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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中要求“阅读教学应引
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
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
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
审美乐趣。 ”这段话中的“引导”二字引起
了我良久的深思———作为一名语文老师，
我该如何适时而恰当地引导学生，让他们
享受一堂又一堂精彩而又受益匪浅的语
文课呢？

一、引人入胜的课堂导入带领学生走
进语文世界

导入是一堂课的开始，一个好的课堂
导入不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是能引导学
生思考、表达，能让学生自然地进入学习
状态，畅游文学世界。 怎么样做到课堂导
入亲切自然、先声夺人呢？

首先，抓住学生的兴趣点。 爱因斯坦
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朱自清的
散文《春》是一篇经典的写景美文。 在导入
时，我是这样设计的：让学生来说说自己
梦中的春天， 梦里的春天有什么景物，透
露出一种什么感觉，再由此导入新课。 初
中学生已具备了基本的思辨能力，并且正
处于“爱做梦”的年纪，通过这种话题不仅
紧扣课文，还可以让学生尽情表达。

其次，根据课文营造氛围。 这种导入
方法适用于感情色彩较强烈的课文。 如
在讲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这首诗，相比
现代文而言， 学生们对现代诗歌的理解
力还不够强。 学生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我
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这句话。 所以在导入时，我做了这
样的处理：用日军肆虐图片展示大背景，
引导学生对侵略者的痛恨。 紧接着提出
“为什么你们那么痛恨侵略者” 的问题，

进一步引导学生“爱国”，告诉学生，其实
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和艾青一样，他把
爱国之情倾入了这首诗歌中。 接着，让学
生找出艾青抒情的诗句，由“为什么我的
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自然进入阅读教学。

再次，随机应变地导入效果更加出乎
意料。 一个适时的课堂导入有时候远超过
一个精心准备的导入。 叶圣陶曾说：“教师
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上
课的过程不可能提前不差毫分设计好，学
生的反应不一，因此“相机诱导”的效果是
精心备课无法比拟的。

二、循序渐进和画龙点睛的点拨让学
生思维豁然开朗

1、了解学生，尊重学生的思维习惯并
恰当引导。在阅读教学中，我们经常会发现
学生“有口难开”，并不是因为羞涩，而是表
达不清楚或者词不达意。作为教师，应该具
备敏锐的观察能力，能敏锐地察觉出学生
所遇到的困境，及时概括总结学生的回答，
并给予肯定和引导。

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像魏书生那样放下

“师道尊严”的架子，让学生踊跃发言，只要
言之成理，就应给予充分肯定和引导，而不
应拘泥于教参上的一家之言。 有时候学生
的回答还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2、循序渐进的问题引导。 美国心理学
家布鲁纳指出：“教学过程是一种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持续不断的活动。”教师可以
根据课文内容，针对文章的重点、难点，设
计出若干个有一定深度、循序渐进的问题，
让学生围绕问题有的放矢地研读课文。

例如，教读《白杨礼赞》，教师可这样设
疑：白杨树在作者笔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树？
为什么要赞美白杨树？ 白杨树还有什么寓
意呢？ 又如，教读《空城计》时，教师可这样
质疑：课文中几次写到了诸葛亮的笑？分别
有什么含义？通过这三次笑，我们联系课文
里的故事，诸葛亮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

三、 用发散思维引导学生向课外延伸
让课堂余音绕梁

阅读教学中的拓展应与综合性学习结
合，既能使学生进一步理解课文，又能锻炼
和提升学生各方面能力， 而且能极大地调
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语文课程标准》指
出：“语文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
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 是培养
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精神的
重要途径。 ”

例如在讲《出师表》时，我让学生联系
《三国演义》讲讲心目中的诸葛亮及他的故
事。 在讲朱自清的《背影》时，我留下了这几
个问题给学生思考： 你观察过爸爸的背影
吗？回家好好观察一下，将爸爸的特定情境
下的背影描绘下来， 并讲一讲。 在讲古文
《爱莲说》时，我会让学生做一个表格：古代
诗文中花草寓意以及现代又有哪些花代表
什么寓意。

类似这样的拓展， 能让更多的学生主
动参与其中，在理解课文基础上，同时也使
学生全面提高语文素养。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曾说过：“应当引导
学生自己讨论、自己推论，给他们讲的尽量
少些， 而引导他们去发现得应该尽量多
些。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应致力于引导学
生形成一个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让学生自主参与其中，培养其语文素养。

浅析语文课堂的引导式教学
衡东县南湾中心学校 陈冬林

用情感滋润心障儿童的心灵
临澧县中心幼儿园 鲁礼忠

一、因材施教，把握情感教学的针对性
坚持情感交融原则， 针对心障儿童实

施情感教学， 能促进他们矫正不良的行为
习惯，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在教学环境中， 教师和班集体舆论对
儿童的道德和不道德行为的表扬或批评，
能否真正引起儿童快乐或不快乐的情感体
验，是情感发生强化作用的关键。在教学中
实施师生情感交融的原则， 发展师生间良
好的关系，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为强化功
能的发挥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师生关系融
洽，感情深厚时，教师对儿童某一道德行为
的褒奖就能引起儿童真正的喜悦之情，而
对其不道德的行为的责备， 也能引起深深
的内疚。 若师生关系不好，感情疏远，儿童
对教师的褒奖或责备表现出无所谓的态
度，不仅不会引起应有的情感反应，有的甚
至会产生逆反心理， 情感的强化功能也就
无法发挥作用。 同样情况， 儿童间团结友
爱，情深意笃，也有利于班集体舆论在褒贬
个别儿童的道德或不道德行为时引起应有
的情感反应， 发挥情感强化功能对其行为
的巩固或改变作用。 情感的强化功能在儿
童的道德意志品质发展水平尚不高的情况
下， 对其道德行为的促进作用显得尤为重
要，并由此带动道德意志品质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注重情感教学的激励性
对教师来说，实施师生情感教学时，首

要条件是自己应具有热爱儿童的情感。 其
实， 热爱儿童也是教师的一项重要道德品
质。幼教事业就是爱的事业，作为一名幼教
工作者，就必须对幼教事业有满腔热忱，对
儿童充满真挚的爱心， 建立起亲密无间的
师生关系，把爱心融入到整个教学之中。

师爱不仅表现在以关注的态度看待儿
童，还表现在如何认识自己的教育对象，需
要教师正确对待儿童， 善于发现儿童身上
的可爱之处。 因为，我们的儿童由于生理、
心理的缺陷会表现出许多不讨人喜欢、甚
至令人烦恼的习性：淘气、贪玩、倔强、散
漫、叛逆、不自觉、喜恶作剧等。 如果教师一
旦被这些现象一叶障目， 那就很难形成对
儿童发自内心的爱。所以教师要自觉地、有
意识的去了解儿童， 细致入微地发现儿童
的可爱之处。当发现儿童的不良行为时，应
及时了解情况，分析原因，通过有目的有计
划的训练，引导他改正。 在训练过程中，教
师要把严格要求与和善态度结合起来，正
确对待儿童， 掌握教育分寸， 科学地运用
“师爱”艺术：施爱于细微之处；施爱于意料
之外；施爱于批评之时；施爱于儿童之间。
在某些情况下善于忍耐， 善于克制自己的
情绪，平等对待儿童，以情感人，以身作则，
努力营造情感气氛，让班级充满爱，让学校
充满爱。在炙热的“师爱”氛围中，让教师身
上丰富的情感色彩去感染、感化儿童，让儿
童在爱的环境中快乐的学习、生活。

三、心灵抚慰，增强情感教学的实效性
一个教师有爱生之情但无爱生之行，

这种爱自然缺乏情感应有的效能性。 倘若
爱生之情能产生爱生之行， 却无法满足儿
童的某些需要， 也同样不能激发儿童积极
的情感反应。 心障儿童在身心发展的过程
中，表现出较强的依恋需要、尊重需要、理
解需要和求知需要。 教师要千方百计满足
他们的需要。

一是满足儿童的依恋需要。 心障儿童
心理发展畸形，有的迟缓，有的还伴有肢体

残疾， 与同龄儿童相比他们的依恋需要更
为强烈，他们更需要别人的关心、照料和爱
抚。 因此，教师要付诸真情，关爱有加，让心
障儿童心有所属。

二是满足儿童的尊重需要。 随着年龄
的增大、年级的升高，儿童要求教师尊重自
己的言行、人格的愿望也会强烈起来。 心障
儿童的心理发展遵循着一般儿童相同的规
律，有时反应也许会强烈，他们有自己的兴
趣爱好、愿望和追求，有自己的基本情感需
要，需要别人尊重自己，为别人所接受。 因
此，教师在教育训练过程中，必须认真、细
心地呵护儿童的自尊心， 培养他们的自信
心。 在教育过程中，只有当儿童感受到教师
和同学对自己的尊重， 对自己的成长和进
步抱有信心时， 他们才能愉快自觉地按教
师提出的行为准则行事。

三是满足儿童的理解需要。 现在儿童
由于身心缺陷，缺乏知识、经验，内心深处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往往有一种不确定感，
特别需要从成人那里获得别人对自己的认
可、支持、赞赏，以此增强对自己行为的确
定感。 而理解恰恰是赢得这种需要的基础。

四是满足儿童的求知需要。 现在的儿
童对教师依恋的愿望特别强烈， 教师在他
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 如果教师的
道德风貌能满足儿童的求知需要， 则会大
大提高教师在儿童心中的地位， 更有力地
促进儿童对教师积极的情感倾向。 反之，则
会严重损害教师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导
致他们对教师情感上的抵触， 甚至产生逆
反心理。 为此，教师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只有这样，心障儿童才会忠其师、爱其道、
仿其行，扫除心理阴霾，健康茁壮成长。

培养和提高高中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使学生掌握提出、 分析和解决带有实际意义
的或在相关学科，生产、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准确而灵活地运用数学语言研究和表述问
题，是高中数学教育教学的迫切要求，在高中
数学教学过程， 始终都应注重学生应用意识
的培养，加大应用问题的教学力度。

一、 高中数学新教材中的应用问题
传统教材对知识的来龙去脉和数学的

应用重视不够， 不重视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日常生活、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学
生学数学用数学的意识不够， 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脆弱。新教材对此做了大的调整，增加
了具有广泛应用性、实践性的教学内容，重视
数学知识的运用，增强数学应用意识，提高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培养学生运
用数学的意识贯穿在教材的各个方面。

1、例题中的应用问题。 例题中安排应用
问题，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阅读、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而且
通过范例讲解， 使学生掌握解决应用问题的
一般思想和方法。新教材的十章内容中共有
41�个例题是涉及数学应用的，占例题总数的
14.6%� ， 它们都非常接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和
所学知识，难易适中，示范性强。

2、练习、习题、复习题中增加了应用问题
的份量。为使学生巩固所学知识，逐步提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新教材在练习题、
习题、复习题中增加了大量的应用问题，其中
练习题有 45�题，占总数的 12.4%� ；习题有
105�题，占总数的 18.15%�；复习题有 50�题，
占总数的 14.91%�。分别涉及增长率、行程问
题、物理、化学、生物问题、储蓄等各个方面，
量大面宽，情景新颖，融知识性、趣味性、自主
实践性于一体。

3、新增了“实习作业”和“研究性课题”。
为了使学生亲自体验数学知识的应用， 灵活
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加强学生学习
的自主活动性，培养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新教材安排了三次实习
作业，一是“函数关系的实习作业”，让学生调查研究附近商店、工
厂、学校潜在的函数问题；二是利用“平面向量”知识解决不能直接
测量的距离、方向问题；三是“线性规划的实际应用”。

二、高中数学应用题问题的教学实践
高中学生年龄一般在 15——17周岁，他们认识过程的各种心

理成份虽已接近成人的水平， 但智力活动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其
抽象思维从“经验型”向“理论型”急剧转化。 能够逐步的摆脱具体
形象和直接经验的限制，借助于概念进行合乎逻辑的抽象思维活
动，开始在教师帮助下独立地搜集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
概括事物的本质属性。因此，应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思维规律，
进行应用问题的教学。

为了增强学生的建模能力，在应用问题的教学中，及时结合
所学章节，引导学生将应用问题进行归类，使学生掌握熟悉的实
际原型，发挥“定势思维”的积极作用，可顺利解决数学建模的困
难，如将高中的应用题归为：①增长率（或减少率）问题；②行程问
题；③合力的问题；④排列组合问题；⑤最值问题；⑥概率问题等。
这样，学生遇到应用问题时，针对问题情景，就可以通过类比寻找
记忆中与题目相类似的实际事件，利用联想建立数学模型。

三、对高中数学应用问题的教学建议
1、在数学应用问题的教学和对学生学习的指导中，应重视介

绍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 一般情况下，数学知识的产生不外乎实
际的需要和数学内部的需要，高中阶段所学的知识大都是来源于
实际生活，许多的数学知识都有具体直接的应用，如高二运用不
等式的性质计算最值、线性规划，高三的概率统计等。应该让学生
充分实践和体验这些知识是如何使用的，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感受
和体验数学的应用价值。

2、学会运用数学语言描述周围世界中出现的数学现象。 数
学语言可以清楚、简洁、准确地描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让
学生养成乐意运用数学语言进行交流的习惯， 既可以增强学生
应用数学的意识，也可以提高学生运用数学的能力。 在教学中，
需帮助学生形成一个开阔的视野， 了解数学对于人类发展的应
用价值。 在知识实践、能力培养的基础上，教师应主动地向学生
展示现实生活中的数学信息和数学的广泛应用， 向学生提供丰
富的阅读材料，让学生感受到现实生活与数学知识是密切相关、
处处联系的。

3、关于应用问题中的算法问题。 新教材要求用科学计算
器处理、计算数值，在例题、习题中给出的数据都比较复杂，
我认为高中数学应用题的重点是数学建模， 所以明白算法、
算理应占主流，一味追求“实际”，多次出现一些复杂数据，会
冲淡主要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每节中只要有一两道实际数
据的题目，其他的可选择特殊数据或干脆用字母表示，不仅
可突出算理，而且会加强应用问题的分析，节省时间，体现字
母代数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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