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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教育家， 思想家孔子说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过：“所有智力方
面的活动都要依赖于兴趣。”这些名人名言
真知灼见地道出了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
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能转化为学习动力，
而且同时也能促进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发
展，可以达到提高学习效率和形成优秀个
性品质的目的。因此，如何培养他们对英语
学习的兴趣至关重要。

一、创造语言环境，运用情境教学
语言就是一种交流的工具。 在交流中

学习，我们的语言水平才会有很大的提高。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为学生创设有
趣的环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例如在教
学新朋友第一次见面的对话时，教师可以
准备好两个卡通玩具，如Tom和 Jerry（卡
通片里很受欢迎的猫和老鼠）， 并示范对
话。由于这是两个学生们很喜欢的角色，故
让他们按照老师的演示表演对话时，同学
们肯定会兴致勃勃、争先恐后；接着让学生
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进行操练时，也能使他
们感到趣味十足。 这样必定能调动全体学
生的积极性，基础再差的学生都能很好地
掌握对话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完成交际
的任务，体验英语的妙用，从而对英语学习
产生兴趣。

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搞好教学的基本

要求。第一，教师要改变角色。有人说过，教
师就要俯下身去，用心与学生交流。要平等
地对待学生，要让每个学生感觉到你喜欢
他、关爱他，有时一个亲切的微笑、一个抚
摩学生头的动作、一个鼓励的眼神都能让

学生感觉到你对他的关爱。 对学生的错误
要宽容，多用鼓励性的语言，使他们体会到
学习成功的快乐。 第二，要多赞美，多关心，
多鼓励，少些批评。 对学生关心，会激起学
生学习的动力；对学生鼓励，会引发学生学
习的信心。

三、根据内容选择教学方法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说：“先

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
学。 ”教学过程应该是针对教学内容的
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而不应该是死
搬教条、生搬硬套，只有这样才能激发
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教授单词时， 就可以采用直接
法或诱导法： 利用图片和卡片进行直观教
学；自己制作飞机、小船、风筝等教具；利用
个人表情教学“smile，angry，happy”；凭借个
人或学生的体形动作教学“jump，run，
dance”。

四、营造快乐的课堂氛围
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和过大的压力

是当今学生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 也是
导致许多学生产生厌学态度的根源。 如
果老师一味以“满堂灌” 的方式进行教
学，势必会削弱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老
师能充分运用教材提供的素材， 将一些
小游戏、小活动引入课堂，无疑会使课堂
气氛活跃起来，会使学生精神抖擞。例如
在学完了高二上册课文《WHO� HAS�
THE� COIN》之后，可以让同学们一起
来做这个游戏。 每个同学都能在轻松的
游戏中再次很好地理解和回忆文章内
容，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对下一次的学
习充满期待。

五、创新学习机制，开展各种比赛活动
竞争好胜心理能驱使学生勇于参与比

赛活动，这又是进行某项或几项知识与技能
综合训练的手段，在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在紧张、热烈的竞
争气氛中，无论是参赛的学生，还是观看的
学生，个个都十分投入，学生们在竞赛中都
能赛出基础、赛出质量、赛出能力，且越赛越
有兴致。 比如朗读比赛、分小组情景对话比
赛、英语歌曲比赛、英语字母书写比赛，这些
竞赛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又在紧张欢
乐的气氛中获得了知识。

六、教学评价要有弹性
小学英语教学评价贯穿于整个教学活

动之中，除了课堂上的及时评价以外，学期
终结性评价仍然十分重要，通常都是对学生
的听、说、读、写、演、唱作全面的评价。 我根
据课程标准拟定好各方面的评价标准以后，
分层次设A、B、C、D四个等级，一次达不到
自己所期望的等级可以通过反复几次努力
达到。 笔试不合格者可以补考，直到合格为
止。这种教学评价学生不会因达不到要求而
灰心丧气，学生学习英语才会有动力。

总之，在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中，教师
都要想方设法地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在课堂
上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特别是对
于农村的中职学生来讲， 英语基础比较薄
弱， 再加上缺乏英语学习的氛围和环境，就
更需要教师去创设英语学习的条件和语言
环境，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显得尤为重
要。 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充分发挥主导作
用，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和培
养学生学习英语的浓厚兴趣，让中职学生走
出英语学习的困境，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

如何培养农村中职学生英语学习兴趣
洞口县第一职业中学 陈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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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资源平台是解
决广大农村学校教育资源匮乏、 师资水
平和教学质量不高的一个有力帮手。 现
代远程教育资源具有提供文本、音频、视
频、动画等信息优势，它能辅助教学，丰
富现代语文教学内容和表现手段， 使语
文教学焕发了新的生机。

一、 远教资源可促进教师专业素养
的提高

充分利用课程改革、教师资源、教师
发展网台等栏目， 加强自身的教学素养
建设。这些栏目相当于专家指导的平台，
能让广大教师认识到课程改革最重要的
理念，帮助我们正确分析教材，正确处理
教材，及时解答教材中的疑难问题；协助
我们归纳、整理、总结出本学科的教学方
法和技巧， 为提高教学质量打好教师基
础。 这些远程资源能让教师轻松越过课
程改革中的四个阶段：认识阶段，在心理
上抵制内容的改变，在教材面前徘徊，被
教材体系及各种问题所困扰；分析阶段，
学会了新课堂教学的策略， 提高了课堂
调控能力， 对新的课堂结构和新的交互
形式也有了经验和信心；掌握阶段，不再
对新教材心存畏惧了， 出现了新的教学
关系和结构，在教学中大胆采用自主、合
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拓展创新阶段，把
各种有效资源整合到教学活动中， 开放
教学内容，对课程、教材、学习方式、互动
方式进行重新组织，构建新的学习环境。

二、 远程资源中的教学参考资源可
指导教师进行备课

现在广大农村学校为教师们提供的
教学资源以“教学参考书”为主，因此教
师在教学中往往受此局限而不能大胆的
进行语文教学的改革。 但教育平台上的

“教学参考”资源，能打破教学参考书的
局限性和有限性； 还能帮助教师走出教
学的陈旧圈子，大胆对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进行革新，教给学生实用的语文知识。
同时，平台上还有课文背景、作者情况等
丰富的辅助资料，减少了教师在备课中繁琐的资料查找过程。

三、利用远程教育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远程教育资源所具有的 Flash动画、 影视片段等直观的资

源，能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营造出适合教学内容的情感氛围，
使学生在和谐的气氛中自觉合作学习。 让学习成为一种情感陶
冶，而不再是一种精神负担。 教学《颐和园》时，让同学们一边欣
赏动感的画面，一边听录音朗读，使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一位游
客，刹时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颐和园。 随着屏幕上的画面向前移
动，明亮古朴的长廊，金碧辉煌的佛香阁，水平如镜的昆明湖依
次呈现在眼前，此时学生个个兴趣盎然，尽情欣赏，不时发出啧
啧的赞叹声。

四、利用远程教育资源，丰富语文实践
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语文实践和语文课一起，

共同影响着学生个体语文素质的发展水平。 根据课本的内容安
排和学生的兴趣爱好，利用远程资源，可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实
践活动，拓展语文学习的渠道。 课外活动作为一种教育途径，它
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其培养目标都是向学生实施“全面发展，
发展特长”的教育。 实际上，语文课外活动的宗旨就是培养学生
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语言运用能力。为了使学生的口头表达能
力能够与语文水平得到同步提高，我举行了小记者采访活动，我
让学生自由组成采访小组，然后让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去搜集资
料，到校园生活区观察、问讯、拍摄照片、填表格等形式进行调
查。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就举行汇报会。在汇报会上，学生们充
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借助远程资源手段形象生动的汇报了自己
的调查所得，颇具吸引力。

五、利用远程教育资源，进行作文训练
远程教育资源网上的内容丰富多彩，有许多都可以在课堂

教学中加以利用，但由于这些资料并不是很系统的，往往要教师
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进行有机的整合，从而让它更好地服务于
教学。 教师通过精心准备，可以制作出信息量极其丰富的CAI
课件，再加上操作简单，鼠标轻轻一点，既可迅速呈现各种图画、
文字及视频资料，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 40分钟内，了解更多的
内容，掌握更多的知识，他们的语文能力也相应的得到更多的训
练。例如在进行作文教学时，教师往往需要将学生的习作一本本
挑出，将有代表性的文章、段落分别在同学们面前展示，利用传
统的“读”或“抄写”的方法，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令老师大伤脑
筋。 然而运用远程教育资源教学后，教师可运用信息教育技术，
将有代表性的段落输入到电脑，利用Word软件进行编辑，不同
段落、词句可用不同字体显示。 精彩处用红色字体呈现，不当之
处可用闪烁等特殊方式呈现，并很方便地实现增、删、变、换等方
法进行作文修改，大屏幕直观呈现文字，师生共同讨论批改。

经常听学生和家长抱怨，初中语文难
就难在写作文，家长也无从辅导。 提高写
作能力要从点点滴滴做起。这里从中考满
分作文着重谈谈作文结尾的技巧。

技巧一：首尾呼应，凸显主旨
（首）有一种光华，笼罩着中华民族的

精神家园;有一种火苗，跃动在民族灵魂
的奥林匹克山上;有一种烈焰，温暖了绵
远的文明情思，那就是友善！

（尾）我们不能因为屡受伤害就失去
与丑恶斗争的信心，因为我们需要守卫我
们的精神火种———友善！（选自河南中考
满分文《守卫精神的火种》）

技巧点拨：首尾呼应是考场作文中最
实用的方法之一，一般情况是作者先在开
头提出文章的中心，然后在结尾时再次强
调，照应开头，从而使文章的中心鲜明突
出。 例文是一篇考场议论文的开头与结
尾，此例简洁明快，开头提出论点，迅速入
题，结尾再次反复，呼应开头，加强了论证
的力度。

技巧二：言为心声，呼唤号召
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吧，把爱心带给

他人，带给那些失学儿童，带给那些孤寡
老人……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你把爱
心献给他人时， 你也获得了莫大的幸福。
要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
变成美好的人间。（选自湖北荆州中考满
分文《把爱心带给他人》）

技巧点拨： 考场作文讲究情感真挚，
要写出自己对真善美的呼唤，对假丑恶的
鞭挞。 这种情感不仅局限于自己，还可以
在文章结尾发出真挚的呼唤，号召大家一
起去追寻真善美，一起去鞭挞假丑恶。 上
面小作者言词急切，个性十足，表情达意
毫无遮掩，向所有的同龄人发出了真情的
呼唤，有力的突出了主题，给读者以强烈

的心灵震憾。
技巧三：巧妙发问，引入深思
自然的色、自然的香、自然的味、自然

的美，这一切都源于自然。 自然是伟大的，
是神奇的，它与生活是那么的近，那么的
紧。 品味自然，不就如同品味生活了吗？

技巧点拨： 一篇好的文章做到言有
尽而意无穷，要具有哲理启发性。 如同欣
赏一支优美的乐曲， 曲虽终但余音缭绕，
给人留下无穷的韵味。

技巧四：引用佳句，多姿多彩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

高洁，水落而石出”，15年来，生活让我懂
得了放弃！ 为了我的理想，为了更多的人
可以读书，我必须放弃!� (选自广州中考满
分文《从天空想到的》)
� � � �想到这里，我又记起了一位名人说过
的一句话：“身边的书多着呢， 只要发觉，
肯定会学到很多……”（选自陕西中考满
分文《阅读身边的人》）

明日歌中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
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希望大
家能把握今天，创造出美好的明天。（选自
四川内江中考满分文《创造美好的明天》）

技巧点拨： 古今中外， 名言佳句很
多，作文结尾之时，若能巧妙引用，定能使
文章增色许多。 这里列举的几例分别引用
了诗文佳句、名人言论，既增添了文采又
加深了文章的意境。 效果很好，同学们应
加以学习，此外，引用的范围可大些，如俗
语、谚语、流行歌词等均可引用。

技巧五：抒情议论，气势不凡
其实宁静就是那么简单，一个浅浅的

微笑，一句贴心的话语，一颗能包含一切
的心灵， 足以使一张紧绷的脸松弛开来，
让笑容在人们脸上轻轻地绽开，那笑容就
如徜徉在天边的云朵，轻轻地点缀着那片

蔚蓝的天，清新而自然。（选自广州中考满
分文《从天空想到的》）

春光似海，青春如花。 青春是美丽的，
美丽的青春在于奋斗，在于拼搏。 愿天下的
人们都能让自己的青春绽放出花一样的馨
香！（选自吉林省中考满分文《花样年华》）

技巧点拨： 这两段文字发于心，出于
情，运用排比、比喻修辞，以优美的文字抒
发内心真实情感， 并配以适当的议论，使
文章结尾气势不凡，强劲有力。

技巧六：景物烘托，情景合一
风停了，暴雨也结束了，太阳重新露

出了笑容，两代人的那扇玻璃也被那片残
阳熔化了。 太阳在远处逐渐隐去，消失在
一片晚霞中，两者混为一体，没有距离。
（选自广州中考满分文《雨中品读》）

技巧点拨： 这段结尾的特点十分突
出，景物烘托的作用也很明显，小作者通
过对雨后景物的描写暗示了两代人之间
情感隔阂的消失，情与景有机地结合在了
一起，含蓄隽永，余味无穷。

此刻， 一缕阳光从外面射进病房，我
感到自已真像一棵受伤的小树沐浴着它。
呵，成长的路上，虽然风云莫测，但是阳光
毕竟很好！我想。（选自湖北省仙桃市中考
满分文《在阳光下成长》）

技巧点拨： 这段结尾突出阳光的作
用，将阳光与成长结合在一起，暗示自己
成长道路虽不平坦但充满阳光，表达出一
种乐观向上的情绪。 既照应了主旨，又显
得情韵深厚。

古人在谈到结尾时常以“豹尾”为标
准，是指结尾时笔法要简洁、明快、干净利
落，犹如豹尾劲扫，响亮有力，给读者以咀
嚼回味的余地。 只要我们平时注意观察生
活，感悟生活，不断积累，加强阅读和训练，
就一定能写出好的作文。

初中语文作文结尾的技巧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周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