探成绩惊艳】

英国中学生物奥林匹克竞赛 (British 

Biology Olympiad，简称 BBO) 是由英国皇

家生物学会主办的，自 1995 年设立至今已

有 21 年历史，是英国中学历史最长、影响

最大的理科竞赛之一，每年英国有近万名高

中生参与。每年英国通过这个比赛选拔优秀

的高中生组成英国生物奥赛国家队，参加国

际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 (IBO)。英国皇家生

物学会（简称 RSB）：总部位于伦敦市中心，

全球拥有 16000 多名会员，汇聚了 100 多

个国家生物界的著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生物学术组织之一。

ASDAN 中国首次将此比赛引入中国。优胜者

将有机会与英国考生统一排名，共同角逐英

国国家生物奥赛金银铜牌，为申请全球顶级

大学提供有力的学术证据，同时获得国际顶

级科学类活动的邀请。

2017 年 3 月，苏州外国语学校国际高

中学子首次参加英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虽

毫无经验，同学们却斗志昂扬，第一把牛刀

小试，就获得惊艳成绩。高二的张奕晗同学

夺得全球银奖，孟起予、吴逸凡和包祎宬同

学也喜获全球入围奖。

张奕晗同学说：“这次能在比赛中获奖，

要感谢任丝璐老师的辛勤指导。此外，在比

赛过程中，我也再次感受到了生物这门学科

的高深和学无止境的重要性，也充分认识到

了自身的不足。我会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更加

努力，争取在 AS 考试和明年的比赛中也取

得不错的成绩。”来自高三 1班的孟起予同

学分享了他的经验：“本次在英国 ASDAN 举

办的生物竞赛中获奖十分荣幸，为了准备这

次考试，我每天花上数小时阅读课外补充教

材。我认为参加这次竞赛不仅拓宽了我的知

识面，还增长了我人生的经验，实为我人生

中不可忘却的一段回忆。在此之后，我将多

多参加各类竞赛，以来

拓广我的知识面。”高

三4班的包祎宬说：“这

是我第一次参加英国的

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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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化的生物比赛。还好

有平时的生物课为我打下良好的基础，让我

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上下两册加起来一千

多页的教科书看完。这个比赛比我想象中稍

微复杂一些，比起前一年的真题做到的题目

有一些莫名其妙。能拿到奖项算是我运气比

较好，不像三班的张奕晗霸霸，那可是真真

的实力。”

就该竞赛本身而言，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但其人性化地提供了一定的中文翻译，帮助

参赛学生节约了宝贵的时间。对于有意向参

加明年英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同学，参赛

前除了参考官方推荐的资料外，还可辅以高

中的教材进行学习。恭喜这些同学获得奖项，

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也期待更多的苏外学子

能在国际的舞台上取得佳绩！

【国际 FRC 机器人大赛——苏外
强者一举夺魁】

FRC 是 FIRST (For Inspiration and 

Recogni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列最顶级的机器人赛事，面向 14-18 岁高

中生，也是全世界最顶级的青少年机器人赛

事。 每年 1 月，FRC 公布当年比赛题目，

由家长、老师、工程师、企业人员组成的导

师团队指导学生在 6个星期内设计并制作机

器人，参赛队员同时还需要进行宣传推广、

筹集资金等商务活动。当比赛开始，参赛队

员们驾驶重约 120 磅的机器人，在半个篮

球场大的比赛场地中尽显风采，使该比赛极

具观赏性与挑战性。学生们在制作机器人与

比赛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 (STEM) 领域的研究与活动，培养他们

成为未来的科技领袖。

苏外MITO机器人团队队长陶熠说：“我

们是一支名副其实的草根队伍：缺乏专业指

导，我们全凭网络自学机械知识，靠一张图

片分析麦克纳姆轮的工作原理；缺乏充足的

资金，我们只能用 3D 打印机低成本还原复

杂的麦克纳姆轮模型；缺乏设备和工厂支持，

于是自己建好模型画出图纸，带着原料请路

边的小作坊加工，由于做工粗糙，我们常常

要在零件加工好后重新用锉刀和砂纸反复打

磨模型……虽然工作环境简朴，硬件条件简

陋，但我们对机器人比赛的热爱让我们坚持

了下来。苏州夏日 40 多度的高温下，我们

在没有空调的地下室完成了机器人的搭建；

在灼热的阳光下，在篮球场上搭建模拟场地

训练驾驶员。

“历经一个多月的奋斗，我们的机器终

于成型。每一次调试，每一次修改，都牵动

着所有人的心弦。这个团队承载着每个队员

坚毅不屈的精神，更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梦

想。苦心人，终不负，赛事现场我们与交大

附中，人大附中，武外，上外附中等 80 多

支全国名校队伍同台竞技，其中不乏值得我

们学习的竞争强者，但我们终以王者之师的

姿态获得了全国冠军！”

古人云：“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外优秀毕业生陶

熠和他的 MITO 机器人队伍，用行动很好地

阐释了这句名言。有志向，有意志，有行动，

有胸怀，这也是苏外培养人才的方向。明天，

未来，会有更多像陶熠一样的菁英人才，走

出苏外，走向

世界，让我们

期待在他们引

领下，世界的

光辉未来。

强调语言还是数学概念？这是很多国际

学校或者外国语学校 Math 课上面临的问题。

接轨国际教育，学生留学，必然要懂数学术

语对应的英文，用英文去解决数学问题，因

此，培养学生的英文思维能力就是 Math 课

堂的重要目标之一。在非英语母语的中国，

选择 Math 教材就很有讲究。

接触过不少国外的数学教材，各有千

秋，但针对中国学生，“中西合璧”的新加

坡数学是不错的选择，新加坡数学教材既能

考虑到非英语母语的学生现状，在 Math 课

堂上注意语言的训练，接轨西方的语言和学

习方式，又注重数学思维难度的提升，符

合中国孩子的实情。在 2016 年 12 月新一

轮的PISA测试中，新加坡学生力压群雄，

在数学能力测试上名列第一，也说明了新

加坡的中小学数学课程在国际教育上的地

位。

近 期 阅 读 了 Star Publishing

出 版 的 新 加 坡 数 学 教 材“Targeting 

Mathematics”， 聆 听 了 作 者 Dr.Eric 

Chan 在 Math Workshop 上 的 分 享， 以 教

材 2A 中《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Within1000》（1000 以内的加减法）为例，

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套教材。

一、注重语言表达，促进思维外
显

新加坡数学教材的每个单元都从“Let's 

Talk About”开始，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数学

概念，一般都是从学生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场

景开始。教材配套的 ICT 电脑软件，播放一

段小动画，数学词汇在简单的英语对话中自

然出现，学生容易接受。俄罗斯数学家罗巴

切夫斯基说过“不管数学的任一分支是多么

抽象，总有一天会应用在这实际世界上。”

孩子接受知识必须是一个由易到难，由少到

多，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在轻松的日常情

境中，“润物细无声”地开始了数学学习活

动。

在学习了新知识后，教材还安排“Pair 

and Share”环节，为学生提供机会，让孩

子尝试用语言去描述、表达数学问题，检验

自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通过这样的训练，

可以让学生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促进理

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此外，还有“Show and 

Say”版块，也是为了鼓励学生开口说英文，

在交流的过程中巩固数学词汇，加深英文思

维习惯，理解数学概念。

融合中西文化，拓展数学思维

——新加坡“Targeting Mathematics”教材初探

 ■                 汤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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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 于 实
践经验，发展数
学素养

“Targeting 

M a t h e m a t i c s”

教 材 的 前 言 部

分 写 到“This 

series supports 

the Concrete-Pictorial-Abstract 

approach……”这里说的就是新加坡数学教

学中非常推崇的“CPA 教学法”。这是由美

国心理学家 Jerome Bruner 最先提出的，

他经过观察发现，学生的学习往往会经历

三个阶段，分别是： C - Concrete 具象化；

P - Pictorial 形象化；A - Abstract 抽

象化。

具象化代表着真实存在的实物，低年级

数学课堂中经常出现学具操作，学生用小方

块感受数，用“合起来”、“分开”表示加

减法，通过这种具象的方式理解抽象的数学；

有了具象化的基础，学生们便可以进入到形

象化的学习阶段，学生通过直观形象的图像，

接受抽象的数学概念。

比如教材在“See and Learn”新授环节，

给出问题“李师傅周日卖出了 341 个榴莲，

周一卖出 56 个榴莲，他两天一共卖出榴莲

多少个？”需要把 341 和 56 相加。教材中

给出了方块图，直观形象地用方块表示数，

并分步骤讲解如何从个位开始相加，最后得

到结果。学生理解算理和算法都很容易。

我们常说数学是一门抽象性 , 逻辑性很

强的学科，低年级学生的思维正处于由具体

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动手

操作活动，具体形象的实物展示，正是帮助

学生在数学的抽象概念和学生现有思维水平

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帮助学生接下来进

行真正的抽象数学学习，拓展学生的思维能

力。

三、渗透模型思想，助力问题解
决

学生掌握的数学知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忘却，但深扎于头脑中的数学思想和

方法随时影响着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处理事

情和问题的效果。小学是学生学习数学知识

的启蒙时期，这一阶段注意给学生渗透基本

的数学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新加坡中小学数学教育中，“Model 

Drawing”堪称解决问题的“葵花宝典”，

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就会接触到这种数学

思想方法，用实物，图形或长条代替抽象的

数字和问题，让学生直观地理解问题中的数

量关系，类似于我们中国数学课堂中的线段

图。

“Model Drawing”的学习也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根据“C-P-A”教学法逐

步抽象的过程。比如教材在学生掌握了两

三位数的加减法后，安排一课时的“Word 

Problem”，出示问题：“Suresh 有 14 个

硬币，Jason 有 9 个硬币，他们一共有多少

个硬币？” 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问题，但

教材的意图并非让学生得到结果，而是教授

“Model Drawing”的思想方法。

首先给出的是硬币图片，这是学生头脑

中最直接，也是最直观的形象，接着通过

小男孩引出“We can use cubes or draw a 

model to show the number of coins.（我

们可以用方块或者画图来表示硬币的数量） 

”出示方块实物图，抽象出方块图，再到长

条图。有了这个逐步抽象的过程，学生接受

起来非常容易。

不 同 类 型 的 题 目， 需 要 的 Model 

Drawing 类型也不一样，教材中也非常重视

合适模型的选择，比如教材中在介绍了前

一道例题后，紧接着出示问题“公园里有

125 个人，其中 25 个是孩子，那么公园里

有多少个大人？”给出了两种不同的 Model 

Drawing，指导学生要根据实际问题，选择

不同的图示模型。

Model Drawing背后所代表的是一种“简

化”的思维，它帮助学生把生活中的数学简

化成简单易懂、标准化的模型。学生熟练掌

握这种思想方法，在接下来比较复杂的问题

解决过程中，Model Drawing 所具有的形象

性，不仅能帮助学生解题，还提高了学生思

维逻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借助丰富资源，开拓学生视
野

弗莱登塔尔曾经说：“学一个活动最好

的方法就是做。”学生的学习只有通过自

身的探索活动才可能是有效的，让孩子动手

操作，理解最直观的知识，这对构建学生的

数学思维是大有帮助的。新加坡数学中的

“Hand-On Activity”版块就是鼓励学生“做

中学”，比如本单元在知识新授后，安排学

生动手操作学具，在白板上展示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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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算理算法。   

游戏是儿童最自然的学习，在新加坡数

学 ICT 交互软件中，每个单元都设置了小游

戏，让学生在学习抽象数学知识的同时，享

受学习的乐趣。正如斯波罗的建议，为了达

到获得高级知识的目的，有必要在不同时刻，

重新安排背景，根据不同目的和不同观点重

新温习同一材料。这与布鲁纳的螺旋形课程

的想法一致，也有孔子的“温故知新”观一

致，只是这样的“复习”更有趣味性，更让

学生喜欢。

另外，教材上还会安排一些小故事，比

如本单元讲述的就是新加坡国家生日的小故

事，潜移默化地介绍了文化，有点现下最流

行的数学绘本的味道。

此外，新加坡教材中，每个单元还安

排了“Self-Check”环节，让学生自己

评价自己的学习效果，能否达成给定的目

标。教学目标只有内化为学生内心深处

的目标，才能让教与学的活动真正发生，

才能激发出学生学习探究的兴趣和积极

性。

数学作为一门思维性极强的基础学科，

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条

件，而开放的教学内容设计，又可充分激发

学生的创造潜能，尤其对学生思维变通性、

创造性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更多的可能性。新

加坡 “Targeting Mathematics”教材有它

的独到之处，以上关于新加坡数学在教材设

计上的特点，供大家参考 。

中美小学数学教材研究

——以五年级“分数的基本性质”为例

 ■ 徐海燕

数学课程标准对本学习内容的要求：让

学生经历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数的

过程，能探索出给定事物隐含的规律。

能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并提出简单的数学问

题。比较中美两种教材，发现二者差别

很大，这种差异背后，是二者截然不同的教

学理念。以苏教版五年级数学下册《分数的

基本性质》和加州版《等值分数》为例。

《分数的基本性质》是苏教版五年级下

册第六单元的一个内容。这部分内容的学

习是在学生学习了分数的意义、分数与除法

的关系、商不变规律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教

学的。而《Equivalent  Fractions》则是

《Harcourt  Math》Unit 5 中《Fraction 

Concepts》的一个知识点。

   一、新授对比

苏教版新授以图形为主，通过两个例题

的学习理解分数的基本性质，让学生动手操

作，找到相等的分数，不仅丰富学生的探究

素材，也能为分子分母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

数积累感性体验，使学生有话可说。在折一

折的基础上让学生填一填，将学生折的体验

和分数中隐藏的规律用数学符号直观的表现

出来，为学生用数学语言归纳分数的基本性

质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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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再观察例 11 等式中三个分数，它

们的分子、分母是怎样变化的？让学生自己

总结出分数的基本性质。分数的基本性质是

一种规律性知识，分数的

分子、分母变了，分数的

大小却没变。学生在这种

“变”与“不变”中发现

规律，掌握新知识。

Harcourt 版教材以生

活中切三明治为例，在生

活中发现数学知识，从而

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

Sharonda bought two sub sandwiches.she 

cut one into halves and the other into fourths.

She noticed one half of a sub and tow fourths 

of a sub are the same amount.

接着以三明治的长度转换成数轴，进一

步理解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二。

You can use a number line to represent a 

fraction. On 

the number 

l i n e s , t h e 

fractions 2
1

and 4
2 name 

t h e  s a m e 

a m o u n t 

b e c a u s e 

they are the 

s a m e  

d i s t a n c e 

from 0.

最后总结出数学概念：数值相同的分数

叫做等值分数。

Fractions that name the same amount are 

called equivalent fractions.

二、练习的设计

苏教版教材设计了 4道练一练。

第 1 题主要让学生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

写出一组相等的分数，帮助他们初步体会分

数基本性质的应用过程。

第 2 题帮助他们丰富对分数基本性质的

认识。

第 3 题对分数基本性质的巩固认识、加

深体会。

第 4 题让学生应用分数的基本性质判断

每组两个分数是否相等，有利于他们从正反

两个方面强化对分数的基本性质的理解。

课堂练习练习内容做到由浅入深，由易

到难，做到环环紧扣，逐步提高。

Harcourt 版教材设计了近 10 道练习：

从 C h e c h 到

Practice and Problem 

Solving， 从 USE 

D ATA 到 M i x d e 

R e v i e w  a n d  Te s t 

Prepd，从形象到抽

象，从基础知识到解

决了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让学生在这些来

自于实际的鲜活的数学事例中，感受到学习

数学是有用的，是快乐的。（下接 31 页）

近日，苏外附属竹园路、金山路幼儿园

开展了英文教学观摩与研讨活动。活动为期

2 天，旨在常态化的教学活动中，切实提高

外教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提升外教队伍的整

体素养和实力，以此推动苏外幼儿园的发展

与前行。此次活动由外教组长 Shaun 策划组

织，各分园园长认真配合，11 名外教全体

总动员，中教代表积极参与，6个教学活动，

实现了“托小中大”年龄段“全覆盖”，实

验班、国际班“全覆盖”。

Carrie 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认识数字

1-4”。抓住小班孩子的年龄特点，老师准

备了美味的巧克力棒和饼干！在数一数、拿

一拿、尝一尝的过程中感知数量。

“Sit well,sit well.”温柔耐心的

Sharla 老师和托班的孩子们轻松、舒服的

坐在地板上。跟随美妙的音乐，挥舞着一片

片 Snowflake，沉浸在了冬日飘雪的场景。

2 岁的孩子在宽松、愉悦又应景的氛围中自

然习得了“Snow is white.”

Cody 老师是个美国大男孩，在孩子们

眼里他不是“teacher Cody”，而是他们的

好朋友“Cody”。他在教学活动中，和孩子

之间平等相处、自然交

流，整个活动的氛围和

节奏都把握的非常好。

他还精心设计了“手电

筒”的游戏，一起闪闪

Flashlight，孩子们积

极参与、边玩边说，在游戏中学习英文单词。

外教们虽来自不同国家，却有着同样敬

业的态度，给孩子们带来了满满的爱和温暖。

结束了两个上午的活动，中、外教师还结合

观摩的情况进行了研讨。每位教师都畅所欲

言，既分享了活动中的亮点，也提出了有待

改进之处和改善的策略。在积极互动、交流

碰撞中，大家纷纷感到，观摩和交流为自己

的日常教学注入了新的想法和灵感，提供了

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依据。

周瑶校长助理全程参与了此次教研活

动，她首先感谢和肯定了所有外教所付出的

努力，也感动于大家的认真和执着。同时，

提出了新的要求：在 YIPPE 教材中，外教们

要深入研究“Role Play”( 角色扮演 ) 在

英文教学活动中的应用；英文学习要注意语

言的美感，要关注孩子的语音和语调；英文

教学活动要更加趣味性、游戏性……

在苏外附属幼儿园“双文化”的课程体

系里，“英文课程”的地位很高、分量很重，

孩子很喜欢、家长很期待。幼儿园通过集体

教学、创意活动、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中

西方经典节庆活动等多途径实施“英文课

程”。如何更好的实施“英文课程”？我们

除了要用心、用情，我们更要通过不断的观

摩、研讨、实践、思考提升业务能力和水平，

在苏外附属幼儿园这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国

际化的大家庭中，我们为了心中最美的教育，

中西融合、共促成长！

中西融合、共促成长

 ■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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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物理实验中，受到实验条件的限

制和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有很多物理现象

很难让学生清晰看到，比如刚体的微小形变，

布朗运动、音叉的振动，微弱电磁信号的捕

捉等；有很多小物理量不容易测量出来，比

如细金属丝的直径，自由落体运动的时间，

单摆的周期、光波波长等。如何增加物理实

验的可视性？如何更加精确测量微小的物理

量？在物理学史上，物理学家尝试了很多思

想方法，设计了很多无比奇妙的实验仪器，

令人叹为观止。放大原理就是一种很好的方

法，例如伽利略冲淡重力影响实验，卡文迪

许扭秤实验，双缝干涉测光波波长实验、迈

克尔逊干涉仪测微小位移实验，电流表电压

表的改装，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显微镜，

放大镜、话筒等，放大原理的应用让许多不

可能完成的实验成为可能，让很多物理现象

便于观察研究，现笔者根据自己多年在物理

实验教学中的一些探索研究，对这种思想方

法的使用加以归纳总结，以期与物理同仁们

共享这一思想方法之妙。

一、放大原理概述

所谓放大就是将微小的变化或者微小的

物理量通过各种途径使之变大、变长、变多、

变强。即使物理现象变明显、物理量数值变

大、作用时间延长、作用空间扩展，以便于

观察、测量或研究的方法叫做放大法。例如，

音叉的振动很不容易观察，可以将系在细线

上的泡沫小球靠近音叉，观察泡沫小球被弹

起；观察压力对玻璃瓶的作用效果时，可将

玻璃瓶密闭，装水，插上一个细玻璃管，将

玻璃瓶的形变引起的液面变化放大成细玻璃

管液面的变化；用秒表测量单摆的周期时，

单摆一次全振动的时间不好测量，通常是测

出 N 次全振动的总时间，再求出单摆的周

期。放大原理在力学、电学、热学、光学等

许多物理实验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既可以显

著增加物理实验的可视性，也可以更加精确

地测出微小的物理量。

在中学物理中常用的放大法有累积放大

法、光放大法、机械放大法、电磁放大法等

等，本文着重介绍累积放大法和光放大法的

妙用。

二、累积放大法的妙用

累积放大法是在待测物理量能够简单重

叠的条件下，将它展延若干倍，再进行测量

的方法，称为累积放大法。

公元 17 世纪，伽利略对自由落体的研

究，由于没有精确的测量时间的仪器，无法

准确测出自由落体运动的下落时间，为此伽

利略设计了“冲淡重力影响”的斜面实验，

让小球从倾角较小的斜面上由静止下滑，由

于下滑加速度比重力加速小得多，下落时间

延长了，这样用精度比较低的滴水法就能够

相对精确的测出了小球下滑的时间，并通过

类比合理外推的方法，得到倾角为90°时，

即自由落体下落的位移与时间平方成正比的

结论，从而验证了自由落体运动如其猜想一

样确实是初速为零的匀加速运动。

今天我们虽然有了秒表，但还是很难精

确测出自由落体的下落时间，如果我们换一

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滴水下落时间很

短，如果我们调节水下落的频率，让一点水

刚刚下落时，另一滴水刚好落到接水的盘子

中，我们测出 50 滴、100 滴、200 滴下落的

总时间，通过累积放大，然后计算出一点水

下落的时间，这样测量时间的误差就能够显

著减小。这种累积放大方法，在测量金属电

阻率实验中，可用来测细金属丝直径 d，只

要把细金属丝紧密绕在圆柱形铅笔上，用精

度较低的毫米刻度尺测出 N匝金属丝的总长

度 L，则 d=L/N。这种方法的使用甚至比使

用更精密的螺旋测微器还要精确。在测量纸

张的厚度，测量一张邮票的质量、测量单摆

的周期，在双缝干涉实验中测干涉条纹间距

时，在用油膜法测分子直径实验中测量油滴

体积时，均可用累积法来完成。现代科技生

活中所用的激光就是累积的光放大。美国物

理学家劳伦斯设计的回旋加速器也是利用了

累积放大的原理，电子每经过加速器的磁场

旋转半圈后再进入加速电场加速一次，使电

子的能量不断增加，电子的速度不断增加，

即动能不断增加。

三、光学放大法的妙用

光学放大法就是通过光的直线传播、光

的反射、折射、干涉、衍射等规律实现放大

的思想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使待观察

测量物体通过光学仪器形成放大的像，便于

观察判别。例如常用的体温计、显微镜、放

大镜、电影机、幻灯机、实物投影仪。另一

种是通过测量放大后的物理量，间接测得本

身较小的物理量。例如迈克尔逊干涉仪测微

小位移；英国医生、物理学家托马斯∙杨设

计 的 双 缝 干 涉 实

验（ 如 图 ）。 根

据 干 涉 条 纹 条 纹

间 距 与 光 波 波 长

关 系             ， 可

以测出光波的波长。

一种常用的光学放大法叫光杠杆法，它

不仅可以测长度的微小变化，还可以测角度

的微小变化。公元 1687 年，伟大的物理学

家牛顿发表了一篇传世之作《自然哲学的数

学原理》，宣布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这是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

定律之一，牛顿得出了万有引力与天体质量

以及它们距离之间的关系，却无法算出两个

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由于常规物体间的万

有引力太小太小，无人能够将个公式中的引

力常量 G准确的测量出来，天才牛顿也无能

为力。100 多年后英国非常谦虚的物理学家

卡文迪许，巧妙的利用放大原理创造性的设

计出扭秤装置。

放大原理在物理实验中的妙用

 ■ 徐路

【摘要】中学物理实验中，有很多物理现象很难让学生清晰看到，有很多微小的物理量不
容易测量出来。如何增加物理实验的可视性？如何更加精确测量微小的物理量？很多物理
学家尝试了很多思想方法，设计了很多无比奇妙的实验仪器。放大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放大原理的应用让许多不可能完成的实验成为可能，让很多不易察觉的物理现象便于观察
研究，本文对放大思想方法的妙用进行探究，并在实践中尝试应用，以不断提高课堂教学
的效果和质量。
【关键词】思想方法、放大原理 、累积放大、光放大、物理实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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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迪许扭秤（如图所示）的主要部分

是一个轻而坚固的 T形架，倒挂在一根金属

丝的下端。T 形架水平部分的两端各装一个

质量是 m 的球，T 形架的竖直部分装一面小

平面镜 M，它能把射来的光线反射到刻度尺

上，这样就能比较精确地测量金属丝地扭转

角度。卡文迪许设计思路就是将不易观察的

微小变化量，转化为容易观察的显著变化量，

再根据显著变化量与微小量的关系算出微小

的变化量。其设计的核心思想就是放大原理，

分别利用力矩平衡原理和光杠杆原理对万有

引力的作用效果进行了两次放大。

根据力矩平衡原理：动力乘以动力臂等

于阻力乘以阻力臂，调节转轴的位置和力臂

的长度，使用较长的动力臂和较短的阻力臂

可以获得较大的转动作用效果，平时人们用

铁锹挖土，用羊角锤拔钉子就是利用这个原

理。卡文迪许在对称的长 T型架两端固定两

个质量相等的球 m，既解决了 T 型架平衡的

问题，又增加了万有引力的力臂，从而使金

属丝产生了一定的扭转效果，当万有引力力

矩与金属丝反扭转力矩平衡时，T 形架停下

来不动。这时金属丝扭转了一个很小的角度

θ。

根据光的反射定律，当入射光线一定时，

平面镜转过一定的角度 θ，法线转过的角

度也为 θ，反射光线转过 2θ 角，虽然金

属丝只是扭转了一个很小的角度，根据弧长、

弧度与半径的关系         ，若尽量增大

小平面镜到标尺的距离即反射光线的半径

R，就会观察到明显的而且可测的较大弧长。

卡文迪许测出了从小镜 M 反射的光点在刻

度尺上移动的距离 L，从而得到了金属丝扭

转的小角度 θ，再根据金属丝的扭转力矩

跟扭转角度的关系，算出这时的扭转力矩，

进而求得小球 m 与大球 m’的引力 F。

公元 1798 年卡文迪许利用扭秤进行

了一系列十分仔细的测量，测得引力常量

G=6.754×10-11m3kg-2s2，与目前的公认值

G=6.67259×10-11Nm2/kg2，只差百分之一，

在此后 89 年间竟无人超过他的测量精度，

不仅用实验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存在，更

使得万有引力定律有了真正的实用价值，并

由此估算出地球的质量和密度，后人称他是

“第一个称量地球的人＂。对于他的贡献，

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卡文迪许的放大方法，在我们今天进行

人教版必修一第三章第三节弹力教学时，

可以用来显示

桌面的微小形

变，只要用右

侧图示的装置

即可，仪器简

单， 操 作 方

便，效果明显，

能让学生对桌

面的微小形变

能有清晰的认

识，留下深刻

的印象。

幻灯机、电影机，投影仪都是利用光的

直线传播规律和凸透镜成像原理，将胶片上

图象放大投影到屏幕上，同样可实现大范围

的可视，也是一种光放大。

四、 放
大原理在课
堂教学中的
应用尝试

作为教师，

需要不断提高

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尝试利用好上述的各种放大原理方法，

既可以对学生进行方法引导，激发学生的兴

趣，也可以改进自己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

的效益。

我们在进行实验教学时，可利用光放大

来提高课堂演示实验的可视性，而且效果相

当显著。随着教育的现代化和信息化时代的

到来，很多学校都在在教室或多媒体教室配

置了实物投影仪和教学一体机等设备，作为

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设备，在不做分组实

验的时候，把只能在讲台平面上完成的演示

实验操作，以及操作是否规范等最好能实物

投影，或者利用相机或智能手机摄像，及时

投影放大到一体机或大屏幕上，让全体同学

都能清楚观察到实验现象，比较准确的读出

测量数据。清晰真实的画面，三维空间的展

示，更有利于观察、研究、探讨、分享，这

既提高了实验的可视性，也增加了学生参与

度。例如水波干涉，衍射实验，油膜法测分

子直径、电学实验电路的连接，仪表读数等

等、都可把真实的场景进行直播，直接呈现

给学生，动态的图景，无疑能刺激学生的视

听，一定会让学生印象深刻。

我们在进行习题教学时，除了学生上台

板演，也可以把学生的解答过程，不同学生

的解答方法、或者出现的典型错误，实物投

影及时传输到一体机上，对比分析，辨析正

误，无疑能很好的提高课堂的效率与质量。

五、结语

放大原理被物理大师们演绎的如此之

妙，他们设计的实验和设备件件堪称杰作，

是物理学科教学的最好的素材，他们严谨的

态度、科学的方法，探索的精神、创造性思

维，是启迪学生的智慧之光，对提升学生的

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学

习借鉴大师们独到的思想方法，并尝试拓展

应用到平时的物理教学中去，改进教学手段，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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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朗读一直是学好语文的一种

行之有效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语文学科

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书声琅琅。

《语文新课程标准》在初中学习目标中提出：

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目前，在中学语文课堂上，教师留给学生的

朗读时间不足，学生没有沉静的品读和感悟，

语文也被当作了一门知识性和纯理性的学科

来教，削弱了学生对祖国语言的学习和感悟

能力。因此，如何更加适应新课程标准及新

的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学

习语文的兴趣，则成了每一个初中语文教师

必须考虑的问题。

正如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中语会学术委

员洪镇涛老师所说：“学习语言，要把‘读’

作为开启语言宝库的钥匙。”有道是“三分

文章七分读”，“读书百遍，其义自现”。 读

出声气 ,读出节奏，读出思想，读出情感，

读出形象，读出神采，读出韵味。读，是语

文课的第一教学法。朗读，视之于眼，诵之

于口，闻之于耳，形成于脑，整个过程调动

了诸多因素，形式多样的“读”贯穿整个语

文课堂教学，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

兴趣，可以开启学生想象的空间，并逐步形

成潜在的兴趣，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整体感

知能力、欣赏能力、表达能力等。在此，笔

者不揣浅陋，愿将自己的具体做法写出来，

以求抛砖引玉。

一、以质疑导自读，培养学生的
整体感知能力

初中语文教材所选文章多为典范作品，

文质兼美，很值得品读一番。作为教师就不

应越俎代庖，喧宾夺主，而应充分抓住学生

的好奇心理，把学习的主动性交还给学生，

引导学生通过自读去主体感知文章。自读的

方式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默读或自己

小声读。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呢？那就

“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师可以

根据教学的重点，质疑导向，质疑定标。“疑，

思之始，学之端。”宋代学者陆九渊曾说过：

“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小进，大疑

大进。”故学生在学习中没有问题就没有兴

趣，没有思维，没有创新。有些学生在朗读

课文时不抓重点、疑点，几遍下来，仍不知

其所云。教学中，运用质疑的方法，激发学

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促使其积极思考，认真

读书，达到导读的目的。如可以借助投影出

示根据课文的重、难点设置的问题，激发学

生学习课文的直接兴趣，唤起学生的阅读欲

望，学生自己读课文便有了目标，提高了阅

读的速度与质量。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应

用两步法阅读，具体步骤是：第一遍默读，

重在速读。即不查字音，不分层次，快速浏

览全文，把握文章主旨。第二遍自由读，重

在细读。即根据老师出示的问题，就联系上

下文，自己探究，自己质疑。教是为了不教，

语文课的任务不仅是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

是培养学生能力，使学生由“学会”变为“会

学”。因此我们要重视培养学生选择重点的、

最喜欢的段落、句子，有质疑地自己读。《再

别康桥》美不胜收，是语文老师津津乐教的

篇目。可教学的内容丰富，这就需要教师有

所选择，选择具有生长点的教学内容。我理

解的生长点就是学生通过学习能使自己的语

文能力得到提升，语文素养有所积淀，同时

学会审美方法。

二、以情境带范读，激发学生的
诵读欲望

如果说自读训练了学生的整体感知能

力，那么教师的范读，则起了激发学生诵读

欲望，尤其是教师在创设情境的基础上的声

情并茂、绘声绘色的范读 , 能使学生很快

进入角色，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和表现欲。

教师应以身作则，范读，必不可少。17 世

纪捷克著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早有论断：“真

正的教育不在于口训，而在于实行。”又说：

“教师的职责是用自己的榜样教育学生”。

更何况语文是一门具有浓厚人文气息和情感

色彩的学科，这种特点决定了它的教学，必

需要创设一种氛围，设置某种情境；必需要

借助教师或铿锵有力，或婉转缠绵，或回旋

往复，或一泻千里的语言，将学生带入美的

体验之中，让他们愉悦地感受、美好的联想，

从而获得性灵的陶冶、思想的升华。苏霍姆

林斯基说得好：“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感情

和审美的清泉，就不可能有学生审美能力的

发展。”因此要想让学生变成审美的主体，

教师就要成为审美的导师。教师有声有色的

朗读，会加深学生对课文的印象，作品中的

优美、准确、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尤其使学生

着迷，范读传达着教师本人的态度，范读时

的鲜明的爱憎，强烈地影响着学生想去模仿，

想自己表现，激发着学生强烈的诵读欲望，

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教师发生共鸣。

诗是感性的，诗是不可解读的，而诵读

诗歌是学习诗歌的重要方法。我们不妨把教

学聚焦在朗诵诗歌上，在朗诵的过程中体会

诗歌的美。基于此，在讲授《再别康桥》时

我们可以完全从诵读入手，但是这个诵读不

是基本的朗读，我们要通过读，教会学生诵

读现代诗歌的技巧。如基本的断句，音节的

把握，节奏的调控等。在把握朗诵基调时，

对于诗歌情感的定位要依据对诗歌主题的理

解，这就需要穿插对诗歌背景的介绍，同时

引导学生学会在鉴赏诗歌时有“我”的存在，

也就是多元解读。下面我想把我的以读代讲

的想法和大家分享。

三、以方法导诵读，培养学生的
理解能力、表达能力

自读是为了整体感知文章的内容，但仅

是粗读而已；范读是为了激发学生赏读课文，

但仅是辅助而已，唯有学生的诵读才是最重

【摘要】中学阶段语文课文大多是文质兼美的文章，是供学生朗读的佳作。朗读教学重在培
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与文学作品进行心灵对话的能力，并提高审美能力。语文新课标也
强调了朗读教学的重要性，课堂上应该指导学生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然而，在当今的初中语文教学中，朗读教学成了被很多教师遗忘的角落，严重制约了学生语
文素养的提高。作为一名初中语文教师，我在教学实践中对朗读的功能和应用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和尝试。下面我主要以徐志摩的经典诗歌《再别康桥》为例谈谈朗读教学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品读  感悟  审美  

   以“读”带“品”，“悟”出“大美”
——以《再别康桥》为例浅谈

当今语文教育背景下的朗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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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朱熹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

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

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故初中语

文课堂要给足充分的时间给学生朗读，让学

生展现自我，抒发性情，让学生成为学习的

主体。我始终认为，一节语文课，如果自始

至终都听不到学生的读书声，那不算是真正

的语文课。

为能准确指导学生朗读、点燃学生的朗

读兴趣，激发学生的朗读感情，促进学生的

朗读训练，教师可以借助于丰富多彩的朗读

方式，如齐读、单读、一个接一个读、对读、

分角色读、赛读、录音朗读、表演朗读等等。

同时教师要精心地指导学生朗读，科学地进

行朗读教学，教给学生朗读的方法。苏霍姆

林斯基认为：“教给方法比教给知识更重要。”

只有教予学生朗读的方法，指导学生读出意，

读出味，读出情，才能使学生在反复诵读中

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锐

感受力，让学生终身受益。叶圣陶先生把有

感情的朗读叫做“美读”，“设身处地，激

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美

读得其法，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于亲。”然

而真正能读出感情来并不容易，需在朗读技

巧作必要的适当的指导。当然，朗读的要领、

技巧是很多的，教师要能准确地朗读并指导

学生朗读课文，能读好停顿、重音、轻读、

拖音、语调，并且掌握好速度、富有节奏感，

就需要善于在实际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教

师要精心选择朗读训练点，每次训练有个侧

重点，锤锤敲打，锤锤有声。学生反复练读，

用心体会，感悟到这样读，“大珠小珠落玉

盘”，叮当有声，错落有致，读出了语言的

韵味，读出了语言的音乐美。学生一旦掌握

朗读技巧，学会朗读的方法后，将举一反三，

极大地提高朗读教学质量。由此看来，朗读

不仅不会耽误时间，反而会提高阅读的效率，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理解能力、表达能

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读到诵经历以

下几个环节：

  初读至意读（扫清障碍，感知内容，

把握节奏）——意读至情读（体悟文意，揣

摩思想，确定情感基调）——情读至美读（技

巧点拨——发声方法，声音的处理方式，表

情的配合，音乐融合等）

朱光潜先生在《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

友》一文中说道“一首诗到了手，我不求甚解，

先把它朗诵一遍，看它读起来是否有一种与

众不同的声音节奏。如果音节很坚实饱满，

我断定它后面一定有点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初读到熟读的过程就是在体会诗歌的节

奏。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诗的节奏是语

言的节奏也是音乐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与发

音器官有关，更受对作品的理解和表达的情

感的影响。

在指导学生熟读《再别康桥》时，学生

应了解诗歌的背景资料，引导学生发现它的

韵脚，体会它的音节的和谐，断句的规律等。

《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

两顿或三顿，韵式上二、四押韵，抑扬顿挫，

朗朗上口。优美的节奏如康河的柔波荡漾。

如果只是朗读就不会享受到诗歌自身的绝美

境界。这就需要教师讲解朗诵技巧，如音调

的高低、音量的大小、声音的强弱、速度的

快慢，有对比、有起伏、有变化等，让学生

感受诗歌犹如一曲优美的乐章。　

四、以再读悟真情，升华学生的
审美情趣

在教师的指导下诵读提高了学生的理解

能力、表达能力，而其后的反复涵咏、再次

诵读升华了学生的审美情趣。古希腊学者普

罗塔戈说过：“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

器，而是一束要被点燃的火把。”每一篇课

文总有它的精湛之处，在师生理解课文的基

础上，最后选择最精彩的部分段落或语句，

让学生再次反复诵读，自悟出真情，实现情

有所感，理有所谓。这样，点燃学生学习的

激情，丰润学生的精神生活，纯洁学生的心

灵，升华学生的审美情趣。再读，把书面语

言转化为发音规范的有声语言，使学生加深

了对作品思想的理解，使学生的感情与作者

发生共鸣。朱熹认为“凡读书……不可牵强

暗记，只是要多诵读数遍，自然上口，永久

不忘。”（《训学斋规》）学生的再读经过

老师的指导，具有声情并茂的节奏，和谐婉

转的韵律。这样，学生能悟出作品的声音美、

神韵美、情感美，潜移默化中学生的语感得

到了很好的培养。再读，像一位出色的导游，

把诵读者引入神奇美妙的境界，界情随声出，

其声琅琅，其乐融融，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

境界，何乐而不为？

在美读的过程中，结合自己对于诗歌主

题的理解，选取契合的音乐，合适的音乐可

以让我们充分体会诗歌的节奏，使诗歌的文

字在优美的音乐中流淌让 ,同时让音乐帮助

自己传达对于诗歌主题的理解。我为《再别

康桥》的朗诵选择了小提琴曲《爱的致意》。

五、以比读品意境，浸润学生的
心灵世界

语文是一门语言的学科，一字一句间都

是语文的体现。所以在进行语文教学的过程

中，实现语言浸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浸润

环节。所谓语言浸润，主要是指教师通过教

学语言达到活跃课堂氛围、提升学生学习兴

趣、引导学生学习、打动学生心灵等作用。

诗歌教学中，语言浸润式教学是必不可少的。                                                                                                                          

以《再别康桥》为例，我采取的是对比阅读

浸润。就是选择与文本有相似性的其他诗歌

进行自由阅读、比较、感悟，从而达到浸润

学生心灵世界的效果。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李叔同的《送别》已经作为经典咏流传！可

以引导学生在比读、欣赏、吟唱中对比两首

诗的意境美。在无言的欣赏中，浸润学生的

心灵世界。在无声中保持并激发学生对优美

诗词的热爱。在实际的教学中也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综上所述，自读→范读→诵读→再读→

比读，在导中读，在读中悟，以“读”来贯

穿整个语文教学，便是我教学的特点。“教

学有方，教无定方”，这并不可能是唯一最

佳的教法，但我以为无论哪种教法，都应以

学生为根本，以激发主体潜能为目的。我想，

只有这样的教法，才能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

自主学习中得到能力的培养。在推进新课程

的大好时光中，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

语文学习多一些朗读，还语文课以美丽、动

人的容颜，让汉语丰厚优美的语言之花在学

生的心田上绚烂开放，让学生的心灵在浸润

中悟出“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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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培养学生自主习作的意识和习惯，

引导学生自选或自拟文题，通过一个具体事

例表现主题。

2. 指导学生读懂例文，了解通过具体

的事例来表现人物特点的习作方法，学习抓

住特点展开细致描写的习作方法。

3. 尊重学生，鼓励他们将自己的习作

分享给别人，与他人分享习作的快乐。

【教学过程】

一、歌曲导入，激起欲望

1. 张国荣有一首歌叫《我》，

其中有一句歌词给人留下来深刻印

象。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1）学生欣赏张国荣的歌曲《我》。

（2）师：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哪句

歌词？

（3）出示：我就是我，颜色不一样的

烟火。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值得自己自豪的

地方。联系你最值得自豪的长处、本领，读

读这句话。你觉得味道在哪里？带着体会到

的味道，齐读这句话。

2.最让你自豪的长处、本领是什么呢？

（板书：我的长处、本领）请用醒目的、工

整的字写在黑板上。

（1）瞧，一笔一划，写下的是“天生

我材必有用”的自信。读大家写下的词语，

看看能不能给它们分分类呢？

用不同颜色的粉笔标识：

长处：牙齿白、眼睛大、个子高、长得

漂亮、乐于助人、乐观开朗、勤奋好学、锲

而不舍……

本领：会画画、弹琴好、跑步快、写字

好……

3. 近期，我们班要开展四（）班“最

该自豪的人”评选活动。

出示：

二、例文引入，提炼拟题

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

里用这句话形容眼睛对人的非凡意义，而一

个新颖有趣的标题就是文章的“美目”，能

吸引更多的人阅读我们的习作。（板书：标

题）

1.自读例文 1的标题——“我最棒”，

说说你从这个题目中体会到了什么。

2. 试着给文章再拟一个标题，你的标

题能够表达你从例文 1 中读出的体会。

（1）学生静读。（教师巡视）

（2）学生交流答案以及教师评价。

预设：

“大力士”——真好，揭示了“我”的

长处；

“最令我自豪的”——很好，“我”的

长处或本领很多，这篇文章写的是自己最得

意的；

“搬西瓜”——点明文章记叙的事件，

但写了“我”什么长处或本领呢，欲说还休，

吸引读者赶快读文章；

“请为我竖起大拇指”“埋在心底的自

豪”“请将赞许的目光投给我”——啥都不

说，吊读者胃口。

……

3. 教师小结：标题可以开门见山，一

语说破自己的长处、本领；可以渲染自己的

自豪感；可以点明中心事件，激发读者的阅

读欲望；还可以保持神秘，吊足读者的胃口。

4. 结合自己的长处、本领，拟定自己

文章的标题。

三、聚焦主题，选择典型

师：同学们用一个词明确了自己“最得

意”的长处、本领，可是到底是不是呢？空

口无凭，怎么办？（板书：事例）

1.表现自己长处、本领的事例有很多。

用几句话来概括能表现自己长处、本领的时

间，然后汇报。

2. 要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该怎么

选择呢？

出示：

（1）这三个材料，你更欣赏哪一个？（第

一、二则事例相对比较普通，第三则事例让

人印象深刻。）

（2）总结：所以，我们选取的事例要

是新奇有趣或印象深刻的，这样才能让读者

留下深刻印象。

四、改进例文，学习描写

1.《我真棒》的小作者通过什么典型事

例表现他有力气的？

学生交流。（板书：搬西瓜）

2. 学生充分自读例文 2《我是个会跳舞

的小姑娘》，小组交流。

（1）这篇例文介绍了小作者的什么长

处或本领？用什么事例来表现？

（2）把你认为写得好的地方划出来，

读一读，并说说好在哪里？

（3）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长处、本领，

例文的小作者为什么选择“会跳舞”，而没

有写其他的长处、本领呢？

3. 全班交流，适当引领。

（1）因为“力气大”“会跳舞”是小

作者最自豪、最超越别人的地方，也就是他

们“最得意”之处。只有选择自己最得意的

长处、本领来写，才能写得真实、具体，给

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小作者是怎样把自己最得意的长

处或本领写具体、生动的？（事例描写中，

关注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找出

相应的语句再读一读。）（相机板书：练习

舞蹈、语言、动作、心理）

4. 你认为两篇例文还有哪些可以改进

的地方？

（1）可以使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

写出自己的体验。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苏教版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习作设计

 ■ 古良梅

 

四（  ）班“十大最该自豪的人”评选活动 
评选依据：一篇自荐稿 
评    委：同年级的其他班同学 
评选方法：依据被点赞的票数，评选出“最该自豪的人”   

飞毛腿
事例一：体育课上练习跑步时，“我”总是遥遥
领先；
事例二：“我”曾经参加区运动会，得了第二名；
事例三：每个周末，“我”不睡懒觉，缠着爸爸
去公园练习跑步，立誓要在今年的区运动会上取
得第一名，最终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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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给例文 1 加一个结尾，是文

章结构更完整。

（3）可以给例文 2 划分自然段，文章

脉络更清晰。

（4）例文 2 选取的事例还可以描写得

更具体、生动。

五、当堂习作，自由表达

1. 学生习作，教师巡视个别指导。

2. 出示自评标准，学生根据标准自评

自改。（语句通顺，层次清晰，细节生动，

　活动目标：

1．在设疑—猜想—验证的过程中发现

莫比乌斯环的现象。

2．通过多次操作，激发探索欲望，体

验科学操作的乐趣。

3．感受莫比乌斯环活动的乐趣以及它

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活动准备：

纸环若干、纸条、记录表、剪刀、箩筐、

ppt、笔。

活动过程：

一、手指游戏“变变变”。

师：我的大拇指和食指想玩“变变变”

的游戏，你们想玩吗？那我们一起来玩吧。

变变变，变成一个圆；变变变，变成两个圆。

二、操作尝试，发现莫比乌斯环现象。

1、幼儿进行第一次无意识尝试，对比

普通纸环与拧一次的纸环的区别。

师：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礼

物，看这是什么？（纸环）纸环也想玩变变

变的游戏，想请我来帮助他。一起来看看我

是这么帮助它的：纸环对齐捏一捏，先在中

间剪个口，再把剪刀伸进去，咔嚓咔嚓剪到

头。看看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变成两个纸

环）

师：老师帮你们准备了纸环，请你们也

用比喻、拟人等手法表现心理体验。）

六、课后延伸，展示自我

1.课后把自己的自作录入班级网站，

写上作者的姓名，而且要装饰漂亮。

2. 邀请同年级的其他班同学阅读、

点评、点赞。

3. 根据学生被点赞的票数，评选出

四（  ）班“最该自豪的人”，将评选结

果公布在班级网站上。

中班科学活动：神奇的纸环

 ■ 活动设计：孟玫瑰

来试一试，好吗？

师：你们是不是都剪出了两个纸环？请

剪出两个环的小朋友把手举高给我看一看。

那还有的小朋友剪出来的是怎样的？你剪出

来的环比刚才的环怎么样？那请你看好篮筐

上的数字，把纸环送回家。

师：咦，为什么有的小朋友剪出来的是

大圆环，有的剪出来的是两个小圆环呢？这

里有两个圆环，就是刚才小朋友没剪之前的，

看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师小结：原来这两个纸环不一样，一个

是普通的没拧过的纸环，还有一个是拧过的

圆环。普通没拧过的纸环可以剪出两个小圆

环；拧过的纸环可以变出一个大圆环。

2、幼儿操作，比较拧过一次和拧过两

次的纸环剪开后的区别。     

是不是只要拧过的纸环都会变成一个大

环呢？

这里有张记录表中，记录表上有两个拧

过的纸环，你能找到它们哪里不一样吗？（指

认：拧过一次与拧过两次）看看上面的小手、

笔代表什么意思？等会就请小朋友们去玩一

玩、试一试，把和你实验结果一样的图片下

面的“☆”处涂上颜色。记录时要按照记录

表上的顺序进行，试一次记一次，同时要注

意剪刀的使用安全

3、幼儿操作探索，教师巡回指导。

4、集体交流与分享。

请小朋友说说你的发现？

师小结：原来纸环拧一下剪出来是一个

大环，拧两下剪出来的就是两个相扣的环。

三、通过看课件，初步了解莫比
乌斯环现象的历史和运用。

师：你们觉得这个纸环神奇吗？（出示

课件）很久以前有个伟大的数学家叫莫比乌

斯，比我们先发现了这个秘密，人们为了纪

念他，就用他的名字做了纸环名，于是这个

神奇的纸环叫做莫比乌斯环。

师：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莫比乌斯环的运

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项链，餐桌、

过山车、克莱因瓶、打印机的色带、工业传

输带等）

四、教师再次设疑，进一步激发
幼儿科学探索的兴趣。

今天我们了解了莫比乌斯环现象，知道

了一些关于它

的秘密，那我

们回家后可以

和爸爸妈妈一

起来探索下那

拧三下、四下

会是什么样，

好吗？

( 上接 18 页 ) 两种版本的例题可以看成出，苏教版教材更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以

自主探究为主线，以发展创新为宗旨，为学生提供学习的材料，采用引导探究、引导合作、

引导发现、组织讨论多种活动学习新知。加州版教材更注重学习与生活的联系，在生活中

发现数学知识，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可以合理重组教材，让数学课堂更

生动、更科学、更高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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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兴趣广泛、富有创意，乐于接受

新鲜事物，诸如像社团、戏剧表演、青春礼

等文艺活动，一直以来以形式新颖、方法多

样为特色，是他们最受欢迎、参与面最广、

热情度最高的活动。“文化育人细无声”，

开展优秀的校园文艺活动，对中学生的思想

道德品质起着规范、引导和促进的功能，是

中学德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在中

学校园开展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文艺活

动，是当前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中学校园文艺活动的德育功
能

中学的文艺活动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德育功能主要表现在：摒弃“死

读书、读死书”的弊病，学校转而以丰富多

样的文化活动为载体，营造健康、文明、和

谐的校园文化氛围，为中学生搭建全面发展

的平台，旨在使其思想道德品质、法治观念、

艺术审美和心理素质等均得到提高。

（一）道德素养的提高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谈到：“文艺

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

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活

动，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体现人民

的价值追求，凝聚人心、积聚力量。同理，

文艺活动给中学生提供了展示才艺和增强自

信的平台，学生参与的过程中加深体验、增

强感受和扩大认知。传统的“灌输式”德育

枯燥乏味，以“传递”、“强迫接受”为宗

旨，学生了无兴趣，受教育者的主体价值被

贬低忽视，这也让教育效果大打折扣。而校

园的文艺活动，以精彩活动作为“包装”注

入健康向上的“内容”，增加学生的参与度

和配合度，过程中学生认真观察、思考和处

理问题，获得真切情感体验，在愉悦的心情

下接受教育，明是非、懂荣辱、辩善恶、知

美丑的教育入脑入心。比如以读书日作为契

机，学校开展“致祖国、致经典、致家乡”

的经典诵读文艺演出，以朗诵、歌舞、诗歌

等形式呈现，在观看的过程中，学生得到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感受祖国河山的壮

丽秀美，激发学生爱国爱家乡的情感，快乐

地徜徉在文字编织的美妙画面中。

（二）艺术和审美水平的提升

教育部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

的若干意见》中就谈到：艺术教育是学校实

施美育的最主要的途径和内容，对于引领学

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情操，培

养民族情感等均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以学

校的国画社团为例，学生积极参与，经过专

业老师的点拨，艺术素养得到提高，一些学

生很可能由于这个契机爱上绘画，从此走上

专业道路；相较学生更能认识到什么是美，

潜移默化影响他们远离低俗颓废文化，培养

高雅情趣和品位。在接受艺术感染和熏陶的

同时，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同时提高了学校

的美育质量。

（三）心理素质的改善

青春期的中学生热情奔放，勇于追梦，

在活动中尽情释放舞台魅力，这是文艺活动

吸引他们的重要的原因。但每一次精彩纷呈

的文艺活动背后，均需要学生团队全身心参

与，在教师的指导下，一些学生克服自卑胆

怯，勇敢迈出第一步，从幕后走向台前；一

些学生在构思规划活动中发挥聪明才智、酝

酿新鲜创意，一遍遍训练磨合。这些都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抗压能力和忍耐力，磨炼学生

坚强意志，这些优秀品质在以后的学习工作

中亦成为不可或缺的优秀品质，让他们在面

对和处理苦难时依旧能保持健康积极的心

态。

（四）团队协作意识的增强

当前中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缺乏集体

生活经历，加之社会大环境不断强化独立意

识，学生发展个性的要求日益强烈，中学生

对团结协作的意识逐渐削弱。一场完整的文

艺活动，需要每个学生发挥“螺丝钉”精神，

承担自身的职责，与此同时积极配合团队的

调配，让学生认识到“红花”固然重要，“绿

叶”的陪衬同样不可或缺。使学生正确处理

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提高观察能力和随机

应变能力，进而增强集体荣誉感。

二、当前中学文艺活动德育功能

的不足

（一）思想导向偏差

中学校园文艺活动的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但是其德育功能常常在开展过程中被弱

化和边缘化。很多中学开展的文艺活动只注

重传达眼花缭乱的艺术信息，但是很少甚至

忽略其德育功能。比如校园戏剧活动，从剧

本的创作、表演的打磨和观众的反馈，都仅

仅关注表演这单一方面，而不过多考虑节目

所传递的道德观念。加之学生受社会“泛娱

乐化”风气的影响，对新奇事物的认知会偏

激，认为越另类越出彩，刻意颠覆传统，甚

至有些节目中充斥着拜金、享乐和颓废色彩，

导致与社会主流意识和文化相偏离。倘若是

比赛，最后打分环节，评委也更多的从学生

演技、舞台效果等方面考虑，所有这些都不

利于核心价值观念的在校园的传播和发展。

（二）形式大于实效，内容偏空洞

国内很多知名中学将学校的文艺活动品

牌化系统化，戏剧节、读书节、艺术节等融

会贯通于整个学年，形成这类学校的传统和

特色。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提高

学校的知名度，综合提高中学生的德智体美

的全面发展。但是单项文艺活动，突出的问

题是形式化严重、内容空洞且创新不够。比

如，针对 14 岁的学生举办青春礼，旨在引

导步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深刻认识“青春”

的含义，指导他们顺利地度过美好珍贵的花

季雨季，为一生打下良好基础。但一些学校

将其设计得刻意且形式陈旧老套，仪式大多

围绕：领导讲话、学生代表发言、集体宣誓

等环节，基本都大同小异，而并没有真正从

青春期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出发，遵循教育规

律和突破点的选择，同时并没有深挖青春礼

中学校园文艺活动的德育功能探究

 ■ 董金龙

【摘要】围绕中学校园文艺活动的德育功能这个中心，阐释中学校园文艺活动在德育方面
不可或缺的作用，分析了当前中学文艺活动的德育功能的不足，并列举实例提出如何更有
效提升校园文艺活动德育功能的策略。对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更
充分发挥校园文艺活动的德育功能。
【关键词】 德育；作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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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意蕴。很多学生表示，参加完青春礼，

似乎也无法在知情意行上有太多收获，这样

的话德育效果就不会理想。

（三）指导力量不强，组织管理不规范

很多学校在开展文艺活动时并没有制定

阶段性的发展计划和严密的组织安排，活动

多数是学生作为主体参与设计、排练和表演，

但倘若没有专业的指导，所呈现的景象大抵

是这样：学生要么参与度不高，走过场糊弄

了事，要么一窝蜂加入，毫无章法。新媒体

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中学生易受到一些非

主流甚至负面信息的影响，部分学生并没有

明确的去伪存真的能力，这就导致文艺活动

的质量参差不齐，甚至会带歪走偏，这在一

定程度上应归因于校领导以及教师不重视自

身的管理的主体作用。

三、提升中学文艺活动德育功能
的策略

（一）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

    指导教师在校园文艺活动德育方面起

着引领主导的作用。作为学生健康成长、形

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指导教

师不仅承担着文化传递任务，而且其言行举

止也时刻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学生，把“传

道、授业、解惑”有机统一起来。[1] 因此，

教师应在文艺活动的指导过程中，除了给予

专业知识技能和技术支持以外，应在内容的

选择和质量的把控上做足功夫，剔除违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盲目追求“新、奇、

特”的价值取向，转而多指导并鼓励旨在提

高学生道德品质、高雅的艺术审美的活动或

节目。为了让文艺活动发挥它应有的德育功

能，学校领导需宏观调控活动内容，做到育

人方针明确、活动不重复；不断提升活动档

次，精细化目标化，为全力打造校园文化精

品而不懈努力。

（二）从学生身心出发，利用新媒体优

化内容和形式

文艺活动的基本规律是运用形象思维，

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和能使人产生共鸣

的情感来激发和打动人的，通过作品意境的

内涵去体现积极向上的主体思想，并使广大

欣赏者在美的感受中得到受益。因此中学校

园的文艺活动在安排设计时应推陈出新，从

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出发，了解他们的热爱

和困惑是什么。少一些枯燥乏味的说教和千

篇一律的活动形式，贴近他们的生活，通过

身边事教育，让他们在艺术作品中看到自己

的影子，受到触动，得到精神的提升和行为

的规范。同时，要在表现形式上实现创新，

积极利用中学的公众号，及时将活动宣发发

到家长、学生及关注者的手机上，甚至可以

通过微博、微信群和“直播”等形式。如学

校的文学社团就可以多利用这些移动端推荐

学生原创作品，这会在朋友圈迅速转发，激

发其写作热情，同时“以文会友”加进学生

间的切磋交流。借助新媒体的强大传播力，

当校园文学社团做大后，他们就更容易被知

名文学刊物编辑、作家关注，优秀的文学人

才也就有了更多被发现的机会。学生较容易

接受新媒体和网络，突破时空的限制，为他

们的创造力的发挥提供平台。 　

（三）建立可行的甄选活动机制，完善

量化的激励体制

校园文艺活动的主题的选择和内容的取

舍，对学校的德育的影响深远。因此，学校

要有一个大的指导方向，意在引领先进的文

化和思想。文艺活动的内容应该是有助于培

养学生热爱祖国、弘扬民族精神，塑造健康

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形成团队精神，增强

法律意识和道德规范，使学生增强辨别是非

的能力，使学生始终追求真、善、美，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2]

另外，为了鼓励学生参与文艺活动的热

情，保证文艺活动的高水准和长期发展，学

校还可以对学生社团、文艺演出、演讲书法

比赛等融入考核机制，建立完善的考核、评

比和表彰机制，将学生表现量化为等第或评

语，录入学生成长手册。努力打造一批“明

星学生”和“精品活动”，先进带动，让学

生在鼓励的机制中不断完善自身，为校园文

艺活动服务。

总之，校园文艺活动将“以艺育德，以

德育人”的思想，对于推进德育工作意义深

远，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和艺术技能，

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情操和能力，而且使学

校学生的素质将全面均衡发展，教育教学质

量得到不断提高，学校洋溢着文明、生动活

泼、蓬勃向上的气氛。[3]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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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品德课堂    营造生活磁场

       ——谈谈低年级《品德与生活》教学的几点体会

 ■ 金爱华

《品德与生活》课程是以儿童的生活为

基础，以培养品德良好、乐于探究、热爱生

活的儿童为目标的活动型综合课程。以“儿

童与自我、儿童与社会、儿童与自然”作为

三条轴线，把“健康、安全地生活；愉快、

积极地生活；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动脑筋、

有创意地生活”这四个方面交织成儿童生活

的基本层面。教师需要在平时教学中把生活

内容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中，讲究多样有趣

的教学方法，让品德与生活同行，营造绿意

盎然的生活情境，建立生活化的立体课堂，

让他们在主动积极的参与中把生活充实，把

情感熏陶；再从课堂走向生活，让正确的道

德认知指导学生生活，让美好的道德滋润学

生品德成长，并培养他们初步的价值判断，

从而形成明理与导行、课内与课外系统化的

立体磁场。

为创设生活化、趣味性、综合性的品生

课堂，我们主要进行了如下探索：

一、“处处留心皆学问”，把断
层的课前指导细致起来。

学生课前准备是教学活动的需要，也是

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低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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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只要细化方法指导，也同样能在课前

准备活动中进行资料搜集、素材准备和必要

的课前体验等。这么做不仅可以逐渐培养孩

子们的准备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课前探究的

过程中，孩子们可以提前亲身参与到活动中

来，真真切切地去观察、体验、感受，为课

堂学习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基础。

比如：《春姐姐的脚步》这一单元，我

在晨会课给孩子们讲物候学家竺可桢爷爷的

故事，并引导孩子们处处留心观察、勤于记

录和思考。早在春寒料峭的二月我给孩子们

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春姑娘的脚步近了，

大自然正悄悄地发生着神奇的变化，你发现

了吗？请注意观察哦！并鼓励孩子们：我相

信一段时间下来你们一定会有许多惊喜和收

获！操场上、花圃里、宿舍角落的竹林间，

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研究的乐园，小小的记事

本上也渐渐热闹起来了。孩子在课前搜集到

了许多素材，有的带来了照片，有的做起了

种子发芽实验进行观察记录，还有的家长费

尽周折找到一些蚕宝宝带到教室来喂养，有

许多是老师都没有准备到的东西，这些“小

家伙”们却找到了。春风暖阳中，孩子们在

老师的指导下玩中学，学中玩，充分挖掘了

孩子们的潜力，课堂上分系列组织交流汇报，

丰富了孩子们的感受，也培养了孩子们的综

合实践能力。值得提醒的是，课前探究活动

不是简单地让学生自发的“生成”，如果“规

则”没有先行，教师不给予指导，也不加以

掌控，让孩子们开“无轨电车”，那么课堂

上就很容易出现“散乱”，显然就“有形”

而“无神”了。因此，教师要对学生的课前

探究活动做出明确的要求和细致的引导、示

范，这样才有利孩子们高效地进行准备活动。

二、趣味、综合、体验、高效，使“生
活化”课堂灵动丰盈起来。

“人的思想品德是通过对生活的认识和

实践逐步形成的。”这些理论阐明了生活和

教育的关系。教育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

活是教育的最终归宿。这就给我们的品德与

生活教学指明了一个方向：品德教育必须结

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开展。“儿童对于活动

的需求往往比食物更强烈”。作为一门活动

型的综合课程，《品德与生活》以低年级学

生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情形作为场景，从儿童

与自我、儿童与社会、儿童与自然三个方面，

为学生融入生活、体验内化构筑了宽泛的平

台。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努力冲破“先借

助虚构的生活故事的演绎（激情、学文本）

来阐释某一道德观念或价值规范（明理），

后联系实际并通过虚拟的场景和情形来调节

并考察行为效应（导行）”的传统的思品课

教学模式，以真实性、多元化的生活实践活

动为纽带，十分顺畅地将空乏的道德价值、

生活常识等融化为特定的生活情境中，让低

年级的小朋友们自主地参与，才会形成内化

的“亲历习得”。 

1、创设活动情境，使教学内容鲜活起来。

“寓教于乐”是最有效、最吸引孩子的

教学方法，它强调的是寓“教育”于“活

动”之中。《品德与生活》课堂上就有许多

教学活动形式：有实地采访调查、快乐的教

学游戏、合作学习的小组讨论、还有模拟情

景表演、生动活泼的精彩视频等。孩子们是

充满童趣的，平时老师们在设计活动情境时

不妨设计吸引孩子们的活动，让孩子们更加

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我会好好吃》这

课，如果老师只说要多吃这个，少吃那个，

给他们分析食物的营养价值，一年级的小朋

友们一时根本听不明白，也不能接受，如果

巧妙地将教材中的原有材料与儿童现实生活

中的鲜活材料相结合，拉近教学内容与学生

的距离，孩子们定会兴味盎然。不妨用电脑

创设“小小自助餐厅”的情景，让学生自主

配餐，之后通过课件直观地展示各类食物的

营养价值，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所在，再一次

地让孩子们对自己的菜谱进行修改。孩子们

在做一做、想一想的实际活动中，逐渐明白

了科学饮食的好处，真可谓“润物细无声”

呀！　　　

2、联系实际生活场景，使课堂教学实

用起来。

《品德与生活》课要培养的是在实际生

活中发展的儿童。因此，在设计教学活动时

不能脱离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来。只有来

自学生生活中的东西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让学

生乐于接受，从孩子们的生活出发，是老师

必须认识到的。比如《学会打电话》一课，

书本上只有一页的内容，也就是简单的几幅

画。这就要求老师课前一定要大量收集资料，

也给老师们提供了创造性设计的舞台。我们

先从事物认识移动电话（手机）和固定电话，

请孩子聊一聊自己最近打电话的经历，导出

人们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联络感

情或是工作需要等。通过仔细观看视频和回

忆亲身经历清晰地理出打电话的步骤：A 拿

起听筒 B拨对方号码 C等候 D通话 E挂断电

话，孩子们一边整理一边加深印象。老师拿

出自己的手机请孩子上台演示，孩子们激动

万分，十分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并提示大

家比较打手机和打固定电话的区别。你记得

自己家的固定电话号码吗？（请写在智慧卡

上）这一问给孩子们一个出其不意的小小考

验。接着创设情境：有一天爸爸去南京出差，

要打家里的固定电话，该怎么打呢？这一环

节十分实用，让孩子们懂得不同地区要加上

区号，老师再出示一些常用的区号，让孩子

们找一找、说一说。追问：如何给国外的亲

朋好友打电话呢？你记得哪些家人的手机

号码？（11 位）你有什么好方法记得这么

准确呢？记住家人手机号码有什么特殊用途

呢？孩子们的兴奋点一步步推向前，打电话

的方法也逐渐清晰起来。接下来通过观看视

频送红旗蓝旗来讨论打电话的注意事项：要

有礼貌、语言简短说清楚、不影响他人等，

用儿歌形式帮助孩子说唱。最后出示 119、

110、120、114、12345 等特殊的专用号码，

知道它们的用途特殊号码特殊打。这样综合

性的设计使课堂内容尤为丰富，各环节符合

低年级孩子的认知特征，既有趣又实用。课

堂中注重由学生的已知导出未知，注重学生

的情感体验和实用指导，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有效地提高了品德课教学的实效性。

3、组织综合性活动，把学生的能力培

养起来。

《品德与生活》教材的活动性特点很突

出，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材呈现形式，都

非常强调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注重让学生通

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获得体验，提高道德自觉

性。我们必须改变过去说教式的教学方式，

组织开展儿童直接参与的感受体验活动、游

戏娱乐活动、模拟操作活动、动手制作活动、

表演欣赏活动、讨论交流活动、作品展示活

动等多种活动形式，让学生在“玩中学，玩

中做，玩中思”，使他们在活动中学习，在

活动中冒出智慧的火花，在活动中产生新的

情感。 如《我喜欢美好的环境》时，在设

计其中的一个环节“变废为宝”时，教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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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教给学生学习方法，而是让学生从已有的

生活经验出发，自己通过观察现有废品的特

点与日常生活中哪些物品相似，创造性地想

出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创造出新的物品。如何

达到这一目标，教师通过让学生课前准备、

课中教师示范、自由创作、学生展示、学生

评价、学生表达、教师引导等过程，给学生

足够的学习活动时间和空间，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大胆去设计与创造，达到预期效果。

从中知道废品不是废，而是宝；我们从小要

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污染环境，用心创造

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又如在设计用七彩颜

色画出你心中最美的生活环境环节时，让学

生将自己在大自然中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

到的美，用自己喜欢的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

出来。结果，有的学生用彩色笔画出了美丽

的图画，然后，进行作品展览，给每个学生

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

成功、体验快乐，同时培养了学生鉴赏美和

创造美的能力，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综合运用

知识的能力。

4、小小设计拨动心弦，使学生内心体

验丰富起来。

课堂上能使学生动之以情的，才更容易

晓之以理，并付诸行动导之以行。为了让课

堂内容更能拨动孩子们的心弦，让他们的内

心泛起圈圈涟漪，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些小小

的项目：A、开心俱乐部——在快乐中内化。

所谓的“开心俱乐部”，指的是通过引导学

生讲故事、唱歌、跳舞、画画、吟诵诗文、

编演小品剧等，使他们的“亲身所得”在快

乐中内化。如：在《春天来了》一课“找春天”

实践活动后，我设计了“用自己的笔画春天、

用悦耳的歌声唱春天、用美妙的语言吟诵春

天、用自己的双手装扮春天”的自主化活动，

既深化了学生对春天、对生活的情感，又展

现、张扬了学生的个性。B、沙龙聊天室——

在碰撞中生成。所谓“沙龙聊天室”，指的

是引导学生在畅所欲言中展现自我、加强交

流，并学会倾听、乐于沟通，逐步形成健康

与健全的人格。如：在《我为家人添欢乐》

一课教学中，我把学生由“家人对我的爱”

转移到“我向家人回报爱”这个主题上后，

就引导学生 6 人一组成立了一个个“聊天

室”，让每个学生都仔细回想、广泛交流——

有的学生感受到回报亲情的自豪，有的学生

认识到了自己对亲人的“吝啬”，找到了自

己与其他同学的差距，默默地学习、思考着

回报亲情的方式……学生在对话中倾听着、

在倾听中碰撞着、在碰撞中领悟着。C、爱

心金点子——在爱心中收获。所谓的“爱心

金点子”，指的是引导学生在活动中舒展的

思维和爱心，进行行为与价值的判断，在“道

德法官”与“爱心使者”的角色体验中促进

“知与情”的升华、“知与行”的统一。如：

在《我自己会整理》一课教学中，我让学生

在“小兔贝贝”的引荐下帮助小朋友解决“怎

样整理书包”的难题，让学生到图书室，给

管理图书的老师设计最佳的整理方案。孩子

们在“金点子”中捧出了颗颗爱心，在颗颗

爱心的“实现”中怎能没有片片亲情收获！

D、相信我能行——在自信中超越。所谓的“相

信我能行”，是指通过拓展性的活动，引导

学生“在生活中发展，在自信中超越”。如

在《我为家人添欢乐》一课的尾声部分，我

通过引导学生开展“给花瓣涂色彩”活动，

激励他们帮家人做事情、给亲人添欢乐；在

《我换牙了》一课教学后，我让学生记录自

己的刷牙情况——每天早晚，做到一次画一

个☆，每个周都进行评比。学生优良的行为

在激励中实践着，良好的习惯在自信中坚持

着，健康的道德价值在过程中形成着。

三、完善训练和评价体系，把知
行习惯巩固起来。

小学教育主要是养成教育品德与生活课

不仅要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激发学生的道

德情感，而且还必须重视道德行为的训练，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知行统一的目的。低年

级学生是培养和形成道德行为习惯的最佳时

期。我们根据“学一点，懂一点，做一点”

的原则，在课堂上坚持行为规范的指导，培

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坚持每节课进

行道德行为的评论，强化道德观念。引导学

生用所学过的内容进行道德行为的评论，即

进行课堂行为分析。学生的评论虽幼稚简

单，但通过这样一评，表扬了先进，树立了

良好的榜样，学生明白了是与非。根据低年

级小学生分辨能力低的特点，经常引导他们

阅读书中榜样人物的故事以及学校中的好人

好事，让他们学有榜样，是非常必要的。这

样就能加强学生自我行为训练，达到了品德

与生活课动情、晓理、导行的目的。

评价工作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在活动中

评价，在评价中学习。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今天的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在教师的

正确引导下，学会评价自己，学会评价别人，

学会做人的道理。品德与生活是一门开放型

的学科，它面向儿童整个生活世界，课堂从

教室扩展到家庭、社区及儿童的其他生活空

间。教学活动不局限于课堂内，而是体现于

课前、课中、课后，课内外连续，因此，对

学生的评价也不应该是教师单方面的，应融

家校等于一体。评价方法也应灵活多样，对

低段学生而言，评价重在激励，可以采用学

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家长评价等多样

化的评价方式。可以竞赛活动展示评价结果，

但应淡化学生之间的评比。鼓励学生与自己

过去的比较，从中发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

评价不游离于平时的教学环节，倡导即时即

地即兴的过程评价，建立动态的全过程管理

评价体系。客观真实、全面的反映孩子的成

长和进步，使评价真正成为教师、儿童、家

长共同合作进行的有意义的建构过程。

生活中的低年级小朋友们宛如一星星需

要点燃的火种，又似一颗颗需要激活的芽苞，

因此我们《品德与生活》课的设计一定要从

真实的生活源头出发，引导他们用自己的多

种感官去认识、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体验；

一定要以活动为纽带，引导他们用自己的思

维去碰撞、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让他们在

建构中发展，在发展中生活，在生活中逐渐

规范——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成功的《品德

与生活》的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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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从应届毕业生第一年工作带高

一连续带到现在高三，教龄 3年的高中青年

英语教师兼班主任，本人将通过具体的案例

做法，从六个“D”层面来概括阐述下在班

级管理工作方面一些工作理念和策略。

一、 用 心 付 出（Devotion with 
heart and soul）——好习惯的养成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说过：“教育就是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尤其对身心还未成

熟的高中生来说，作为班主任老师做好引导

工作至关重要。举例来说，对于高一新生，

他们进入新的环境，组建新的班级，对于新

的班级规则是陌生的。我班学生下晚自习，

值日同学总是忘记带走垃圾，忘记关掉饮水

机开关等等不良行为现象偶有发生。除了在

班里进行口头强调之余，身体力行与潜移默

化给人带来的影响最深刻。于是，每天坚持

陪他们上完晚自习成了一种坚持和习惯，只

为监督提醒是否带走垃圾或关掉所有电源开

关。从此以后，各种陋习大有改观。身教重

于言教。尤其是在好习惯养成的过程中，要

靠他人的引导和坚持的力量。这一过程是摆

脱自己舒适区的比较难熬的过程，而作为班

主任，要甘于付出，用心陪伴一起经历这一

过程，整个班级的精神面貌和班级凝聚力会

有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开学初，与学生能

够度过这一磨合期，对以后工作的展开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以身作则、为人师表（Diligence 
while practicing）——责任心的培养

现在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就

生活在安定舒适的环境里，从而导致责任感

比较匮乏。因此，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是教育

工作的关键之一。举例来说，自助劳动是我

校的一大特色，孩子们自行把卫生间打扫的

干干净净，打造了良好的口碑。但有段时间，

这一活动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做得很好。

为了让班级同学加大对自助劳动的重视，培

养责任心和服务意识，我班在潜移默化中上

了一堂无形的班会课。犹记得那是周五我的

英语课和班会课联在一起上，又正值圣诞节，

同学们一直期待的圣诞小联欢如期而至。伴

随着“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音乐

的响起，联欢开始。班级充满着节日的气氛，

同学们情绪高涨，我宣布：“今天联欢的第

一项，师生共同打扫卫生间。”我还记得当

时孩子们脸上大跌眼镜的表情，作为班主任，

我带头戴上手套，拿起刷子，刷起了孩子们

最不愿意刷的便池。其他同学也纷纷行动起

来。一切完工后，接着进行圣诞联欢的下一

项流程。从此之后，我班自助劳动情况明显

好转。班主任的一言一行都会给自己的学生

留下或深或浅的烙印，言传不如身教，教学

和育人同等重要。另外抓住教育的最佳契机

也尤为重要。在这样一个节日的场合下进行

教育，既避免了说教，也增加了仪式感，这

样的教育效果是深入人心的。

三、 民 主 沟 通（Democratic com-
munication with humanity）——人性化
的管理

班级突发事件多，严格的执行班规是必

须，但是在班规中添加一些人性化合理化的

举措会更加服众，会更让学生从心底热爱这

个班集体，热爱并尊敬班主任。举例来说：

在我班班规中，为了促进同学们按时交作业，

养成不拖沓的习惯，与班委协商后决定将此

项内容列入量化考核表中，拖交作业超过一

天扣一分，以此类推。但是不乏学生有特殊

情况完成不了作业，可能会出现抄袭作业或

者敷衍了事的情形发生，便增添在一天内补

交上不扣分的这么一条补充条款。另外在课

间操出勤方面，从严格意义上讲，要严格遵

循全勤出席。但是鉴于女孩子特殊的生理情

况，班规规定准许女生每个月有一次的女生

专属假的福利。这仅仅是一些小小的例子，

相信班级成员感受到的不是冷冰冰的规定，

而是有温度的班级管理。

在跟学生私底下沟通方面，要尊重学生

的想法和性格，多多走进他们的心里，平等

民主的沟通；同时和学生之间又要把握好一

个“距离的度”，过远的距离感和过分亲密

无间的关系都是不合时宜的。要抓住学生身

上独特的特点因材施教，避免一刀切的教育

模式。例如，班级有一位同学性格较为敏感

任性，在与老师沟通中容易出现敌对情绪，

为此，我晚上熬夜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进

行开导，希望能够开启师生间的沟通破冰之

旅。此后，学生态度变化明显。多站在学生

角度思考问题，多尊重鼓励学生，保持师生

间的沟通的“度”，对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

教育教学都事半功倍。

四、 家 校 齐 心（Dedication from 
both parents and school） —— 团 结 协
作的力量

教学生涯的第一次家长会，仍历历在目。

对青年班主任，家长们也本能地很容易持有

怀疑的态度，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位老师不够

放心。换位思考一下，家长的心情是可以理

解的。通过这次家长会，面对家长，我用一

颗坦诚的心、学习的上进心、强烈的责任心

和一颗火热的诚心将自己的努力和具体做法

与家长分享，逐渐地打消了家长们对一位年

轻班主任的顾虑。平时通过家长微信群和班

级博客及时把学生在学校的精彩活动和学习

情况分享给家长，让家长第一时间了解学生

在校状况，通过文字和照片让家长走进孩子

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班因此也拿到了班级博

客特色班的称号，离不开同学们素日精心的

撰写和家长们的支持。真可谓“家校一心，

其利断金”。

五、乐于请教、善于反思（Delight 
to seek advice and introspect）——成长
的催化剂

浅谈高中青年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策略
 ■ 程欣欣

【摘 要】目前关于班级管理工作经验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青年班主任如何更加专业地发
展，如何更高效地指导班级管理工作，还需要得到更密切的关注和大力支持。本文结合自己
的工作实践，通过六个 “D”层面概述高中青年班主任在班级管理工作方面的工作理念和
策略，旨在为青年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关键词】: 好习惯；责任心；人性化；家校齐心；反思；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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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在很多方面都要有一个适应的

过程。有些东西需要自己不断摸索，有些东

西不要吝啬去讨教，多去观察其他有经验的

老师的做法，不懂就问，也许听君一席话，

便解决了心中一大困惑。当然自己也要善于

反思总结。在我三年的班主任职业生涯中，

自己也出现过一些不必要的失误，或者走过

一些弯路。每经历一次，我都会在自己的工

作本中专门有一板块，根据自己的实战案例，

罗列出自己经过挫折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绝不允许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要关注每一

个工作细节，细节可能带来不了明显的业绩，

但没有细节，却可能毁了所有努力。当然自

己也要通过订阅《班主任》期刊或者参加班

主任基本功竞赛来不断地充实自我、提高自

我。

六、打造品牌活动，形成班级特
色（Develop brand-activities to form 
features of the class) ——集体的荣誉感

为了提高后进生的劣势学科，我班进行

“学生间师徒结对子”，去盲聋学校做义工，

给每位同学制作学业成长档案，为了提高同

学们的环保卫生意识，定制专属 � 的绿色环

保袋，学生自主设置的特色惩罚箱，里边写

着各种各样的惩罚措施，包括当众做一次演

讲，绕操场跑两圈，为班级做一件好事等等。

除了特色惩罚，我们还有每周评选的名人堂，

有学业之星，儒雅之星、自主劳动之星、运

动之星等。学生自导自演的班级主题系列班

会特色活动，百科大讲堂，以及将班级管理

与英语教学结合在一起的特色，如英语喜剧

表演秀，英语走廊文化布置，英语圣诞主题

班会，“英语之窗”阅读角等。

结语

青年教师尽管缺乏班级管理经验，但是

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强烈的责任感、创意的

管理班级方法，以及高涨的工作热情，极强

的学习能力等都为班级管理创造了条件。总

之，在班级管理中，我们只有审时度势，巧

施策略，才能使我们的教育无痕，成长无垠。

一、引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论是在经济

发展还是在社会进步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

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于高素质人才的

需求也日益增多，对人才的发展也提出了更

为现实的要求，人不仅要学会在这个时代生

存下去，还要学会自我发展，但是在人才市

场日益竞争激烈的时代，要能够获得好的生

存发展环境和机会，首先要增强自理能力，

这是生存的第一步，也是对人发展的基础性

要求，所以，社会各界都提升了对学前教育

的重视程度。陶行知先生提出“教是为了不

教”的教育观，他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要促

进幼儿主体性发展，为未来生活做好充分的

准备。

但是，由于当前是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

大部分家庭的父母由于事业和生活节奏的原

因，没有时间来照顾幼儿的生活和学习，亲

子教育开始演变为隔代教育，祖辈承担起了

幼儿教育的绝大部分任务；特别是农村，不

少家长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出外打工，把年

幼的孩子交给家中的老人照看，隔代教育已

经成为了我国家庭教育中的一种常见的现

象，对幼儿的健康成长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

幼儿期是培养个人自理能力的重要阶段，好

的教育方式能有利于幼儿良好个性的形成，

也对幼儿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本

文意在了解幼儿自理能力现状的同时，探讨

祖辈一代的教养方式对幼儿自理能力的影

响，重点分析隔代教育对幼儿自理能力的培

养和发展存在的消极影响，探讨产生这种消

息影响的原因，对于改进隔代教育存在的弊

端具有重要意义。

二、隔代教育对幼儿自理能力的
不良影响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隔代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隔

代教育有合理的一面，但是由于祖辈一代在

价值观、知识储备和素质与当代社会存在的

一些差别，也将会对幼儿的发展带来不好的

浅析隔代教育对幼儿
自理能力的
影响及建议

 ■ 施梦

【摘要】近几年，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隔代教育已经成为了我国家庭教育中的一种常见方式，
对幼儿身心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显现，隔代教育带来的对幼儿发展的消极响也随之出现，成为
幼儿教育较为关注的话题。自理能力是个体适应社会和生活必须具备的最为基础的技能，是
个体走向独立生活的第一步，幼儿自理能力是影响幼儿其他的后续社会性适应能力的关键环
节。然而，隔代教育对幼儿自理能力的发展存在一些消极影响。本文分析祖辈的教养方式对
幼儿自理能力的消极影响后提出针对性对策，从而为幼儿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
助。
【关键词】隔代教育  幼儿自理能力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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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一）教育观念过时限制幼儿自理能力

发展

 1、 大包大揽、幼儿缺乏提升自理能

力的机会 

 一些老年人本身比较勤劳，愿意事事

亲历亲为，对待孙辈又格外疼爱。因此对待

幼儿的生活等细节，习惯了大包大揽，为幼

儿做好各种准备工作，有些幼儿吃饭只需要

张开嘴，穿衣洗漱等都由祖辈代劳。正是在

这种生活环境下，幼儿缺少了提升自理能力

的机会。晨晨长期由外婆外公扶养，小孙女

本来在正常环境下能锻炼自己的能力，常常

被他们热心地取消了。在晨晨两岁半的时候，

曾主动要求过自己吃饭，可外婆看到晨晨吃

的满桌子都是米粒，汤水还撒了一地，就再

也不让她自己吃饭了。久而久之，儿童的实

践能力的发展和自信心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

响。在幼儿园里每天午觉起床的时间，她也

总是等老师、阿姨帮忙穿脱，鞋子有时也让

小朋友帮她穿。可以看到，隔代教育的包办，

使得幼儿体验到挫败感和无能感。只要祖辈

们处理好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学会等待，锻

炼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从而培养孩子在成

长中的独立性和自信心。

2、 观念落伍、幼儿容易缺乏活力与朝

气 

有研究表明，在婴幼儿时期，如果在语

言方面接触的刺激过少，与他人的人际交往

偏少，可能会出现人际交往方面的落后，甚

至可能会对幼儿的人格产生影响。在对幼儿

的教育观念上，由于生活年代和环境的因素，

祖辈家长很容易受到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

和影响，和家中幼儿在一起的时候，会用他

们的一套观念和方式来影响幼儿的行为，但

是由于这些观念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及时更

新，可能会对幼儿的成长造成困扰。幼儿自

理能力的提高是通过模仿学习来实现的，如

果模仿的对象错误，或者是出现了偏差，幼

儿会产生困扰，最终影响其判断能力。

（二）教育方法不当阻碍幼儿社会行为

的培养 

 1、过于溺爱，阻碍成长 

有的祖辈家长，由于自己生活环境的艰

辛，对孙辈的的态度过于感性化，只要是

孩子提出的要求，不管正确与否，一味的满

足。有些祖辈会考虑到家庭的和谐，怕管教

过严造成家庭失和，对孩子的态度也是放任

自流，什么都随着孩子的喜好和性子。也有

家长会因为幼儿年龄小，而过度溺爱，不去

培养其正确的习惯和行为方式。所以，隔代

教育中会出现对小孩过度溺爱的现象。这种

教养方式典型的表现为过分的宠爱、迁就，

以孩子为中心，由着孩子的性子，她们想要

什么，想做什么，都盲目满足，进而得到孩

子的亲近和喜爱。这种感性的教养方式，很

容易造成孩子性格的自私和孤傲，也会对幼

儿自理能力的发展造成影响。例如，我实习

幼儿园小杨的奶奶在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的

时候，总是会怕小杨自己做事会劳累或者做

的不好，在洗脸的时候，会表现出动作迟缓

和笨拙的样子，奶奶会担心小杨做不好，就

帮其洗脸，甚至会包下一切幼儿自己生活中

个人事务，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到小杨自己

的探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导致做什么

都懒得动手，一味地依赖别人。更会导致幼

儿行为动作跟不上节拍，缺乏独立生活的能

力，也变得更加娇气，不愿意吃苦。

 2、缺乏鼓励与肯定，影响幼儿自信

心 

祖辈在教育幼儿时，往往为了减少麻烦

而强硬地限制幼儿各种活动，对幼儿自主进

行的各项活动往往以限制和批评为主，很少

对幼儿进行鼓励与肯定，更缺乏对幼儿的正

确引导。这就使得一些幼儿逐步丧失了自信

心，不愿意自己动手，自理能力也迟迟得不

到提升。在我实习的幼儿园老师和家长座谈

的时候，有父母跟老师反映过，一些隔代家

长会由于自己知识结构的限制而武断制止和

批评小孩的一些正当行为。例如，当幼儿玩

玩具车的时候，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会把刚

买的玩具车拆开，把一辆完成的全新的玩具

车拆成一个一个零件。在这个时候，家中的

老人由于知识结构没有更上现代社会的发

展，在接纳新知识方面比不上年轻的一代，

会对幼儿的这种破坏行为进行制止和批评，

他们不会意识到这种破坏行为其实是幼儿动

手能力在发展的一种表现，而是只会看到玩

具车被破坏的结果，这样一来，会很容易限

制幼儿自己的动手能力的发展。

（三）教育意识欠缺丧失培养幼儿自理

能力的良机

1、心理健康意识淡薄，妨碍幼儿发

展 

受祖辈家长自身能力及条件的限制，祖

辈家长们往往在知识方面比较匮乏，尤其是

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与意识淡薄。一些祖辈

家长仅满足于看好孩子，不让孩子受到伤害，

却很少会考虑到幼儿的心理需求，导致幼儿

心理长期得不到满足，影响了心理健康发育。

其中，与父母关系的淡漠是不容忽视的突出

问题，成长中父母的缺失，会使幼儿产生被

遗弃的心理感受，影响其长大后的人格、性

格。

祖辈家长往往年龄偏大，失去了学习的

兴趣和动力，很少会接触和学习新鲜事物，

进而在幼儿自理能力培养上水平较低。家中

祖辈一代较少的会意识到幼儿身心和认知发

展的阶段性特点和规律，会出现一些阻碍幼

儿能力发展的现象，例如一些祖辈家长可能

认为读写很重要，会无意识地去引导幼儿进

行一些读写活动，而且会用一些金钱的奖励

来刺激幼儿的行为，诸如考试得第一名奖励

二百元等的行为，这中教育方式很容易让幼

儿形成一种被动的学习观和攀比心理的膨

胀。

 2、过分保护，忽视了幼儿的成长需

求 

年长的一代的对于幼儿的教育过多也停

留在读写的一些知识上，却忽视了幼儿各种

优秀品质的培养，对自理能力的忽视就是典

型的一方面。如果幼儿产生了动手劳动的欲

望，祖辈家长往往不忍心、不舍得，从而选

择大包大揽，代替孩子干活。久而久之，幼

儿参与劳动的热情大幅降低，自然不热爱劳

动。对幼儿来说，自理能力的提高是在一步

步的锻炼中实现的，如果祖辈家长事事都要

代办，对幼儿过度地保护，缺乏对幼儿足够

的认可，不会放手，自然会使得幼儿自理能

力停步不前。

三、消除不良影响的教育建议

隔代教育确实存在一些弊端，对幼儿自

理能力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而幼儿自

理能力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幼儿独立生活的能

力，甚至关系到幼儿未来生活对社会的适应

能力，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隔代教

育教养方式的消极影响，并认真采取行动去

消除这些负面影响，使隔代教育在家庭教育

中发挥积极作用，也使幼儿的自理能力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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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科学地健康地发展。

（一）改变教育观念，倡导正确的教养

方式

在教育观念上，祖辈一代对幼儿的教育

比较偏重幼儿读写、算数能力的开发，而忽

视幼儿自理能力的开发，再加上教养方式的

过于感性化和随意化，会阻碍幼儿自理能力

的良性发展，所以，祖辈一代应该改变教育

观念，在关心和爱护幼儿之余，也能够给幼

儿足够的自我发展的空间，培养幼儿自己动

手的习惯。例如，如冬天穿鞋袜是孩子每天

必须要做的事，让孩子练习把反面的袜子翻

成正面的，教幼儿区别脚跟脚背，如何穿袜

和穿鞋。

祖辈一代的教育方式对幼儿自理能力的

培养和发展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教

育观念改变的同时，也付诸于正确的教养方

式的形成。因此，祖辈一代必须采取积极主

动型的民主型的教育方式，祖辈要给孙辈一

些自由活动的空间，不要什么都操办，在幼

儿对新事物进行探索或者自己动手做事的时

候，可以给予一些引导和鼓励，在和谐的氛

围中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

（二）根据幼儿年龄特点进行适当自理

能力的培养

前文提到幼儿自理能力的发展尤其自身

的规律和特点，不同的年龄阶段，幼儿的自

理能力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所以祖辈一代

在和幼

儿相处

时，应

该意识

到幼儿

本身的

身心发

展特点，有针对性的采取不一样的教养态度

和教养方式。

对于三到四岁的幼儿，祖辈家长应该有

意识地培养幼儿一些基本的简单的生活技

能，例如洗脸、穿衣服、上厕所等等，这些

简单的技能正好适应幼儿的年龄特点，幼儿

自己做起来也会容易操作，不会因为畏难而

放弃。等幼儿再长一岁的时候，可以让幼儿

开始做一些难度稍大的生活事务，例如吃完

饭后整理自己的餐具、玩耍时整理自己的玩

具、睡觉起来后会收拾自己的衣服和床铺等

等，在这些生活技能的培养中，祖辈家长需

要耐心地指导，逐步让小孩自己能够独立地

完成。

正是由于幼儿自理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所以祖辈家长应该以幼儿的

年龄的特点，适当给幼儿创造一些自由的空

间，鼓励小孩自己完成一些工作，仅仅在必

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指导，这样才能

促进幼儿自理能力的发展。

（三）父母应与祖辈形成教育合力

对子女的教育中，父母不仅不应该缺席，

更应该成为主力。年轻一代的父母，不应该

以工作繁忙、时间紧迫、经验不足等借口来

推脱抚养子女的义务和责任 。幼儿园等教

育机构可以与年轻家长进行沟通和交流，提

醒他们幼儿在自理能力上的差距，进而使家

长可以更关心孩子，更注重幼儿自理能力的

培养。年轻父母也应该多与祖辈抚养人进行

沟通，与他们形成教育合力，尤其是要在培

养教育孩子方面多下功夫。应该对幼儿予以

较多的鼓励和肯定，应该放手让他们自己尝

试进行各种活动，从而使幼儿能够在穿衣、

吃饭等小事上获得家长的认可，获得自信心，

进而逐步提升其自理能力。

（四）家园合作，共同关注幼儿自理能

力的发展

幼儿自理能力的发展不仅受到家庭教育

的影响，因为现在幼儿也会在幼儿园中度过

一部分时间，所以在对幼儿自理能力的培养

中，可以借助幼儿园的教师资源对祖辈家长

的教养方式给出规范性的指导和帮助，在幼

儿自理能力低的情况下，祖辈家长也可以和

老师及时沟通，找出适当的干预方式，促进

幼儿自理能力的发展。

现在的很多祖辈家长对一些教育理论的

东西接触机会很少，没有进行过专门的育儿

教育，对幼儿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找不

到合适的科学的方式进行处理，因此幼儿园

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些教育资源和专业的

育儿知识，为祖辈家长提供一些咨询的服务，

或者开办一些专门的讲座，指导老人们如何

科学地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例如，可以普

及一些祖辈家长感兴趣的知识，怎么给幼儿

添加辅食，怎么保证幼儿一天的营养，怎么

处理幼儿任性的情况等等。

四、结论

研究发现幼儿的自理能力有其自身的发

展特点，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其幼儿自理能力

各维度发展不均衡。祖辈家长应该以幼儿的

年龄的特点，及时地予以放手，对幼儿的自

主活动进行鼓励与支持。

因为视孙辈为宝的老人们过度的溺爱、

包办代替和放任造成了孩子们自我服务能力

低弱的主要原因。“过分溺爱”、“教育观

念滞后”、“教育方法不当”等突出的家庭

教育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孩子们的健

康发展。所以祖辈应该在隔代教育中正确定

位，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有充分的认识，祖

辈一代必须采取积极主动型的民主型的教育

方式。此外，在对幼儿自理能力的培养中，

也可以借助幼儿园的教师资源对祖辈家长的

教养方式给出规范性的指导和帮助。在幼儿

自理能力低的情况下，祖辈家长也可以和老

师及时沟通，找出适当的干预方式，促进幼

儿自理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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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是外语学习的重要技能之一，是外

语学习的基础。听力训练在以交际为目的的

英语教学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英

语学习的五种途径——听、说、读、写、译

中，“听”是获得语言信息及语言感受的最

主要的途径，“听”是放在第一位的。英国

专家里弗斯（Rivers）在《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一书中明确指出，

在一般的成人交流活动中，听占整个言语交

际的活动量的 45%、说占 30%、读占 16%、

写占 9%，听力在英语学习中重要性可见一

斑。

随着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英语在对外

交流活动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对听力方面的

要求标准也越来越高。在“新课程标准”里

已对各阶段的听能提出了详尽、具体的要求，

各套新教材也将听力训练纳入其结构体系之

中。新《大纲》对考试、考查也有明确的规

定：“考试、考查内容应单项和综合相结合，

注意考查学生的交际结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

力。考试、考查既要有笔试，又要有口试和

听力测试。”目前，在各地的中考试题中，

听力部分占 20%，且有增大比例的趋势，对

英语考生的英语听力能力水平的要求将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加强学生听力训练，提

高学生英语听力理解水平，已逐步受到广大

初中英语教师的重视。

一、 初中英语听力的特点

当前初中的英语教学中，听力作为中考

必考内容，所占分值为 20 分。基本以选择

题为主。听力内容多为对话或短文。

1. 听力重视程度不高

初中英语的教学课堂中，比较常见的授

课分配是语法和词汇的授课占据比例较高，

而听力由于需要适当的听力材料，播放听力

的媒介以及听力在中考中所占的比例，致使

学生和教师对听力的重视度都不够，授课比

例较低。听力的练习也多放于考试之前的冲

刺或是课后学生自己做。[1]

2. 方法和材料都较为单一

听力的题型较为单一，全部的选择题也

使教师会将重点放在如何判断正确答案，提

升听力技巧上。而听力材料的选择往往也是

雅思听力的情境模式训练
对初中英语教学的影响

 ■ 王婷婷

摘要 : 英语听力在初中英语教学和考试中呈现出了越来越重要的态势，但是缺乏良好系统的
听力训练以及适宜的听力材料却成为了阻碍初中生听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本文在研究初中
英语听力的特点，雅思听力材料的内容，以及二者在初中英语教学契合度的基础上，力求
创设雅思听力中的情境模式以提升学生听力的实用性，为初中英语听力教学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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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考试相同的题型，有一定的缺陷，如选择

的听力材料中很多中文老师朗读与标准英语

还有一定差距，过多的机械重复知识而忽视

实际的运用，脱离实际语言运用的环境，为

考试而练习等等。

3. 学生参与性不足

学生往往容易参与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而听力的题型与授课模式——听材料，核对

答案，都将使学生产生倦怠。对目前初中英

语听力的调查来看当下大都数英语听力的难

点突出集中于语音辨别不敏感，语感不强，

背景不熟悉，抓不住主要内容及细节，俗语

不熟悉等。听力往往又需要学生精神的高度

集中，错失机会就会对后来的听力内容丧失

信心。因此如何能增强学生的参与度往往对

初中英语教学是一个挑战。

二 、雅思听力的情境模式

情境模式即利用直观的形象或是创设与

现实情境类似的场景，从而激发学生的联想，

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让学生产生身临

其境的感觉 [2]。

1. 雅思听力的内容

雅思听力材料分四个部分，一二部分是

survival situation，即日常生活中的场景，

分别为非学术型对话和非学术型独白。三四

部分是 academic situation，即有关学术

类的场景，分别为学术性对话和学术性独白。

但是这四个部分都是按照情境模式设定的听

力内容，难度逐渐递增。由于第三和第四部

分的学术场景会涉及到论文写作，选课，与

导师谈论作业，课堂展示，调查实践等高中

大学生常见的校园环境下的用语，有较多专

业词汇的出现，在难度方面略高，对于国内

初中生来说可以选择性去听。但是第一和第

二部分无论从难度还是实用性，对初中生都

是不错的听力材料的选择。

雅思听力的第一部分通常会创设生活中

常见的情境，如租房，开账户，买东西，旅

行，咨询，开派对，保险等基本生活用语的

话题。这些话题都选自日常生活场景，往往

贴近学生生活。同时说话人会掺杂着不同国

家的各种口音，也会模拟日常生活的一些真

实原因，如噪音，吵闹声，电话铃声等。通

过练习，可以帮助学生适应各种口音，解决

听力中语音上的困难。而第二部分的文化听

力又包罗万象，能让学生们体验到国外原汁

原味的风土人情，如传统节日，特色旅游，

社交生活，慈善事业等。

这两个部分难度较小，又涵盖了大量生

活中的真实场景，通过这样的听力练习，并

在练习的同时积累各个场景的词汇，可以帮

助学生提高在真实生活中各种场景的听力技

能。 

2. 雅思听力的题型

相对于中考听力的全篇选择题，雅思听

力的题型会丰富许多。选择题作为八大题

型的一种，并不算主要题型。雅思听力考

试中常见的题型有以下几种：A. 填表或填

空题（Form Filling or Gap Filling）；

B. 简 答 题（Short-answer Question）；

C. 判断题（True or False）；D. 完成句子

题（Sentence Completion）和摘要填空题

（Summary or Notes Completion）；E. 选

择题（Multiple Choice）。

多题型的听力测试能最全面的检测学生

对于听力材料的把控，其中最常见的填空题，

不仅需要学生理解听力材料的内容，更需要

学生去书写单词或短语，在锻炼听力的同时

也加强了学生对日常单词的拼写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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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更全面。

三、 情境模式融入初中英语听力
教学的方法

1. 整合场景。

雅思听力的场景设置非常丰富，在教学

中，教师可以提前整合场景，将相似的场景

放在一起进行听力的比较训练，使学生在一

段特定的时期了解某一个场景的常用表达及

相关词汇。如租房场景，可能会包括租客与

房东的对话，租客与中介公司的对话或是租

客与后勤维修服务的对话。场景的整合可以

让学生对生活中各种真实场景的英语表达印

象深刻，听力学习更有条理。

2. 合理预测

在听力开始前，做好必要的预热工作。

由于雅思听力考试的每一部分要求都有差

异，形式多样，因此引领学生利用有限的时

间快速浏览题目，做好合理的预测是尤为关

键的。这样学生可以有重点的去听关键词汇

和内容。以剑桥雅思听力真题中一篇找工作

的听力材料为例：

JOB ENQUIRY

Type of work:1__________

Number of hours per week:12 hours

Would need work permit

Work in the:2__________branch

Nearest bus stop: next to 3__________

Pay:4 ￡__________an hour

教师在预热时要引领学生读题并准确理

解问题的意思，在脑海中勾画出听力内容可

能会出现的情境，并标注关键词。如本篇听

力的前 4题：第一题为工作类型（what），

学生应着眼于日常可能出现的工作单词，

并且确定词性为名词；第二题为工作地点

（where），重点应放在可能出现的街道及

门牌等地址类单词；第三题为临近地（what），

引导学生要将听力重点放在所有的地标建

筑，如医院，大楼，图书馆等；第四题中要

填收入（How much），此时要提醒学生注意

倾听听力材料中出现的数字并速记。当学生

们通过反复的训练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标注关

键词并做出自己的预测，在接下来的听力内

容中有侧重点的去听，最终捕获到所需信息

时，学生的积极性将被极大的激发，兴趣也

会被调动，听力的预测效果就达到了。

3. 创设情境

在学生熟悉场景，完成题目后，可将听

力的场景资料重复播放，进一步精听，并为

学生重设场景，让学生仿照真实情境，进行

模仿对话练习，将英语口语与听力结合，激

发学生兴趣，巩固所听内容。

事实上，课堂上听力练习的目标就在于

学生能够成功的应对真实生活中的听力场

景，这也是源自真实生活的口语材料作为听

力材料被广泛认可的原因。而雅思听力材料

在初中英语课堂上的使用符合英语听力教学

的目的，并且能够帮助学生解决诸多听力困

难。如果利用得当，雅思听力情境模式训练

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对听力的兴趣，更能提升

学生的语感，真正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能力。

参考文献：

[1] 张世平 . 初中英语听力教学 [J]. 教育 : 文摘版，

2017，(4).

[2] 张冠伟 . 四步

情景教学模式 [J]. 

黑龙江教学学报，

2002，(2).

国际高中的英语教学相比于国内普通高

中的教学任务，往往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

出分压力大等多方面的巨大挑战。由于大部

分学生初中仅仅是以应对中考为学习目标，

进入国际高中后，学生听力口语能力薄弱显

著，词汇量也远远不能达到全英文学习并且

通过英语标化考试的要求。但是国际高中高

三就要进行大学申请，面对一般雅思 7分或

者托福 100 左右的要求，学生必须在最多两

年的时间内，快速提升英语能力，从一个普

通初中毕业生的能力，达到将近一个中国大

学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大二水平，要求英语老

师在课程设置、学习引导、任务布置等各个

方面充满智慧，帮助学生实现量化提升。

作为一个国际高中的英语老师，时常考

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否存在“快速”

提升英语能力的捷径，老师又该如何做才

能尽可能帮

助学生清除

英语障碍完

成升学目标

呢？

活 动

性教学培养英语学习的兴趣，调动学
生主动性

英语学习如同汪洋大海，没有固定的考

试点进行针对性的学习和训练，而且由于相

对见效慢，考试要求高，往往让学生难以真

正坚持下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语言的

学习中更是如此，让学生有兴趣去探索语言

的魅力，是作为老师在备课阶段需要思考的

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良好的英

语学习氛围。

各式各样的课堂活动是在高一阶段有效

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方式。无论学生入学英语

能力的高低，都能从不同类型的活动中找到

自己的兴趣和学习的信心。例如，故事性课

文由学生自学并编排成短剧的形式呈现；热

点类的话题由学生自己进行网上信息的搜索

整理，以新闻报道或者时事辩论的形式进行；

单词积累定期组织小组争霸赛，以鼓励小组

合作和争取集体荣誉的形式，让所有学生都

参与课堂。

活动性的课堂将主导权还给学生，从而

让学生可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主动

地参与到课程中，也避免了学生因为老师授

关于是否可能“快速”提升
英语能力的思考

 ■ 朱晓青

【作者简介】朱晓青 , 国际三部雅思教师。本科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英语专业，上海外国语
大学英语专业硕士， 雅思 8 分，英语专业专四专八优秀，拥有人事部二级口译证书和上海
高级口译证书，曾在上海从事翻译口译相关工作。教学上相信学生是主体，通过课内设计和
课外沟通，旨在调动起学生对于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享受学习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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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无法顾及所有人的学习基础而失去上课兴

趣。

教学素材选择真实视听材料，创
造沉浸地道英语环境

需要快速提升英语的一大秘诀，无疑就

是沉浸，让学生沉浸在英语的氛围中，慢慢

养成英语思维的习惯，所以英语老师的课堂，

应该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浸润式氛围。首

要的要求就是英语老师要全英文授课，要求

学生也必须全英文的参与课堂讨论和活动。

其次，在教学素材的选择上，绝对不能仅局

限课本，常见而有效的方法是选择地道的

英语视听材料进行大量的补充：TED 演讲，

BBC 纪录片，生活类美剧无字幕片段等等，

都能最大限度的“逼”学生在英语的环境中

去理解内容，久而久之自然能有提高。

选用此类的试听材料，面临的一大困难，

无疑就是难度的把控，毕竟如果无字幕和又

过于专业，大大超出了学生的能力范围的话，

可能出现学生直接屏蔽内容，上课走神的现

象，所以作为英语老师，了解学生，选择合

适的材料，大量的为学生进行主动被动的输

入，有助于快速的能力提升。

传统读背积累的方式继续坚持，
夯实英语基本功

无论课堂活动多么丰富多彩，相比于所

需要的积累量，仅仅依赖课堂时间还是远远

不够的，学生课外时间的投入，才是真正决

定英语水平进步的关键，才是英语能力实现

快速提升的核心，因此要求英语老师需要在

课余，给学生明确而有效的指导。

最传统的英语学习，类似于少儿阶段的

中文学习，要求大声读课文并且背诵大量的

选段，渐渐地少儿就积累了大量的表达和诗

词。对于英语学习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

效而不能够舍弃方式。近三年的国际高中英

语教学，让我也感受到了返璞归真的重要

性，大声跟读、朗读、背诵，对于学生纠正

语音，增长语感，增强记忆，都有莫大的帮

护，而这些又是提升英语听力口语综合能力

的关键。

总的来说，英语学习并无捷径可走。但

是，国际高中特殊的升学要求以及学生未来

出国学习生活的要求，又必须要求老师能够

在短时间内帮助学生做好英语能力的准备。

近三年的英语教学，我积累的感受是老师既

要坚持读背等基础的方法夯实学生基础，也

要通过各类的活动组织和材料挑选，让学生

能主动地使用英语和沉浸在英语地道氛围

里。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两年英语质

的飞跃，实现英语能力的快速提升。

二千五百年的悠悠历史积淀成了苏州这

个灵动有文化，智慧有底蕴的古城。园林精

致，太湖灵动，昆曲高雅，评弹悠远，这些

凝聚着的是苏州的形象，是苏州的文化。

从中窥见的苏式教育也可见其深厚内

涵：苏式课堂要求清通简要、明体达用、不

教之教、开放致远（薛法根）。传统的苏式

课堂提出的清通简要，“经世致用”是苏州

历代教育人的价值追求；“不教之教”是传

统和现代的相结合，指的就是苏州教育家叶

圣陶先生提出的“教是为了不教”，以生为

本，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开放

致远”是苏式课堂着眼未来，实践创新，多

元融合。从古时到今日，苏式教育也再不断

变革，为的就是给学生适应时代变迁的一堂

高质量的课堂。

面对未来的基础教育，焦点之一的“核

心素养” 即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

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必要品格和关键能力 -- 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

担当、实践创新，这些也是和“苏式课堂”

的要求异曲同工：对学生的自学能力，批判

能力，创新能力都有很高要求。 

在核心素养下的苏式课堂中，小学英语

课程的目标是让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和实践活

动，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提高语用能力；

不仅要激发和培养兴趣更是要让学生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发展自主学习。

这场 1+1 ＞ 2 的算式中，作为一线的小

学英语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应该如何把握这两

个关键点，在苏式课堂中发展英语学科的核

心素养呢？

一、课前设计层次

叶圣陶先生说过：不教学生预习，他们

经历不到在学习上很有价值的几种心里过

程。当知识从不懂到懂，当个人观点与集体

【作者简介】王静雯，2010 年毕业于苏州科技大学，在校期
间多次获得一等奖学金。小学英语一级教师，苏外首届“教
学能手”，小学部青年教师擂台赛多次一等奖获得者，校级
论文评比中多次获奖，区级评优课一等奖获得者，区级青年
教师赛课二等奖获得者，“行知杯”、苏州市教育学会等教
育论文评选多篇论文获奖，“二十一世纪”、“希望之星”、

“星星火炬”等多项英语演讲比赛，优秀辅导教师称号获得者。

【摘要】“核心素养”是当今各国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苏式课堂”是具有苏州地方
性的独特理念。融合世界，关注特色，在小学英语课堂中从课前预习，课中多元，课后资
源三个方面来把握这两个关键并落实，旨在做到教师的“不教之教”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关键词】苏式课堂；核心素养；预习；STEAM；网络学习

1+1>2：浅谈在核心素养下，

小学英语的苏式课堂

 ■ 王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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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碰撞，当批判和创新同行，这些都是

教会了学生预习他们才能体会到的学习乐

趣。教师教会学生预习也是帮助学生最终养

成自学能力，“不教之教”也可以从中体现。

教师要对预习目标进行层次的设计，学

生不能“一刀切”，预习内容也不能统一含

糊。

1. 对 单 词 的 预 习 是 最 基 础 的：利用

phonics 语音法对陌生新单词的学习和通过

字典来对单词进行中文的翻译是适合对每一

个学生提出要求。

在译林 2B Unit7 Summer 一课中，教师

可以让学生在预习过程把“ea”字母组合的

单词找出并用拼读的方法预习学习这些新单

词的读音：beach, eat, ice-cream；利用图片

和字典理解新词：pool, drink 等。

2. 对课文的整体理解是有选择的：学生

在预习阅读完课文，是否能够找到自己不理

解的地方，或者能否完成教师布置的理解问

题，这些是可以高一层次有选择的预习作业。

在朗文教材 1B Chapter5 中，教师可以

布置表格，让学生在自主预习阅读课文之后

完成，甚至可以提高难度根据列子仿写句子。

Grandma is singing in the living room.

Mum and Cherry are_________________.

Grandpa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对课文中的观点有自己的见解是拔尖

的：学生在预习完课文之后对于理解不再是

仅仅字词句而是有了自己的看法，对于课文

中人物的做法和想法有了自己的见解和理

解。教师要在研读教材课文的基础上提出有

效的开放性问题来激发学生的表达欲，培养

他们的辩证创新的思维。

在新标准五上 Reading for pleasure“The 

Elves and the Shoemaker” 一文中，教师可

以利用问题：“If you were the shoemaker, 

when you saw the elves what would you do?”,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quality of the 

shoemaker?”等等，来请学生选择一个问题，

用 50 字左右的短文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有层次设计的课前预习能使每一个学生

通过不同的作业各有收获，关注到了学生的

个体差异，师生之间的互相尊重也恰恰是苏

式课堂中所提倡的师生观。

学生在课前预习，自奋其力有所感，有

所悟，有所得，在上课的时候学生才能有“这

种快感、思索和注意力，而这些足以鼓动英

语学习的兴趣，增进英语学习的效果”（叶

圣陶）。

二、课中多元融合

苏式课堂强调的“少教

多学”与核心素养中培养更

深层次的学习其本质是一

个道理，只有“授之以渔”，

学生才会培养自主思考，

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能力。课堂设计和环

节就要以此为最终目标，减少无趣低效的活

动，摒弃满堂灌，在设计每一堂中都要将学

生的主体性和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作为重中

watching TV singing sleeping cooking

Grandma

Mum&Cherry

Grandpa 

Dad

之重。

“STEAM”教育的风靡提供给了一线教

师一剂良药，通过多学科整合和跨学科整合，

教师能够将自己的简单唯一的课堂变得多元

化，创新化，不仅激发的是学生更高的积极

性和好学性，更是为他们深层次的学习做好

了铺垫。

1、综合主题，组织教学

以联系现实生活的综合性主题来整合学

科内容，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渗透在不同的科

目中。小学英语强调的不仅是英语知识结构，

对于中西方文化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学生也有

所认知。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也可能会

涉及科学，数学，艺术，音乐甚至是语文的

阅读能力。在此过程中的教师职责要有效的

创设情景，布置学习任务，同时做好监督和

反馈的工作；学生方面，以学生为主导，以

团队合作为主要方法来共同协作来完成这个

主题的任务。

在学习“八大行星”的英语课中，教师

将太空探索与英语阅读相结合，通过分组讨

论，探索活动、英文演讲、成果展示，提升

学生的英文学习的兴趣，也提升了他们团队

合作、批判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观看视频，学习歌曲进行导入，为课

文的学习打好基础。教师与学生互动交流，

学习每个星球不同特点与外貌，一起分享记

忆八大行星的好办法：My Very Excellent 

Mother Just Shows Us Nothing—Mercury, 

Venus, Earth, Mars, Jupiter, Saturn, 

Uranus, Neptune. 学生分组合作，根据教

师所列的书单，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源，自发

的阅读相关书籍：“The magic school bus 

lost in the solar system”,“There’s 

no place like space”,”Good night 

galaxy”, “space explorers”等。每组

完成读书报告之后，团队合作展示所学到的

内容，与其他学生一起分享。在整个阶段学

习完成之后，每组利用橡皮泥，彩纸，弹珠

或者是不同大小的球制作出了属于自己小组

的太阳系。小组成员分别介绍不同的星球，

这个过程中不仅融入了自己课外所查找的资

料也将这段时间所学的知识再次温故。

融入了科学，艺术，技术的英语课堂帮

助学生更好的记忆运用知识，也激励了他们

自主探究，自主阅读的精神。

2、实践活动，开展课堂

动手动脑，实践活动是一种灵动的课堂。

在这样的课堂中，教师教的少，学生却能够

学的多，实践得出的知识比教师强加给他们

的深刻很多。知识通过实践运用在真实的生

活情境中，也帮助学生认知社会，理解世界，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有正确的劳动意识，

人文积淀和审美情趣。

在 朗 文 教 材 中 five hundred years 

ago 单元学习中，学生们穿上古代的棉质衣

物，带上了一些古时候所用的物品，像纸钱

币和绸缎。学生们角色扮演五百年前的人，

试着用金，银和纸钱来购买东西，出门做轿

子等。在课后学生参观了苏州博物馆，双眼

双手去感知到几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

A trip to Suzhou Museum，学生还完成了

手画报，列出了所看到的古物和它们的作

用，还通过写作的形式描述了行程中最特别

的部分。在

这些实践活

动中，学生

对已对课文

内容熟记于

心，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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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们所体验到的经历也会对他们人生观

和价值观产生正面的影响。

整合不同学科，利用各学科的优势，教

师要善于多元融合贯通，把各种精彩都集中

在课堂中，不受地点，不受学科的限制，让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导，培养探究的精神，

逐步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课后创建资源

课后练习对于知识的巩固有很多的帮

助，布置课后练习时，教师一定要注重学生

学习兴趣的激发，开发他们的潜能，不能够

单纯的局限在课堂知识中。为了培养学生的

能力，教师也要创新方法，仔细考虑和琢磨。

1. 首先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馆，科学教

室或其他的专业教室。让学生在情境中，同

组协作或是个人完成可以根据作业需求来

变。当学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气氛的感

染是十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并延续

他们的积极性。

图书馆不仅是提供各种书籍的地方，它

安静的氛围，它的空气中都充满了书香，

它恬淡安然，感染着每一位来此阅读和自习

的学生。在课后布置让学生去图书馆借阅

与课堂中知识相关的书籍，并完成 reading 

log，这样的课后作业也是在培养学生的能

力，尤其是他们的自学能力。

2. 其次在互联网 + 的时代中，利用网络

来完成课后作业也是高效的一种方式。在很

多教育性极强的网站里，学生不仅可以进行

课后阅读，课后巩固，课后还可以学习相关

的新知识。很多网站都有配套的游戏或者关

卡来帮助学生反馈情况。在娱乐中学习，我

们教师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支持。与其一味的

禁止不如有引导的使用，利用网络的强大作

用，学生也能受益。

很多教育网站集趣味性，知识，文化为

一体可以提供学生在线阅读原汁原味的英文

原版书籍，有声音，有文字，有图片，还有

互动游戏。资源丰富，使用方便。教师要充

分注意促进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它们比外

在动机更重要（布鲁纳），利用网络学生的

内在动机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在线的趣味性

和新颖性让学生会在课后复习和学习的过程

中充满好奇，对内容感兴趣，从而参与感增

强。

四、总结

在核心教育的指导下，小学英语的苏式

课堂建设，在课前要注重预习的层次设计，

提高预习质量；在课中“不教之教”，教师

要善于引导和启迪学生，利用 STEAM 注重核

心素养的培养，使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

而在课后合理的安排形式不同的练习并培养

阅读习惯可以利用学校资源和网络资源。叶

圣陶先生说过：“培育能力的事必须要继续

不断地去做，”因此我们培养学生的能力要

从课前开始，在课中延续，在课后落实。

苏式课堂加核心素养，我们教师要学会

“不教之教”，学生要学会自主学习，最

后我们培养的一定是全面发展的学生。只要

将这两个关键点充分落在我们教学工作中，

1+1 的结果一定是大于 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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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

解惑也。古人已对教师有了一定的要求，

教师应具有“传道受业解惑”的能力。伴随

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教育领域

的不断变革，21 世纪的教师也被期望扮演

更多的社会角色以及拥有更高的专业素养，

幼儿认识新事物以及判断是非的能力来自家

庭、同伴，但更多的是老师。笔者在幼儿园

发现大多数幼儿在完成某一事情后都会展现

给教师以得到评价，在他们的心目中，老师

是惟一的权威，老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引导幼

儿此后的言行发展方向，此时教师所扮演的

角色是倾听者，分享者，也是朋友，更是引

导者。教师也深知自我提升的紧迫性，主动

地追求专业化成长，在当今社会，继续教育

则是教师提高专业素养的重要途径。

继续教育是结束职前教育的在职人员为

了补充、提高知识或重新系统地学习某一

专门知识以满足职业所需而提供的教育。幼

儿教师的继续教育是幼儿教师为了补充新理

论、新知识和新技术，更新教育教学观点，

从而拓展加深学科专业知识的一种教育形

式。它促使幼儿教师向研究型教师、专家型

教师、创造型教师、复合型教师转化，更重

要的是提升幼儿教师提高把专业知识付诸于

教学实践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总体

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学校非常重视师资力

量，鼓励教师参加继续教育教，大部分的教

师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定的专业培训，并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专业水平，很多教

师愿意主动地参加一些非学历的培训来提高

自己的综合素质，或者通过书籍来填补知识

的缺乏。笔者在幼儿园见习期间发现老师在

闲余时间会拿着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阅读，

她们深知新的教学论思想能帮助自己更好的

胜任学校教育和教学任务。通过调查，笔者

了解到参加继续教育的多种渠道：观摩听课、

外校交流、阅读理论书籍并记下心得、学校

提供机会的专业培训等等，大部分老师对于

继续教育非常看重，认为自身的专业素养亟

需提升，并且对此充满热情与期待。事实也

【作者简介】陈娟，苏州外国语学校附属（金山路）幼儿园国际
小班班主任。2010 年毕业于常熟理工大学学前教育本科， 2010 年
8 月苏外入职。2017 年苏外首届卓越教师评选中被评为“教坛新秀”，
在教学中，关注孩子的兴趣，在内容和方式上考虑孩子的年龄特
点，坚持幼儿为本，让孩子在游戏中快乐地学习。和孩子们的相处，
也是实现教育宗旨的过程，走进童心世界，倾听花开的声音。

幼儿教师继续教育之现状

 ■ 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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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教师通过继续教育，教学的知识、

能力等都得以提高，更好地穿梭于理论与实

际的结合之中，

但是，在继续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是

较明显的，有来自教师自身，也有来自提供

继续教育的培训机构或学校。出于外界的压

力，一部分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纯粹的是为获

得学历，而忽略了自身的专业需求，阻碍了

培养一批高素质、高水准的教师的进程。与

之同时，一些培训机构也存在问题，不可否

认，培训机构为教师提升专业素养创造了平

台，但长期以来，其培训的方式单一，内容

的针对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影响了

继续教育的质量。除此以外，笔者通过问卷

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费

用是由个人承担的，教师作为工薪阶层长期

承担继续教育费用可能会打消其学习的积极

性，所以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也可能成为教

师继续教育的一大障碍。

笔者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非常关

注幼儿教师的继续教育发展，如今幼儿发展

越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对

幼儿教师的自身发展尤其是专业发展的重视

度日益增加，使得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也成

为了一个热点，随之而来的是多种形式的继

续教育。笔者对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现状进行

调查研究，希望为幼儿教师参加继续教育提

供参考，也希望有助于完善继续教育机构的

政策，更好地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相关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现状

⒈国外的相关研究

朗格朗在《终身教育引论》中阐述了终

身教育的意义。他认为个人拥有了一定知识

和技能便可以终身应付裕如的观念已经趋于

消失。由于内部需要的压力，同时作为对外

部需求的回答，教育正处于实现其真正意义

的过程之中，这种意义不在于获得一堆知识，

而在于个人的发展，在于作为连续经验的结

果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自我实现。[1]

在众多发达国家，政府在法律上给予了

教师继续教育的权利保证和资金保证。20

世纪 70 年代初，法国和英国在法律上将雇

员获取教育假期列为权利，这是在原有的有

薪假期以外的，同时给予经费支持，使得法

国教师每年有一定的学习假期。日本在《教

育公务人员特例法》规定：“教育公务员为

尽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学研究和提高

修养”，“具有教育公务人员任命权者，必

须制定出对教师的在职进修人员以及其他有

关方面的计划安排，确保实行”。[2] 在美国，

新教师只是获得暂准的教学许可，要获得正

式的资格，必须要完成某些特定的在职教师

课程。德国更是把“在职教育”作为法定的

“义务教育”，使之在经费上得到了保证，

同时政府规定了教师的每年进修时间。

⒉国内的相关研究

笔者围绕教师继续教育查阅了相关著

作，并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阅读了教师继

续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概括整理出幼儿教

师继续教育现状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

（1）关于教师继续教育与教师专业成

长的研究

邓如陵认为当前应注重教师继续教育的

改革与创新，树立教师继续教育的新理念。

也就是要不断深化改革，强调育师为本，实

行角色转换，强化机制创新，确立职前培养

[1]朗格朗：《终身教育引论》1965年。
[2]王锭城等：国外教师继续教育概述，《中学教师培训》1991年第10期，第35页。

与职后培训的一体化，从而推进教师专业化 

的发展。[1]

王多权认为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切

实抓好校本培训，学会反思，重视积累是教

师专业化成长道路必经的过程。[2]

（2）关于教师继续教育的方式研究

郭小能、陈建波把教师继续教育的有效

途径概括为五点：自学，听课，教研，报告，

留职带薪深造。

周玮指出：在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途径

方面，专门机构高居榜首，其他依次是参观，

观摩学习，学历培训，区和片教研活动，专

家讲座。

（3）关于教师继续教育的内容研究

郭小能、陈建波把教师继续教育的主要

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顺应课程改革组织好

教学的能力；教育理论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新技术、电化教学

的运用。

王雪为、何秀英指出了幼儿教师继续教

育课程内容有了一定的改变，已从传统的“笼

统划分”迈向了“按需设置”。

（4）关于教师继续教育的问题研究

童宏宝指出我国在教师继续教育领域存

在理论指导与教育模式单一、政策模糊与实

施保障措施不力等问题。

喻永均、李长国、王莉指出教师继续教

育问题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观念落后、吸

引力不强、师资队伍不适应、忽视理论研究、

经费相对紧

缺。

涂 阳 慧

在指出幼儿

教师继续教

育缺乏目的

性、计划性、系统性，培训方式单一以及针

对性不强，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通过对幼儿教师继续

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呈现幼儿教师继续教

育的普遍方式、内容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导致这些问题存在的因素，并试图就这些问

题做一些思考。

本研究的意义是呈现幼儿教师继续教育

现状，为有针对性地进行继续教育提供依据，

通过对存在问题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对

策以改善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现状，从而促进

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研究方法与对象

（一）研究方法

⒈文献法。查阅相关文献以了解国内外

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汲取重要的、有价值

的资料，帮助笔者确立研究目标。

⒉问卷法。笔者查阅了幼儿教师继续

教育现状方面的相关资料，并结合现今幼

儿教师较关注的方面而设计的。问卷共发

出 60 份，收回有效问卷 53 份（回收率是

88.33%）。调查问卷具体内容包括①教师基

本情况，如所属幼儿园性质、教龄、学历等。

②幼儿园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频率、态度③

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的途径及在这个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④对于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看法

和建议。

⒊访谈法。采用集体访谈的形式，围绕

“幼儿教师继续教育”进行探讨。主要从继

续教育的途径、周围环境因素对教师继续教

育的影响、对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看法和建

议这三方面展开。参与讨论的有 6位教师，

由笔者作笔记记录。同时在笔者的见习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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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期间，我也对部分幼儿教师进行非正式的

访谈，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二）研究对象

研究的对象主要是 B 幼儿园和 S 幼儿园

两所学校的幼儿教师，其中专科学历的占

75.47%，专科以下学历为 5.66%，有 58% 的

幼儿教师具有第二学历。

四、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内容

继续教育的内容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

到是否能使继续教育实现更新知识、改进技

能、提高素质的目的。目前幼儿教师继续教

育的培训内容主要是：技能技巧的训练、教

学理念的学习、科研领域的探讨、其他相关

学科的知识学习。幼儿教师选择继续教育内

容一方面是根据自身需要，也有因学校、园

长要求，去选择相应的内容。

（二）幼儿教师对继续教育的态度

幼儿教师对继续教育报以很高的期望，

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期望，

幼儿教师担当的责任越来越重大，认识到继

续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二是幼儿园课程

改革的推进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

要做到与时俱进，必须更新教育观念，学习

新的课程模式；三是教师自身对幼儿教育充

满热情，自主地追求幼儿教师整体素质的提

高。

（三）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途径

幼儿教师参加继续教育途径的选择依次

是短期培训、观摩教学、学科研讨活动、理

论知识讲座。

短期的培训的时间主要是双休日及寒暑

假期间，教师只有通过这些时间进行继续教

育的学习，而这个途径也不可避免的对继续

教育的质量有了冲击。通常双休日及长假是

教师用来放松身心的时间。在幼儿园这个环

境中，每个星期的前五天精神是永远处于紧

绷状态，因为幼儿教师面对的是特殊的教育

群体，他们需要对幼儿及周围的环境报以充

分的关注，在身心疲惫的状态下，双休日或

寒暑假是教师们全身心放松的时刻，这也不

可避免使这段时间成为一个不佳的学习状

态，收到的效果甚微。据笔者观察，参加培

训的教师大部分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来，做自

己的事情、聊天、早退是普遍现象。

选择理论知识讲座和科研讨活动，从这

两个数据可以看出幼儿教师在继续教育过程

中对幼儿教育理论的忽视，尽管教师已经意

识到幼儿教育理论的重要性，但仍停留在表

层，并没有走向实际操作层面，这对于幼儿

教师自身走向“研究型”“专家型”教师的

转化是极为不利的。

（四）幼儿教师继续教育期间遇到的困

难

笔者结合问卷及在见习期间就“在继续

教育的过程中有哪些困难”这个问题对部分

幼儿老师访谈，对影响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

因素进行了整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⒈从教师自身方面看

（1）工作压力大影响参加继续教育的

热情。幼儿园老师的工作相对来说是繁琐而

细致的，幼儿的生活护理、每天的教学工作、

课后的活动反思，尤其在对待幼儿安全问题

上，教师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确实如

此，幼儿教师的一天是需要把全身心投入的。

幼儿是特殊的教育群体，教师必须和幼儿共

同融入课堂，给予幼儿充分的热情，才能感

染幼儿加入教师的课堂；每个课间都有上洗

手间的一个过程，教师要注意幼儿的卫生习

惯、安全问题；在幼儿午休期间，教师就在

旁准备教案或者是着手活动反思，待幼儿醒

来继续投入教学工作中。对于幼儿的安全，

教师必须倾注大量的注意力，笔者在见习期

间经历了幼儿的三次“安全事件”：幼儿从

轮胎上跳下来摔倒导致流血；玩大型游戏滑

滑梯时流鼻血；小朋友间起冲突导致一方流

鼻血。发生此类事情，教师一方面要安抚幼

儿，另一方面要以此来教育幼儿不要做危险

的动作，同时教师自身也会更警觉幼儿的行

为。这样的一天过去，教师的身心都处于疲

惫的状态，也无动力与热情去参加继续教育，

或参加后也无好的效果。

（2）难以处理家庭、工作、学习之间

的关系。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有时也会

因学校工作的繁忙而忽视了和家人得相处，

导致家庭关系不和睦。也许教师结束完一天

的工作后或者在双休日想和家人一起互动一

下，增进与家人的感情，但由于学习的需要，

而不得不减少或放弃这段时间。所以，教师

常因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而对继续教育的进

程也产生了影响。

⒉从培训机构方面看

（1）培训机构有关专业成长的学习方

式和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对幼儿

教师继续教育现状的调查分析，笔者也认为，

在继续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方面，无法适应和

满足幼儿教师的需要。但教师又出于继续教

育的迫切需要或者学校的规定要求，不得不

去参加所谓的培训，而其中收到的成效却是

微乎其微。

（2） 培 训 机

构 的 环 境 影 响。

这虽然不是主要

的问题，但有些

培训机构的“简陋”环境让教师望而却步。

在炎热的夏天，教室连电扇都没有，学习者

容易产生厌学心理；某些培训机构要求教师

交伙食费，由机构提供午餐，而出现的成品

想必大家也猜到了。环境不能决定教师是否

参加继续教育因素，但确实降低了教师参加

培训的热情，影响了继续教育的效果。

⒊从学校和教育部门看

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费用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笔者通过调查问卷发现，有

71.70% 是个人负担继续教育费用的，对于

教师来说，长期进行继续教育给自身及家庭

带来了一定的负担，考虑到经济因素，教师

可能会中断继续教育的进程。若学校和教育

部门对继续教育的经费不给予有力的支持，

那么教师也是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

尴尬境地。

五、思考及建议

总的来说，我国幼儿园教师的继续教育

体系不如中小学的继续教育体系完善，针对

我国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现状，笔者对其进

行思考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一）充分认识继续教育的价值所在

继续教育对于教师专业成长极其重要

的，职前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教师对自己专

业化发展的要求，也对担当的责任提出了挑

战。社会要求教师既要有驾驭教学活动的技

能，又要有高尚的职业精神和献身精神，这

使他们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开展继续教育，

是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提高创新能力、适应

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继续教育

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需要社会各

部门的共同参与，同时也是对全社会的一种

教育，它的开展有利于学习化社会的构建和



苏外教研 2017/05    |    62 苏外教研 2017/05    |    63

名师工作室教坛新秀
发展。

（二）培训机构拓展继续教育途径，加

强教学针对性

继续教育途径狭窄也是制约幼儿教师专

业成长的阻碍之一，目前主要的途径有短期

培训、观摩教学、自学、听讲座、教学研讨，

而幼儿教师最青睐的当属短期培训。当前培

训机构内容的陈旧和脱离实际也是目前幼儿

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之一，一些长期

参加教师继续教育的幼儿教师对继续教育的

内容已经失去了兴趣，她们迫切希望有新意

的、能切实指导实践教育内容出现，因此，

继续教育的组织部门，应该从幼儿教师的实

际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继续教育内容。

（三）幼儿园积极开展“园本培训”

园本培训不同于以僵化的书本知识为

“本”的模式，它是以生活中的教学实践为

“本”，立足幼儿园的实际，满足不同教师

的专业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幼儿园及教师

的个性发展。比起书本的“死”的理论，教

师更对这种联系实际的教育途径寄予关注，

尽管“园本培训”不成熟，但也是教师继续

教育途径的一个创新之举。

（四）教育行政机构提供支持

首先应从制度上给予保证。早在二十世

纪中后期，英、法、德等等国家制定了法律

制度以确保继续教育的顺利进行，立法的内

容包括继续教育的地位、经费来源和使用方

法；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方面应

承担的义务和权力。我国政府也应该重视教

师继续教育的发展，制定相关规定和条例，

以立法形式规定在职人员接受教育的权利、

经济来源等实际问题。

其次是有关部门加大对教师继续教育的

经费投入。许多发达国家重视继续教育立法

外，还充分保障经费来源。经费是教师继续

教育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性保障，科学合理

的经费分 担机制可以有效激励教师参加继

续教育的积极性。

由于对教育培训机构审核机制的不健

全，教师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致使许多教师继续教育活动的形式化严重，

效率不高，效果不明显。如培训机构的教育

者、教学者的教学方式、教学的内容以及培

训的硬件资源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纰漏，为此，

审核部门需加强管理，制定健全的审核制度，

加大对教育培训机构的检查力度，确保教师

继续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六、结束语

笔者认为新世纪的教师有必要也有责任

通过继续教育促进专业化成长，但由于自

身或外界的影响这种专业化进程也有可能受

阻，针对这种现象，国家应颁布某些法律，

保证继续教育的实施，法律应包括继续教育

的地位、经费来源和使用方法；此外，教育

机构应严格督促培训机构的展开，使之顺应

教育改革的步伐，用创新型方式，多样化的

内容对教师进行继续教育，更好地调动教师

专业成长的主观愿望。当然，笔者认为，教

师继续教育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变革过程，

不可一蹴而就，因此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深深

扎根于日常的行为习惯之中，以更好地推进

教师继续教育的深入发展。

余映潮工作室四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

工作室的成员们受益匪浅，这些老师们在区

里的杰出表现引起了区教研室的关注，第五

次工作室活动上升为高新区乡村青年语文教

师培育站活动。部编教材的古诗文教学成为

本次活动的研讨热点，面对这一教学难点，

展开了深入研讨。小学与初中的古诗文教学

衔接，也成为本次活动的研讨内容之一，给

前来的小学和中学老师们带来不一样的收

获。两天的活动精彩纷呈，接下来就跟着小

编的镜头去探探究竟吧！

百花齐放——徒弟展示

自古逢秋悲寂寥的乡愁

小学部王园媛老师执教的《古诗三首》，

通过初读古诗知诗人，再读古诗品字眼，三

读古诗明意象三个环节，展示了一组思乡诗

的魅力。从五（4）班同学们饱含深情的朗

诵中感受到了悲寂寥的乡愁之情。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

第二节课是芦寿良老师执教的《江雪》。

具有诗人气质的芦老师带领四（1）班的孩

子们进行了三项有趣的活动，分别是一、有

味吟诵，读懂诗意；二、用心想象，读出画面；

三、了解诗人，体会诗情。而后在赏析关键

词中领略渔夫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

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狡黠

初中部鲍颖老师执教的是初一部编教材

课文《狼》，鲍老师巧妙地从屠户角度、狼

的角度、旁观者角度以及每段在文中的作用

四维角度剖析了《狼》，特别是通过一组词

深入对狼的狡黠的特点分析，再现了狼“假

作真时真亦假”的狡黠。

跟着大师，来一场跨越千年的邂逅

——记高新区乡村青年语文教师培育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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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报天子的忠诚

    第四节课是初中部新秀袁琳老师执

教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袁老师通过

读好一首诗，读懂一首诗，读透一首诗，读

通一类诗四个环节，而后在与《示儿》对比

阅读中，感受到作者那种“一片丹心报天子”

的忠诚。

千家笑语漏迟迟的欢乐

第五节课是由小学部新秀徐鹏坤老师带

来的王安石《元日》。由字到词，由词到诗

句的层层讲解，而后结合背景，挖掘诗句背

后的深意。师生互动，和谐愉快。孩子们在

积极的互动中感受到了春节那种“千家笑语

漏迟迟”的欢乐。

指点迷津——名师点评

余老师认真听完五节课后，对五位老师

进行了专业的点评。余老师肯定了王园媛老

师大胆的一节课上三首古诗的尝试；表扬了

芦寿良老师巧妙的比较阅读的教学安排；赞

赏了鲍颖老师以小说视角讲授《狼》的创意；

认可了袁琳老师四个板块层层推进的教法，

欣赏了徐鹏坤老师知人论世的深刻讲解。而

后从以字赏析、画面描摹、句子加评点、诗

歌联读、成语积累等方面为老师们进行创意

讲授。

传道解惑——大师示范

茅檐下青草间的童真

余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第一节课是小学课

文《清平乐 村居》，余老师化繁为简，第

一个活动带着孩子们读一读，说一说。读明

白字词的含义，读清楚句子的结构，表达出

赞叹的语气，把握好全文的层次。余老师巧

妙地出示了上片有想象的、有韵脚的翻译，

学生准备后进行下片的说话练习。学生在余

老师的点拨下，语言越来越流畅，画面描述

越来越有想象力。 第二个活动品一品，写

一写。为诗词写评点，尝试用四字短语概述。

老师示范后，学生尝试评析最后一句。学生

们精彩的回答足见余老师深厚的指导功底。

深沉父爱的谆谆教诲

第二节课余老师执教的是初一课文《诫

子书》，余老师针对初中学生的特点，巧妙

地设计为一节积累课。积累评价诸葛亮的四

字成语，积累文中重要的实词、虚词含义，

积累文中涉及到的至理名句。理解大意后，

余老师指导学生朗读课文。一读，读出平稳

深沉；二读，读出文章的层次；三读，读出

特别节奏。学生在一遍又一遍的朗读中感受

到古文的语言美，又体会到字里行间中蕴含

深沉父爱的谆谆告诫、殷殷教诲。最后，余

老师让同学们写一句话，赏析课文的美点。

积累、朗读、品析从而达到了课堂综合训练

语文能力的效果。

经验之谈——大家讲坛

余老师用精湛的教学技艺为我们示范了

两节课，还给老师们带来了精神的饕餮盛宴。

微型讲座——语文教师的学习智慧，怎样的

语文老师是智慧的，智慧老师的奋斗方向是

什么，哪些方法可以让老师变得智慧。余老

师结合自身丰富的教学经验，一一为老师们

揭晓答案。“崇尚修身智慧、追求教学智慧、

实践治学智慧”三句话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催人奋进，给人鼓舞。

主题讲座——浅谈语文老师的古诗文教

学技能，余老师分别从高效课堂的六个关注，

关于教学设计的五句话，文言诗文教学的六

个内容层面，文言诗文的朗读技法，文言诗

文的细读、美读、深读等多个方面，讲授了

古诗文教学的技能。余老师还以《狼》、《三

峡》、《记承天寺夜游》等多篇文章为范文，

详细地讲授了古诗文教学的创意设计。讲坛

结束后，老师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饱含了对

余老师敬业精神的敬佩和对余老师专业素养

的景仰。跟着余老师的脚步，我们邂逅了古

诗文中的各种情感，我们增加了小学与中学

古诗文教学的交流，我们促进了校内老师和

校外培育站老师的经验学习。

这是一场古今的邂逅，更是一场语文人

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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