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朱是我班上的一个男生， 文化成绩
优秀，但他在班上几乎没有合得来的同学。
他动辄争吵，甚至动手。

现在的学生受武打小说、电影、电视、
网络游戏等因素的不良影响， 加上家庭教
育的缺失， 学生中性格急躁甚至是暴躁冲
动的现象比较多。 针对小朱同学的这种情
况，我跟他讲元代名臣吕思诚的“不敢妄为
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 我告诉他，我们
是接受教育的学生，行为举止应按照《中小
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办事，而不要像
社会上极少数无赖一样动不动就暴怒动
手。 当他与人有摩擦时， 我和他讲明代龚廷贤的

“常怀乐意莫生嗔”和明代无名氏《清明》中的“人
生有事须当让，寸土何曾到九泉”。 我要他记住清
代憨山大师《劝世文》中“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
和是妙方”。

小朱也爱读诗词，我把毛泽东主席的七律《和
柳亚子先生》推荐给他，并重点引导他读“牢骚太
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两句。 学校组织去
湖南省少管所参观时，我还写了《参观省少管所》
送给他:“现身说法动真情，反思既往悔亦深。 前车
之覆后车鉴，冷静和谐利于行”。人非草木，孰能无
情？ 耐心的教育使小朱起了变化，慢慢地，他合群
了， 并且还带动其他几个有类似毛病的同学也逐
渐变化。

张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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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石门县夹山镇中心学校隆重举行以“感恩”为主题的文艺汇演，学
生们自编自演的课本剧成为亮点。

该校一直注重感恩教育，多次开展以感恩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本次感恩课
本剧表演，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将课本中感恩题材的课文改编成剧本，搬上
舞台。经典名篇《出师表》《木兰诗》《愚公移山》改编的剧本，学生们着古装，模仿
古代人的动作、语音；课文《一厘米》《心声》《生命之舟》《山米与白鹤》等也被学
生们搬上了舞台，台词、道具、服饰、表演都展现了学生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学生
在课本剧中还穿插有舞蹈、相声、合唱、诗朗诵等节目，把感恩这台戏演绎得惟
妙惟肖。 通讯员 汪盛前

课程：九年级思想品德课
授课老师 ：朱婷姬
地点：娄底市双峰县蛇形山镇金溪中学
时间：2017年 1月 9日

“同学们，你们喜欢雷锋吗？ 你们知道
多少关于他的故事？ ”

“雷锋乐于助人，时刻为人民服务，雪
中送炭。 ”“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具有无
私奉献的精神。 ”“雷锋酷爱学习，他随身携
带书籍，抓紧空闲时间汲取知识……”

朱婷姬老师以“探讨雷锋精神”导入，
第一锤就敲在学生心灵上， 激起他们思想
的浪花。 随后她打开精心制作的 PPT，播放
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活片段：雷
锋团结友爱， 帮助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学习
认字； 他捐出自己的积蓄为国家建设做贡
献，被人称为可敬的“傻子”；他做人民的勤
务员， 掏钱帮老大娘买车票回家……雷锋
精神似一股清泉，滋润着学生的心田，小小
的课堂弥漫着一丝幸福的味道。

“雷锋心里始终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

己，会幸福吗？你能分享你的幸福故事吗？ ”
说罢朱婷姬老师转身在黑板上板书：《幸福
的味道》，第一框《感悟幸福》。

央视节目《你幸福吗？ 》出现在投影仪
上， 央视走基层的记者们分赴各地采访了
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
工人在内的几千名工作者， 他们关于幸福
的回答五花八门，不少答案令人印象深刻。
朱婷姬老师将全班学生分成 6 个学习小
组， 提议大家当一回小记者， 确定采访对
象，列好采访提纲，探讨什么是幸福。

“幸福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幸福
就是遇到久别的朋友。 ”“幸福就是帮助别
人后发自内心的快乐。 ”“考试拿到好名次
就是幸福。 ”“幸福就是伤心时递过来的一
张纸巾。 ”“幸福就是在篮球场上带球过人，
最后帅气地灌篮”……

热火朝天的采访结束后， 学生心中对
于幸福都有了自己的定义，由此，课堂进入
辩论环节。 6 组学生分成 3 个辩论组，每组
确定正、反两方，围绕“何为幸福”的话题展
开辩论。

话题 1：“不学习是幸福”还是“努力是
幸福”？ 话题 2：“有钱才幸福”还是“简朴是
幸福”？ 话题 3：“成功才幸福”还是“平凡才
幸福”？

在辩论过程中， 正反双方观点明确、立
场清晰、唇枪舌战、阐述有理，学生们各抒己
见，火花四射。观点正确与否已不重要，辩论
的魅力就在于思想与灵魂得到了交流，学生
的逻辑思辨能力和口才能力得以提升。

关于幸福的真谛， 朱婷姬老师最后做
出总结：幸福就是要有健康的体魄、适量的
物质、充实的生活。 幸福看似抽象，实际上
很具体，它蕴藏在生活的细节中，隐藏在生
活的片段中。 我们要树立积极进取、乐观向
上、健康的幸福观，不因学习而恼，不为钱
财所累， 不因成败而伤！ 无论富有还是贫
穷，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无论显赫还是平
凡，只要我们的心是晴朗的，我们永远都是
幸福的！

伴着《向着幸福前进》的歌声，幸福的
味道是什么，每个人心里都有了答案。

本报记者 杨雨晴

“幸福”的辩论赛

阳阳是大班时插班过来的一
个小男孩。 他长得虎头虎脑，高高
的个子，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并且
性格活泼，很是讨人喜爱，很快就
和班里的孩子们熟识起来。

但阳阳似乎时刻都在制造着
“麻烦事”：孩子们正在建构区里进
行拼搭游戏，阳阳却把他们拼搭的
作品“哗啦”一下推倒，吐着舌头、
做着鬼脸跑开了；下楼进行户外活
动时，孩子们会排成“小火车”一个
跟着一个按顺序走，但阳阳跳上跳
下，还故意推挤其他人，面对配班
老师的提醒，他还一副满不在乎的
样子……

孩子们对阳阳的告状声此起彼
伏，阳阳在他们心中被贴上了“调皮捣乱”的
标签，大家也慢慢疏远了阳阳。 阳阳虽然满
脸不在乎但也隐藏不住失落。

恰逢幼儿园举行运动会， 阳阳在滚轮
胎、 绕障碍拍球的游戏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在运动中，他的个性得以彰显，潜能也得以
释放，这让我喜出望外，原来阳阳有超强的
运动能力。

有一次，我在户外准备“袋鼠跳跳跳”的
体育活动，孩子们跃跃欲试，阳阳的眼神中更
是充满迫切参与的渴望。我问：“阳阳，你想和
大家一起玩这个游戏吗？ ”还没等阳阳回答，
明明大喊了起来：“我不想和阳阳一起玩，阳
阳不是好孩子，我不喜欢他。”听到这话，阳阳
低下了头，局促不安地搓着自己的衣角。我示
意大家安静下来，拉着阳阳的手说：“阳阳，在
这个游戏中，你有个重要的任务，担任一名小
老师来帮助我，好吗？ ”阳阳疑惑地问：“真的
吗？ 可大家都不喜欢我。 ”我继续温和地说：
“只要阳阳在活动中不捣乱， 大家会喜欢你
的，因为你的运动能力很棒哦。 ”阳阳点了点
头。在展示左右行进跳的过程中，阳阳敏捷灵
活的示范动作果真获得了大家的掌声， 阳阳
也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件事让我看到了阳阳的进步，也让我
下定决心让他担任我的“小助手”。 于是，在
餐前，阳阳主动为大家分发餐具；区域活动
后， 他会提醒和帮助大家收拾和整理材料；
户外活动时， 他还主动帮助教师搬运器械
箱，即使额头上冒出汗珠，也掩饰不住脸上
的欣喜之情。

张乃艳

在株洲市荷塘区龙洲小学，“生活习作教学”
为学生的写作打开一片天。

“生活习作教学”就是指导学生接地气写作，
不需要高大上。 比如食堂饭菜香、校园里的老樟
树、暑假帮父母收稻谷都是写作的素材。

为了给孩子们找到更多的写作素材，我经常
在学校的花园里开展“花园寻宝”活动。 寻宝前，
孩子们会领到“万绿丛中一点红”“枯木逢春”等
提示。这意味着，这件宝物是红色的，藏在绿叶或
者绿草中间；枯木逢春则提示着这件宝物在一棵
看起来快枯萎的植物附近……

当然，孩子们也可以给老师出题，让老师们
去花园里寻宝。

“有了丰富的生活， 学生们就不愁没有素材
了。 ”有的孩子开始只能写 30个字，通过激励与
游戏，逐渐可以写 60个字，然后到两三百个字。

唐胜红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创
新教育已经成为科教兴国和素质教育的主
旋律。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奏响培养学生“三
创”（即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乐
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提倡学生自读教科书，给学生思
考的机会与时间，面对书和教师质疑，鼓励
学生“勇于提出问题，善于提出问题，不懂决
不装懂”。

如：教学第三册 P50 第 10 题“乘加、乘
减”时，出示：3＋3＋3＋2，可以改写成乘法
算式 3×3＋2 后， 一学生随口提问：“老师，
3×4－1行吗？ 乘加算式可以改成乘减算式
吗？ ”这时，我立即出了一道 5＋5＋5＋5－
4，可以改为哪几种算式？其他学生们在这位
学生的创意启发下，互相讨论，不断开拓自
己的思路， 竟然提出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见
解：5×4－4；5×3＋1；5×5－9……

其次，运用评价的导向作用，我常常采
用百分制＋星级制相结合的办法。 分数只
能表明学生对数学知识掌握正确与否，而
星级可表明学生创造思维的成果。 分数高

不等于星级高，分数低不等于星级低。例如
第九册数学书中有一道这样的题：“滨海公
园原有 20 条船，每天收入 360 元，照这样
计算，现在增加 15 条船，每天一共收入多
少元？ ”书上的综合解答式：360÷20（20＋
15），当学生列出：360÷20×15＋360� 为★
级；360＋360×（15÷20） 为★★级；360×
（1＋15÷20）为★★★级。

再次，巧妙利用逆反心理，培养学生
逆向思维。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创设问题
情境积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巧妙地利用学生的逆反心理培养逆向思
维的能力。

如：甲乙两车分别从 AB 两地同时相向
而行，（条件 a）甲车每小时行 40 千米，乙车
每小时行 50 千米，5 小时后相遇，（条件 b）
AB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这是一道基本的相
遇应用题，学生做完之后，我指着条件 a 强
调：“同时相向而行”而后歪着头故意一副稚
气而又倔强的表情问：为什么要“同时”呢？
学生被我的表情逗乐了：“是呀，不同时就是
你先行我后行。 ”我心中窃喜：“怎么你先我

后？谁能把条件 a改一下。”学生甲得意地抢
答：甲车从 A地出发，1 小时后，乙车从 B 地
相向开出。 如此巧妙设问，充分利用学生的
逆反心理， 引导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 顺利完成应用题由简单到复杂的过渡。
当然这种改法还有几处，如“相向”改为“同
相”或“反向”，“相遇”改为“相距”等。

最后，开展创造性实践活动，挖掘教材
中的现实活动因素，为学生的再创造活动提
供充分的可能。

如教学“乘法口诀”时，课前我让学生准
备 8 个圆片，让学生摆出：4 个 2，很快摆好
了。 并列出算式 2×4，这时我提问：“你观察
摆的图形还发现了什么？ ”同桌互相讨论得
出：从不同方位看（竖着看）就是 2 个 4，我
给予充分肯定后，提问：“你能找出这两个算
式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吗？ ”通过动手摆一摆，
用眼看一看，得出：“这两个算式两个乘数交
换了位置，积不变，用的是同一句口诀：‘二
四得八’。 ”从摆一摆，玩一玩，看一看，议一
议中找出规律， 学生尝到了胜利的喜悦，主
动探索的精神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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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育应充溢创新思维
湘乡市东方红学校 王玉兰

在游戏中
寻找写作素材

学生自编自演“感恩”课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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