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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基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
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它不仅要考虑数
学自身的特点，更要遵循学生自主学习数
学的心理规律。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
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
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的过程，进
而让学生获得对数学理解的同时，在思维
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进步
与发展。 基于这些理念，我们在平时数学
教学实践中，该如何去教导他们，帮助他
们，让数学课堂活起来，让学生活起来？

在教学时要利用数学本身的魅力，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比如：我们组织学生去春游，可让
学生学习自己动脑， 如何买票更经济、更
划算；校运动会将至，请学生根据甲、乙两
人的运动成绩相近的跳高运动员，近期内
十次训练纪录，选出一名选手参加校运动
会的跳高比赛， 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他
们才会着力解决问题。

联系实际， 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学生喜
欢学一些与实际生活有关的数学知识。如
果是他们身边熟悉的事例，容易引起学生
学习的兴趣，而每一个数学概念、定理、公
式的诞生均有它的实际背景，所以教学时
应从实际入手，通过学生熟悉的实际问题
抽象出数学概念，感悟新知识。 比如学习
点到直线的概念时，可以用熟悉的立定跳
远的例子来理解，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
中学习新知识，也培养他们把数学知识应
用到实践的意识。

让学生在多样活动中体验数学，引导
学生善于在实践中发现数学问题，布置一
些社会实践活动，开一些实践课，让他们

走入社会去调查， 去发现生活中的数学，
体验生活中的数学。新课程要求教师应向
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帮助
学生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
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事
实上也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大脑
的整理，去发现数学问题、编写数学模型、
求解数学模型，通过问题的解决，才能真
正理解数学知识，同时通过实践与同学互
通有无、共同探讨、共同研究、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也有利于培养同学之间的团队
合作友爱精神。比如：我们学习计算储蓄、
利息方法后，布置作业让每一个同学走入
银行，了解在银行中的各档利息，再了解
应扣除的利息所得税，然后自己编拟数学
题，自己建模进行解决。

问题的解决，在于有解决问题的好方
法。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学
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探索科
学与发展经济过程中，需要具有一定的数
学知识， 有时更多的是使用数学思想方
法。 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精髓，掌握数学
思想方法，学生就学会了思考。 课程标准
要求培养有数学素养的社会成员，掌握数
学的思想方法也是作为具有数学素养的
一个重要标准。具有数学素养的人往往善
于分析、综合比较、概括判断、推理认证、
归纳总结，这些科学思维方法都在数学思
想方法的渗透和训练中加以培养。中学数
学思想方法有：方程函数思想、数形结合
思想、全面考虑问题的整体思想，以及数
学模式之间互相转换思想等等。在平时教
学中让学生把有限时间花在思想方法掌
握中，学会用数学思想去观察、分析现实
社会，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现有传统教学模式要求学生个个达

标，人人过关，而事实上并不可能都过关，
学生做同样的练习、同样的作业，采用统
一的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类似的特
点和思维方式。新课程要求我们承认学生
在知识掌握上的差异、承认学生在兴趣方
面、思维方式、处理问题方法、理解掌握知
识深度等方面的差异。要求对不同的学生
可以有不同的练习和作业，同时也可采用
不同的评价标准： 如考试中采用 A、B、C
卷等，使学生在学习上各有所学，各有所
得，各展其长，各尽其能，更有利于培养各
方面所需的人才。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化教学
技术，采用模型、幻灯、录像以及计算机等
现代化教学手段，把现代化信息技术作为
学生学习数学和解决问题的强有力工具。
使用多媒体教学演示轨迹一目了然，使抽
象、枯燥的数学概念变得直观形象，学生
对多媒体上课很感兴趣，有些学生会主动
问老师这些多媒体如何制作。如果适时培
养制作多媒体，这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应
用具有更大的透彻性。所以计算机和计算
机应用技术的应用， 有利于学生动脑、动
手能力的培养，使学生乐意学数学、乐意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实的、探索性的数
学活动中去。

随着数学课程改革的深入，我们更重
视新理念，吸收新思想，重视学生个性和
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进行自
主探索， 引导学生自觉地应用数学知识，
去观察分析或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着
眼培养学生终身学习数学的愿望和能力，
让数学课堂活起来。

摘要：语文素养包括听说读写等各个方面，听
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长期以来听力训练
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随着多媒体教学的广泛应
用，听力训练的地位不断提升。 现实教学中多媒
体的使用存在盲目性，“学生———媒体”快节奏对
话，弱化了听力训练；文字投影替代口述教学，减
少了学生听力训练的机会； 忽视音频手段的运
用，闲置了听力训练平台。 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
行了阐述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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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语文素养是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

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素养是
一种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养。“语文能
力”包括听、说、读、写的能力，其中听摆在第一
位。 但是，在现实的小学语文课堂上，读、写、说的
训练不断强化，唯有“听”的能力训练仍被束之高
阁，没有同实际教学发生关联与互动。 随着多媒
体教学的广泛应用，听力训练的地位有了一定的
提升，但在教学中也有一些困惑。

一、多媒体环境下语文听力训练的误区
1、“学生———媒体”快节奏对话，弱化了听力

训练。
多媒体教学直观、快捷、容量大，使小学语文

课堂教学结构得到了极大的优化，“学生———媒
体”的快节奏对话成了课堂的主要交互形式。 多
媒体课件是教师按自己对教材内容的预设制作
出来的， 然后按照精心设计好的那些课件实施。
教学过程如同电脑程序化运行，课堂上读说的时
间可能得到了增加，而学生听力训练的地位却被
进一步弱化。

2、忽视音频运用，闲置了听力训练平台
在多媒体课件设计中，音频的使用比例相对

较低，信息技术音频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
一些多媒体课件中，音频手段使用简单的“风铃
声”、“爆破声”而已。 很多的课件中根本没有使用
音频手段，而仅仅只是简单的文字搬家，听力训
练的这一功能强大的平台就这样被闲置了。

3、文字投影代替口述教学，减少了学生听力
训练的机会。

目前的语文课堂教学中，图画、滚动字幕替
代板书，简单地播放课件来替代“教师———学生”
对话。 许多课堂教学要求教学环节的过渡，由教师口述变成媒体文
字投影显示，减少了学生听力训练的机会，长期如此直接导致学生
听力训练的弱化，同时也造成学生想象能力的缺失。

二、多媒体环境下语文听力训练的几点思考
1、语文听力训练和多媒体教学结合，优化课堂教学结构。
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我们要在制作课件时融入听力训练，

比如教师能口述教学要求时，尽量不简单使用文字投影显示，而是
用语音和投影相互配合使用。 在教师口述内容较多、学生回忆出现
偏差时，再用文字投影呈现加以纠正、巩固。 这样，就把听力训练和
多媒体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课堂教学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2、发挥多媒体教学优势，促进语文听力训练质量提升。
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 音频手段中蕴藏着巨大的实践应用价

值，录音、回放、配乐朗诵等手段，语文课堂上听力训练有着很大的
展示空间。

听写，是小学语文教学最常用的听力训练方式。教师报字词句，
学生边听边写，要求听准确、写正确、注意标点符号，同时要有一定
的速度。用录音播放听写内容，可以很好地把握速度，更能引起学生
的重视。同时在听写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巡视教室，有针对性的进行
个别辅导。

纠错，是一种训练学生在听的过程中进行分析、判断的训练。
教师在播放的内容里或者口述中有意地穿插一些错误，让学生听后
判断错误在哪里，最后用文字投影显示进行验证。 我们可以使用录
音功能，在学生朗读课文时将其录制下来进行回放，让学生通过听
自己的声音，来纠正读错的字音和明显的方音。

配乐朗诵是文学、音乐、有声语言三位一体的艺术传播形式，符
合人的审美心理，带给人们愉悦的共鸣之感。 学生们一边听课文配
乐朗诵，一边看课文并在文中做上读轻、重、缓、急的记号，然后模仿
着朗读。 有时，也可以变换一下方法，让学生将眼睛闭起来，侧耳细
听课文配乐朗诵，学生能更有效地产生形象思维，获得更大想象空
间。

三、小结
语文素养的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学生进行听力训练要

植根于课程标准，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在语文教学的各项活动中，
坚持依据学生年龄特点，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对学生进行
多种形式的听力训练，就能使学生的注意力、理解力、思维力和记忆
力得到锻炼，学生的语文素养也能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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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学课活起来

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 袁新海

学校教育显然应以赏识教育为主，
我们也应相信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而
不是“打”出来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让教
育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只有柔性教育，
没有刚性教育。 目前中学已迎来了独生
子女的时代， 相当一部分学生责任感极
为缺失，个别学生我行我素，做事不计后
果。 老师的“博大”与“宽容”、苦口加婆心
不被一些学生珍惜， 极个别学生肆意践
踏老师的“宽容”。 此时作为班主任得来
点“惩罚教育”了。

但说到“惩罚” 人们往往想到的是
“体罚”， 想到是罚跪、 毒打以及冷嘲热
讽。 其实惩罚与体罚虽只是一字之差，但
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

惩罚实行的基础是学校教育教学管
理制度及班规班纪，是学生、教师、学校
三者共同的约定。 而体罚则是教育者个
人情绪化的行为，罚无所依。 体罚是有损
人体健康的直接或间接的方法， 是一种
人身攻击，往往有悖人性，是一种违规行
为，应予禁止。 惩罚是一种合理的教育方
法，惩罚教育不包括体罚。 惩罚教育是根
据制度遵章办事，是合情合理的“法治”。
体罚则是教师所做出的违反教育法规的
个人主观行为， 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

“人治”。
正确的惩罚，不是为了“治”学生，而

是为了帮助学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树
立一种责任感，一种自信，一种健康的心
理。 惩罚教育是以尊重和关爱为基础，是
以人为本，尊重学生人格，尊重学生个性
差异， 尊重学生情感； 惩罚不是讽刺挖
苦，不是体罚，不以侮辱学生人格，伤害
学生为目的，而是通过有效的教育手段，

促使学生汲取教训，更好地健康成长。 惩
罚的方式、手段、力度应该经过学生讨论
通过，教师只能依规则实施处罚。这样，处
罚规定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契约。遵守契
约规定就是兑现自己的诺言，违约则意味
着不守信用。因此，对这种“惩罚”，“违约”
的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惩罚所取得的结果
是有过失的自然后果，而非强迫学生接受
的惩罚。这种惩罚有利于学生自我意识的
良性发展，有助于学生对自己错误的正确
认识，减少本能的抵抗情绪，还有助于增
强学生为自己过失而负责任的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

对于惩罚教育中外的教育专家都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
柯在《论共产主义教育》中说：“合理的惩
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 这种
合理的惩罚制度有助于学生的坚强的性
格，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能锻炼学生的
意志和人格，能培养学生抵抗引诱和战胜
引诱的能力。 ”日本学者小原国芳说：“必
须用惩罚来充实教育， 惩罚不是杀人，而
是救人，是使人新生，使人复活。 ”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认为：在提倡
表扬、奖励、赏识的同时，不应该忽视惩罚
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让学生在成长过程
中，懂得为自己的过失负责，感到一种责
任；一个能承担责任的人，才是现代人。

当然，惩罚是一把双刃剑，是一种危
险的、颇有难度的教育技巧。 正如一剂猛
烈的良药，用好了，疗效显著，祛病强身；
用之不慎，则副作用很大，伤害身体。我国
著名的教育家魏书生老师在教书育人的
实践中对此做了很多尝试。 比如：惩罚当
众唱一支歌，在愉快的氛围中并没有削弱

教育的效果；惩罚犯错误的同学为班集体
做一件好事， 这更能激起学生积极向上、
向善的追求；惩罚犯错误的同学按规定写
病理诊断书……在以上方式的启发下，我
这样惩罚学生：对于不做早操、上课迟到
者，则做“俯卧撑”，因为俯卧撑本身就起
到锻炼的效果， 也能让受罚者做得辛苦，
每当松懈懒惰时，一想到 100个俯卧撑就
害怕了，赶紧行动，有警示作用；对于上课
讲话及不交作业者则罚“背书”；对于不参
加劳动或自己座位周围环境不清洁者则
罚“打扫卫生”；对于多次犯错误的学生，
则要求分别写出 500字、1000字、2000字
三种不同规格的“心理诊断书”。

作为班主任同时还会遇到这样的情
况：家长过分溺爱自己的子女。 对于教师
的惩罚教育他们未必认同，特别是现在部
分农村地区留守孩子较多，他们平时身边
只有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孩子是他们
的心头肉，动不得一根寒毛。 这就需要首
先与家长们达成共识，千万不要弄得班主
任只是进行了一点小小的惩罚教育，而家
长不认同，到学校闹事，影响班级管理和
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造成不必要的麻
烦。 惩罚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但是也得考
虑到客观因素， 可行性得建立在学校、家
长、学生、社会都认同，都可以接受的基础
上。

谈惩罚并非提倡惩罚，只是觉得惩罚
在教育中不可缺失。惩罚教育与赏识教育
应是互为补充的， 教育本就是十八般武
艺，表扬批评奖励惩罚，什么都应该有。正
如孙云晓所说的：“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
完整的教育，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一种虚弱
的教育、脆弱的教育、不负责任的教育。 ”

“惩罚教育”不可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