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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
座谈时说，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 习总
书记重视的情商，恰恰是现今教育中存在
的一个软肋。 多年来，我们的学校、家庭、
社会，普遍对孩子智力发展很重视，而对
孩子情商培养则比较忽视。 很多人纳闷，
为什么有的孩子人见人爱，而有的孩子却
让人生厌？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失败和困
难，有的孩子一蹶不振，而有的孩子却愈
战愈勇？ 很显然，这是不同于智商的因素
在起重要作用，这个因素就是情商。

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情商水
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也有着
重大的影响作用， 有时其作用甚至要超
过智力水平。 高智商不一定会带来成功，
而人的情感商数却能影响人的一生。 教
学实践证明，许多学生学习效果差，并不
是智力低，恰恰是受情商的影响，所以小
学生情商的培养势在必行。

一、开展特色教育，培养广泛的兴趣
善于发现学生的特长。教师应注意发

现学生特长，并为学生提供表现和获得成
功的机会。 我班有一名男生成绩差，调皮
难管，我发现他的篮球打的很棒，就成立
了班级篮球队， 让他当上了球队的队长，
帮助他发现了自身的价值， 不再自暴自
弃。 我经常鼓励他：“打球你是最棒的，老
师相信通过努力，学习上你一定能行！ ”在
我的鼓励下，他日见进步，果真能“行”。

鼓励学生发展特长。 教师要善于发

现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并加以引导。 如
对写作感兴趣的，组织作文小组，鼓励投
稿，参加作文大赛，让他们分享成功的喜
悦。 对书法、绘画、器乐等感兴趣的，平
时，鼓励他们经常参加这些兴趣小组，督
促学好各种特长，到“六一”或“元旦”汇
演中，让他们各显身手，培养孩子们的自
尊心和自信心。

二、开展爱心教育，培养强烈的情感
爱心示范。 师爱是对学生爱心教育

的示范，要培养学生有十分的情感，教师
就要有十二分的情感给学生。 教师的一
言一行，即使是关注的一瞥，在孩子眼里
都是一种关爱、安慰和鼓励。 师爱正是一
种爱的教育环境， 是学生在不知不觉中
培养了爱的高尚情操。

爱心行动。 教师要从点滴小事入手
培养学生的爱心。 在《给谁过生日》主题
班会上， 我问：“谁记得你们父母的生
日？ ” 全班六十多名学生举手的寥寥无
几。 再问他们自己的生日，好多孩子都答
得清清楚楚。 我告诉孩子们，在我们的邻
国日本，孩子们把自己的生日称为“母亲
日”，过生日请母亲吃饭，为母亲鞠躬。 因
为自己出生日是母亲最痛苦、 最艰难的
日子，教育同学们要懂得回报。 为此，我
还专门召开了家长会， 恳请家长让孩子
在家里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培
养孩子的责任感。 在每周的班会上，我要
求每个学生讲一件本周内回报亲人或社

会所做的事，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
关心，学会了爱。

三、开展挫折教育，培养积极的性格
正确面对挫折。 小学生大都心理脆

弱，承受能力差。 学生遭遇挫折时，教师
要引导他们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不久
前， 我发现一名成绩较好的女生突然情
绪低落，原来她父母离异了，给她带来了
较大的打击，我找她多次谈心，告诉她人
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遇到困难要学
会坚强。 同时，又多次走访了她的家长，
希望家人给予孩子更多的关心和温暖，
并让热情乐观的班长和她做同桌， 帮助
她。 她终于变得坚强了，情绪稳定，学习
进步了，人也活泼多了。

创设挫折情景。 英国一些学校将学
生带到荒岛上，留下橡皮艇、救生圈、绳
子等离去，让学生自行“死里逃生”。 日本
学校经常培养学生的耐挫能力， 让学生
赤脚在布满碎石瓦片的地上走， 冬天穿
单衣在雪地里锻炼。 良好的心理素质和
较强的抗挫能力是一个人成长的需要。
教师要尽可能的创造条件， 使学生遇到
学习或生活的难题时，独立解决，排除困
难，接受现实生活的挑战。

总之，小学阶段在抓智商的同时，一
定要重视学生情商的培养， 要贯穿到教
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促进学生的身心
的全面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迎接
时代挑战的一代新人。

小学生情商教育之我见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借助于眼神、表情、手势、动作等
形式传递信息，表达言语行为难以表达的感情和态度。 这就是
在小学英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无声语言———体态语。 体态语言
对教师帮助学生保持长时间注意、 以便完成教学任务而言，不
失为一种强有力的措施。 课堂上能恰当而巧妙地应用体态语，
会使课堂教学更丰富、深刻，达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一、微笑激发热情，活跃课堂气氛
美国一家百货公司的人事经理曾经说过，她宁愿雇佣一个

没有上完小学却有愉快笑容的小孩子，也不会雇佣一个神情忧
郁的博士。 微笑，它带给我们愉悦与欢畅的心情，传递一腔热
情、一份关怀、一份温暖、一份宽慰。

英语教学需要一个和谐、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学生在这
样的氛围中才能有安全感，才能有积极参与的欲望，才能思维
活跃，兴趣盎然。 上课前教师用含蓄的微笑，轻松的表情，亲切
的目光环视学生，一声“Hello！Boys�and�girls。Nice�to�meet�you！”
“Nice�to�meet�you,�too.”学生便很快进入角色。

学生答对题了，教师不妨送去一个微笑，表示赞许和鼓励。
如果学生答错了，教师不妨耸耸肩，做个无可奈何、摊开手的动
作，说声：“I’m�sorry.”再用鼓励的目光要求学生“Try�it�again.”
当他成功时，教师情不自禁地为之鼓掌，同时报以赞许的目光。
当学生过于活跃时， 教师轻轻拍下手， 并把食指放在唇前作

“嘘”状，教室里马上鸦雀无声。 教师这一举手，一投足，不仅可
以消除学生的紧张情绪，克服交际中的心理障碍，还可以让学
生不由自主地用心贴近教师，融洽师生关系，形成一种浓郁的
激励氛围，使学生更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二、激发兴趣，唤起学生的欲望，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一个真诚的微笑，一句轻声的问候，都能给学生带来极大

的鼓舞，让学生感到无限温暖。 上课时，有的学生思维活跃，创
造性地回答问题，教师高高地竖起大拇指，伴随着一个激情高
昂的“Great！ ”或“Very�good！ ”，学生的兴奋之情不言而知。 当
发现教室里课堂纪律不是太好，有做小动作的，有讲小话的，只
要环视课堂，提醒注意，对于特别不认真的，用眼盯他，严厉的
眼神使他警醒，这样也不打断教学的连续性。 对简单问题都不
发言的个别学生，教师走到他身边，摸摸他的头，轻轻地问声
“Would�you�like�to�have�a�try?”教师眼角溢出的尽是温情，此时，
孩子感觉自己也是被关注的，心里甚感温暖，有了自信，有了欲
望，便自然而然地以更积极的热情参与到学习当中去。

生动的体态语能充分引起学生交流的兴趣，他们迫切希望
有机会与人交流，课堂气氛也异常活跃起来。 此时，学生学到的
不仅仅是对话，而是初步的语言交际能力。

三、发展学生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
教师的体态语言也可以说是一个演员的演技， 演得生动、

形象、 富有想象力， 那就等于给学生创设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如：我设计一个看动作编对话的游戏，教师做了一个吃饭的姿

势，左手拿碗，右手夹菜吃饭。 学生马上展开他们丰富的想象，
编出各式各样的对话。 如：What�is�the�time?�It’s�seven�o’clock.�
It’s� time�to�have�breakfast�now.�Delicious！ 又如：I�am�hungry.� I�
want�to�have�lunch�now.这样的练习，不仅让学生回忆了大量的
单词、句型，也丰富了他们的想象力，使课堂教学真正做到“求
活”、“求异”、“求新”，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总之，我们必须建立起这样的认识，没有丰富协调的体态语
言，就不可能有生动的感人的课堂教学效果；没有丰富协调的体
态语言，就不可能有融洽亲密的师生关；没有丰富协调的体态语
言，就不能有良好的课堂秩序。 我们应该为创造最佳教学效果用
好我们的肢体和面容，做出最美的动作和表情。

从教十多年，就英语学习而言，
后进生是我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群
体， 也是我对自己的教学反思得最
多的一个群体。 我时常在想：课堂 45
分钟对于他们的意义。 什么样的学
习方式才能让他们有最大的收获？
一开始，我想不出来。“反正不会是
分数”， 脑海里有一个声音这样说。
那么抛开分数不谈， 我们能做的就
简单多了， 那就是： 让他们参与课
堂， 享受课堂， 体验英语学习的乐
趣。如何才能做到以上几点呢？ 我在
不断摸索中， 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
的方法。

一、小组合作，为后进生撑起一
片蔚蓝的天空。

从七年级开始， 我就开展小组
合作学习。 一方面培养学生合作交
流的能力与团体竞争意识， 另一方
面也有意为每个后进生安排一个可
信任的“小老师”。 我把学生分成十
个小组，每个小组一名组长，二至三
名组员。 每天开展学习评比，由组长
负责督促、辅导。 每月总结一次，表
扬优秀组及优秀个人。 我反复强调
组长工作的宗旨是：耐心、爱心、责
任心。 最大程度的照顾和维护后进
生的自尊与自信。 于是后进生的学
习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努力的目
标，也有了一个可信赖的“小老师”。
每当我喊后进生读单词时， 他们清
晰流畅的发音总是令我眼前一亮。 看着他们坐下时与组
长的相视一笑，我知道我做对了。 当他们因为小组的胜
出而欢呼时，他们会对自己的团队充满信心，继续努力，
继续前行。 在英语课堂上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
了课堂的存在感。 这点对课堂教学很重要。 小组合作不
仅让许多后进生的学习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让他们
觉得前方迷茫的英语学习有了清晰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与组长成为了朋友，而许多内向的组长也由此锻炼
了人际交往的能力， 在帮助别人中变得乐观开朗起来。
这些课堂教学中的小片段，让我很欣喜，我的教学灵感
也因为这份欣喜而源源不绝。

二 课堂教学注重过程性评价，培养后进生的学习兴
趣与自信心。

对于每天说汉语的我们来说，要学习运用一门外语
是有难度的。 尤其是对于基础不好，内向害羞的后进生。
他们首先需要的就是大胆表达自信心。 在日常教学中，
我注重的是他们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而不是学习成绩，
抓住每一个机会，鼓励他们，表扬他们。 小政，一个不善
言辞的男孩，英语学习基础很薄弱。 在一次周五的英语
演讲中，他流利大方的演讲震惊了我和全班同学。 演讲
结束，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突然想起，每次下
课后他都会跑到组长那里请教，而且一边走，一边嘴里
念念有词，这就是他辛苦付出的收获。 由此而来的自信
心和大家对他的认同感会让他体会到成功的快乐，这不
是分数能给予的。 由此，我总结出一条：不要给学生贴上
分数的标签，不要以分取人，重要的是过程，要给每个学
生展示自我的机会。 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我们应该做
的是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过程带给他们的快乐，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与自信心，让他们爱上这个课堂。

三、加强学法指导，培养后进生的学习能力，让他们
在进步中逐渐成长。

后进生除了基础知识的差距外， 学习能力也有差
距。 于是我经常对他们进行学习方法的辅导。 比如单词
拼读能力的培养，记忆方法的分类与归纳，以及在完成
试题时的各种答题技巧。 很多英语薄弱的学生都存在记
英语单词难的问题。 我首先教给他们科学记忆单词的方
法。 教生词时，注意调动学生运用各个感觉器官，做到读
其音，观其形，释其义。 并且采用提示关键短语，简述课
文内容等形式背诵课文，克服机械地死记硬背的不良学
习习惯，提高记忆效率。 在完成回答问题这一类题型时，
我会让他们记住一些重要的特殊疑问词， 如 how�old,�
how�many,�how�much,when,where 等等， 归纳回答的方
法，让他们学会找关键词。

此外，帮助后进生做好预习工作,“笨鸟先飞”。 大多
数后进生往往“笨鸟笨飞”,甚至于“笨鸟不飞”。我只好带
着他们先飞,利用课前辅导帮助他们预习新课,温习音标,
掌握单词的拼读规律及正确的发音,熟悉词性及词义。和
他们一起预习, 实际上是教他们学英语的正确方法.“教
是为了不教”,从而培养他们自学语言的能力，让他们逐
步成长起来。

虽然，就教学实效而言，后进生并不会带给我多大
的惊喜。但是有他们参与的课堂才精彩，才完整。他们带
给我教学中的点滴感动， 让我的课堂教学如此丰富，如
此有质感，这些于我，于一名教师而言，是一种幸福，更
是一种人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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