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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说：“必须教会少年同时进
行阅读和思考。”那么，读书的习惯，应该如何
培养呢？

一、环境和氛围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曾说过：“读史使

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
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
成性格”。可见，读书不仅能开阔眼界，增长见
识，而且还对人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理解
能力、性格发展都有着正面影响，而读书兴趣
的培养，技能的掌握以及习惯的养成都是在
早期的家庭环境中形成的，是在父母的引导
下逐渐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儿童时期甚至是
幼儿时期开展亲子阅读，开发孩子的阅读潜
能，培养幼儿完整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要培
养孩子的阅读能力，首先应该给孩子营造出
一种健康、干净、温暖和快乐的阅读环境和氛
围。阅读的兴趣要从小培养，其中环境的熏陶
最为重要。要想孩子爱上阅读，父母首先要对
阅读也产生兴趣。最理想的环境是：家里到处
是书，父母各捧一本书读，这种氛围发生的潜
移默化作用往往是最有效的。

二、言传身教、 以身作则
作为父母，应以身作则，自己带头学习，

家长那种渴求知识的好学精神能有效地启迪
孩子去学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父母应尽
力多学一些社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比
如说，当孩子看了一部电影或读了一部作品
之后，父母如果能帮助孩子进行恰当的分析，
并且用自己健康的情感去打动孩子，能够和
孩子共同探讨，增长知识、见闻，提高识别能

力，这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
1、和孩子一起读书。
在孩子开始上路的时候， 父母一定要陪

着孩子阅读，和孩子交流阅读感受，只有同读
才会明了孩子出现问题的所在， 才会看到孩
子前面的路该怎样走， 才会给孩子一些具体
实际的指导。只有孩子有了行路的方法，迈过
了阅读课外书入门的这个坎儿， 孩子才能够
在阅读这条路上独立自由地行走。 固定读书
时间也很重要，每天睡觉前讲一些小故事，生
活中也可以结合孩子的行为寓教于“阅”，用
故事教育比生硬的说教更容易让孩子接受。
家长可以让孩子复述阅读的内容， 从简单的
词汇到短小的故事， 家长的引导与鼓励可以
更大限度地激发孩子的记忆潜能， 为日后的
阅读、学习提供保障。

2、多带孩子逛书店。
孩子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的好奇心

会促使他不断提出更多的“为什么”，此时，我
们要趁机对他说：“有些问题我一时也想不
出，不如我们一起去找找答案吧。 ”接着，就可
以带他走进书店、图书馆，并告诉他：“你想要
的答案都在这里啦！ ”经常带孩子去书店或图
书馆看书，这实际上又是父母、长辈对孩子心
灵上的支持、行为上的引导，其好处是有利于
孩子感受良好的读书氛围； 有利于孩子自主
选择书籍；有利于孩子读书兴趣的培养。

3、善用孩子的好奇心。
家庭生活中， 并不是说每本书都要通过

藏来引发孩子的兴趣，而是尽量有多种方式，
引导他对书产生兴趣。 如父母对这本书的痴

迷、亲朋好友对这本书的“争抢”等。 不同的形
式会让孩子对书的感觉产生变化， 从而对书
产生兴趣。

4、善用孩子的兴趣爱好。
父母在和孩子一起阅读时， 要根据书本

内容经常有目的、 有计划地向孩子介绍一些
书中人物、内容梗概或精彩片断，激发孩子“欲
知详情，请看原文”的欲望。 如讲述历史故事
《草船借箭》这篇文章时，可先介绍三国的形
成、对峙、衰败的历史，还介绍一些突出人物的
特点。 这样孩子就会被兴趣推动，纷纷要求借
书买书阅读，在读中去感受名著的魅力，和灿
烂文化的艺术所在。 但是对于孩子而言，兴趣
是会变迁的，智慧的火花瞬间点亮的时候，一
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引导。

三、书籍的选择极其重要
读书是一种享受。 但选择什么样的书籍

很重要， 选择什么样的书籍就等于结交什么
样的朋友。 读书的起点一定要高，而且必须适
合孩子自身特质。 如果被不良精神产品和不
良教育， 甚至也包括不适合孩子的经典文学
“污染”，都有可能造成一生缓不过气来。 父母
们要养成与孩子一起去书店购书的习惯，让
孩子一本本地选，一页一页地翻看，自己选择
想要的书，而不是在网上搜一大堆“好书”直接
让快递打包送到家里。

阅读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是在孩子每日不间断的阅读实践中逐渐培
养磨练出来的。 孩子能够读到什么程度，父母
不要抱怨，这是孩子的能力，任何事情，自然点
最好。 我们唯有尽力引领，这是我们的责任。

家长如何引导孩子阅读
长沙市岳麓区博才金峰小学 姚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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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标准》提出了一种全
新的数学课程理念：“人人学有价值
的数学； 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
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
展。 ”这一提法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
数学教学的有效性在课堂上是多么
的重要。 如何提高高中数学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让数学课堂焕发出强大的
生命活力？ 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下面就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谈谈我个
人的一些思考。

一、 数学教学理念的有效性
《数学课程标准》中，总体目标被

细化为四个方面：知识与技能、数学思
考、解决问题、情感与态度。 在这个阐述
中，体现出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发生了变
化：数学知识不仅包括“客观性知识”（又
称“显性知识”、“明确知识”）———不会因
时、因人、因地而发生变化，并通过学习
可以习得的数学事实，而且还包括“主
观性知识”（又称“隐性知识”、“默会知
识”）。 只有通过培养与经历方能获取的
带有鲜明个体认知特征的个人知识和
数学活动经验。 对学生而言，这类“主观
性知识”更为有用，对其“客观性知识”的
习得具有指导作用，可以终身受用。

“数学观念”则是数学教学的最高
境界，也是数学素质教育刻意追求的培
养目标。 从外形看几乎近于无形，而它
又真实存在。 不仅存在于解题过程中，
也存在于数学的学习过程中; 不仅存在
于数学学习中，也存在于把什么都归结
为一个数学关系的思维模式中。 因此，
尽管学生离校后没有机会用数学，因而
淡忘了数学，但深深存在于他们头脑中
的数学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推理方法
等数学精神却随时随地的发生作用，受
益终身， 这也就显示出恩格斯所说的
“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
的断言。

二、 情境创设的有效性
创设问题情境是《数学课程标准》中的一个新亮点。 它

使枯燥、抽象的数学知识更贴近学生的社会生活，符合学生
的认知经验， 使学生在生动有趣的情境中获得基本的数学
知识和技能，体现数学学习的价值。 然而创设的情境必须为
我们的数学教学服务,如果只是为了联系生活而牵强附会的
话，那么情境就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价值，同时也不利于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

在教学时， 教师有些知识点的讲解， 觉得很难联系生
活，就望文生义创设情境，但有时情境的创设未能突出数学
学习主题， 导致课堂学习时间和学生的思维过多地被纠缠
于无意义的人为设定。 但许多时候，我们的老师还津津乐道
于这样的“情境”，自以为是在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和应用
能力，其实，既浪费时间，又窒息学生本该活跃的思维。

三、 课堂提问的有效性
课堂提问的有效性是指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的目标和内

容，在课堂教学中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氛围，精心设置问
题情景，提问有计划性、针对性、启发性，能激发学生主动参
与的欲望，有助于进一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师生双方都应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
教学全过程中，围绕课堂教学目标、内容，积极地、主动地提
出有价值的问题，促使个体积极思维，增强提出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增强师生的创新意识。

四、 课堂练习的有效性
运动员总会对自己的运动量进行适当的调节。 勉强的

熬夜训练，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不管多好的药，如果服用
过量都会成为毒药。高中数学的学习也是如此。学习的时候
总有一个效果最佳的适当的量，如果超过了这个量，学生就
会觉得索然无味，如此一来，无论怎么学习实力也几乎不会
有什么提高了。

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 我们布置的练习要遵循指导
性原则，紧扣目标，当堂训练，限时限量，学生独立完成。教师
巡视，搜集答题信息，出示参考答案，小组讨论，教师讲评，重
点展示解题的思维过程。 而对基本题目，多采取学生板演，
既减轻学生课外负担，同时由于学习成果及时反馈，又起到
激发学生再学习的动机。 此时教师胸中有数， 也就点拨及
时，效果远远超过课外批改。

高中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就是在有效的教
学时间内体现出的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率。 教学要讲求
效率，教学方法要讲求效果。 面对新课改，教师要尽最
大可能采用效果最好、效率最高的教学方法，让课堂的
每一分钟都体现出价值！

将错就“措” 创造精彩
宁远县仁和镇李家铺完小 王正辉

课堂是灵动的， 是学生和教师共同演绎
的一个动态推动过程。 而在这个动态的推动
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时不时会出
现一些“意外”，如果处理不当，便会误导学
生，对整节课的教学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导致
整个课堂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如果处理得当，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取得不一样的教学
效果，为课堂添彩。

例如，在教学小学四年级上册《亿以内数
的认识（一）》一课时，其教学目标之一是能够
根据数级正确地读出亿以内的数。 当我引导
学生归纳出含有两级数的读法时， 根据学生
的回答，板书如下：1、先读万级，再读个级；2、
万级的数，要按照个级数的读法来读，再在后
面加上一个“万”字；3、末尾不管有几个 0，都
不读，其他数学有一个 0或连续几个 0，都只
读一个“零”。在板书完之后，我发现第三点的
最前面漏了一个很关键的词，那就是“每级”，
而学生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怎么办？我灵机
一动，当即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数：3005000。
“同学们，刚刚我们总结出了含有两级的数的
读法，现在请你们根据黑板上的法则，读出这
个数。”学生很快便满怀信心地告诉我：“这个
数读作‘三百万零五千’。 ”“哦？是吗？都是这
么读的？ 没有不一样的了吗？ ”我的疑问让学
生陷入了思考， 在成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之
后， 我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其实刚刚在板书
的时候，王老师故意少写了两个字，就是想看
看咱们班有没有‘火眼金睛’，可惜呀，大家居
然都没发现，通通踩了地雷。我现在就把这两
个字添上，你们自己来判断，刚刚的读法是否
正确。 ”说完之后，我拿起红色粉笔在第三点
的前面用力的添上了“每级”二字。学生一看，
恍然大悟，然后大声地告诉了我正确的读法：
“三百万五千。 ”

又如，我在教学小学四年级数学上册《画
垂线与平行线》这一课时，由于农村小学学生

基础太差， 原计划是复习导入， 引出课题之
后， 采用先由教师提示可以用三角板作为画
图工具， 再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要用三角板
画垂线，明确画垂线要利用三角板的直角，然
后再由学生独立思考、尝试、汇报，这样的“先
扶后放”的方式进行教学。

可就在我顺利地导入并引出课题之后，
意外发生了……

在黑板上板书好“画垂线与平行线”之
后，我随口问了一句：“同学们，你们会画垂线
吗？ ”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大家异口同声
地回答：“会！ ”一些孩子已经高高地举起了小
手，向我示意让他上台去展示，个别学生甚至
已经蠢蠢欲动地想要跑上讲台。 一个大胆的
想法萌生了：何不让他们试一下？

师：生 1，请你上来试一试。
生 1：
师：你们同意他的画法吗？
生：不同意。
生 2：因为他是用直尺

随手画的，虽然看上去是
垂直的，但是不能保证
两条直线的夹角是直角。

师：说得真好！ 像这样随手用直尺画，能
保证这两条直线的夹角一定是直角吗？

生：不能。
师：那么怎样画才能够保证一定是直角？
生：用三角板。
师：哦？用三角板？这是一个不错的提议，

谁愿意再上来试一试？
生 3：
师：同意吗？
生（已经开始有人捶胸顿

足）：不同意！
师：他用的是三角板呀？

怎么还不同意呢？
生（抱怨）：他这样画跟用直尺画有什么

区别呀？
师：那到底应该怎样画？
生（再也按捺不住，直接喊出来）：用直角！
师：是呀，我们画垂线一般是用三角板来

作图，之所以要用到三角板，最关键的是要用
到三角板的———（故意延长）

生（齐答）：直角！
师：谁再来试试？
生 4：
生：（自发鼓掌）对了！
师：真棒！大家给你的掌声就是对你最好

的肯定。但是要记住，画出垂线后要标上直角
符号和垂足。（用红粉笔标出）

师： 都会画垂线了吗？ 请大家拿出草稿
纸，在纸上随意画一条直线，然后再画出它的
垂线，画好之后，同桌互相检查并交流，试试
看能不能说出画垂线的步骤和方法。

多数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数学探究
时，追求的是一个结果，一个教师所期望的
结果， 巴不得在每个教学环节学生都能按
照自己课前所预设的情况进行， 而课堂教
学中一旦出现课前没有预设到的“错误”的
情况，教师便会手足无措，草草收场，根本
就没有意识到应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设
计，将错就“措”，让它成为学生探究知识、
发现规律的新起点， 以适应学生的需求与
发展。 当学生萌生了“我要试一试”的念头
时，教师要做的，不是压制，而是通过巧妙
地设置疑问，启迪学生思考，放手让他们去
做，引导学生往正确的方向来思考，使学生
在不知不觉中经历“演绎”、“推理”、“归纳”
等一系列数学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所表现出来的积极认真的态度、 采取的
科学合理的探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创造性
突破，教师都要给予鼓励，让学生创造才能
的发挥成为教学的亮点， 让我们的课堂因
学生的创造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