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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要想写好作文， 不但要有丰富
的语言积累、文学积累、生活情感积累和
技巧的积累，而且还需教师教导有方。 本
人经过多年的作文课教学实践， 有了一
些小小的感悟：只有让学生动起来，他们
智慧的门扉才能开启， 思维的火花才会
点燃，创造的激情才会产生，课堂才会真
正充满生机与活力！

一、动心
需要找到和学生心灵契合的那个

点，使学生变“要我写”为“我要写”。 上学
期有一次作文课的主题是“记一次比赛”，
恰逢我校有一个“三十六计”故事交流会，
我要求学生按学习小组的方式去准备这
次故事交流会， 学生提议想通过表演的
形式完成。 得到我的同意后，学生们兴趣
高涨，敲剧本、做道具、对台词……忙得
不亦乐乎。 到了比赛那天，个个都卯足了
劲，在舞台上尽情绽放。我顺势启发：老师
已经用相机定格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时
刻， 你们还能怎样让其他人感受到咱们
的快乐呢？ 学生很自然地想到了———写！

二、动笔
1、课外积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

银河落九天。 ”李白的这句诗描写了瀑布
的壮美，如此壮美之景从何而来？ 来自上
游水流的积蓄。 写作文也要讲究“蓄”，只
有“蓄”得丰厚，才能“泻”得潇洒飘逸。 由
于小学生生活积累和经验阅历少， 所以
需要充实生活，使其增加阅历，积累丰富。

2、生活积累。 积累生活最直接的方
法是向生活学习， 教师要引导小学生对
事物持一种观察思考的兴趣与欲望：一
要有一定的观察顺序。 在确定好观察的

诸多对象后， 要依照一定的顺序进行，这
样观察材料才有条理。二要突出重点。比
如在每个学期开学初季节交替时，我会让
学生在回家路上观察周围的景物有什么
变化，以此来感受季节的特点。

3、阅读积累。 向书本学习，让学生多
阅读，多读好文章，从中摘录好词佳句名
言，学习布局结构，感悟表达手法，进行反
复诵读，牢固记忆，作文时便可信手拈来，
巧妙运用，得心应手。

三、动脑
一篇好作文好在它的构思、 布局、用

词，所以学生在下笔前老师也应先作指导。
1、命题指导。小学作文命题应当努力

做到小而切实，新而有趣。小而切实，是指
命题的范围要小，角度要小，内容要实。要
能通过一件小事或一个实例来反映某个
主题，以小见大，以实见情。倘若命题面过
大，学生难以把握主次，容易出现泛泛而
谈、空洞无物的现象；命题不实，学生难以
集中思路，不知从何下笔。 如写一件难忘
的事不要以《一件难忘的事》为题，因为这
个题目太大， 而应选择更小的角度命题，
如《那次，我哭了》、《那本新书》等。

2、技巧指导。 开拓学生的思路，启发
联想，是指导学生写出真情实感的重要一
环，教师可以按两步进行指导。

第一步引导回忆，再现情景。教师要
善于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 引导学生通
过回忆，再现所写题材当时的情景。如写
主题班会、活动、文艺演出等，可先唤起
记忆，再进行体味，使学生如临其境，如
见其人，如闻其声，如观其状。如写《三十
六计表演赛》，教师可以这样引导：“今天

我们进行了三十六计表演比赛， 你们之
前做了哪些准备？大家的心情怎样？表演
开始后……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最精彩的
过程。 ”

第二步开拓思路，弄清主次。 教师要
指导学生向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学会比较
分析，变生活内容为写作内容；二是训练
条理思维，变生活思路为写作思路。 如上
面提到的《三十六计表演赛》，教师可做以
下启发：“请同学们写清楚比赛的全过程，
重点应该写比赛时的情景”。 在作文指导
时，教师不宜讲得太多、太死，只宜做大范
围、大方向的指导，以免束缚学生的想象
与思维。

四、动口
把课堂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交给学生，

教师要组织和引导学生多动口，以提高他
们的口头表达能力， 促进学生思维的发
展，让他们敢于与人交流，敢于表达己见。
学生拟好作文稿以后，可安排专门时间让
他们自己读自己的文章， 边读边感受，边
查边改。一是感受情感强弱、停顿长短，查
标点符号使用是否正确；二是感受语句是
否含混别扭，查语句是否明白通顺；三是
感受语言的表达是否与内容贴切，查用词
是否恰当；四是感受内容是否杂乱，前后
意思是否重复，查段落层次是否清楚。

五、动情
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秀作品，从别人的

作品中有所感悟， 使自己的情感更丰富，
理解更深刻。

虽然习作教学之路漫长而又艰辛，但
是只要我们在这条路上坚持探索，总能披
荆斩棘，奔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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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算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它
既是笔算、估算和简算的基础，也是
计算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在
进行口算的时候，需要集中注意力，
选择算法。 学生的观察力、注意力、
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在口算的同时都
能得到发展。 而学生口算时“粗心”
这一问题频现， 看似是一个无关紧
要的小事， 实则对于小学生的计算
能力养成的发展影响深远。 所以，我
们要运用多种方法， 强化学生的口
算训练。

一、粗心与学生的态度
很多小学生的四则运算容易出

错，把“0”看成“6”，把“+”当成“-”。
当老师给他指出来的时候， 他会漫
不经心地说：“有什么大不了的，我
知道怎样做的，就是题目太简单。 ”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孩子知道，当
遇到这些简单的问题时， 你与别人
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把简单的事情
做好。

二、粗心是因为缺乏意识
学习中的粗心常常是因为缺乏对认知刺激的精细

加工。 如有个孩子同奶奶一起种菜时看见过韭莱，可是
几天后学校里组织春游， 孩子指着麦苗说这是韭菜，并
说他以前见过。 老师拉他来到不远处的蔬菜大棚，告诉
他什么才是真正的韭菜。孩子才明白麦子和韭菜只是外
形相似。 因为在见到麦子之前，他对韭菜只有一个大致
的印象，在这之后，他就会为了把二者分开而作出精细
加工了。 为了防止粗心，有意识地引导孩子进行比较和
辨别是重要的。

三、概念含糊的粗心
有时，看似简单的粗心背后是概念上的错误。 例如，一

个 孩 子 的 作 业 本 上 是 这 样 写 的 ：0 ×6=0，0 ÷
6=0，0+6=0，0+6=0。 当老师指出他的错误时，他的解释
是：0表示什么也没有，所以任何一个数与 0加减乘除结
果都是零。出错的原因是孩子没有理解加减乘除四种运
算的含义。 所以，家长和老师还应多多追问孩子犯错误
背后的原因，别让粗心的幌子掩盖了问题的真相，错失
教育的良机。

四、习惯造成的粗心
经过多年在教学一线的摸爬滚打， 许多老师会发

现，一个班级里的孩子，其个性总是千差万别的。有的粗
枝大叶，有的谨小慎微；有的一时兴起，有的有条不紊；
有的大喜大悲，有的温和平静。 前者比后者更容易犯粗
心的毛病。因为非智力因素会对认知活动产生广泛的影
响，使认知活动带上个人的特点和风格。 如果孩子的房
里一团糟，鞋子东一只西一只，他的作业本往往字迹潦
草，页面不规整；如果他常常丢三落四，做事凭兴致所
至，往往会观察没有顺序，思考缺乏条理。 因此，从生活
中的小事做起，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和个性，能减少学
习中粗心的毛病。这样便可通过改变孩子的行为来改变
他的习惯以至于最后改变个性。

五、帮助学生改掉粗心的策略
“细节成就人生”，好习惯是成功的保证。同步课堂的

反复练习，不仅让孩子巩固旧知识、预习新知识，也可以
让孩子改掉粗心大意的坏习惯。 首先教师在思想上要引
起重视，注重口算算法的指导。我们每位教师要充分认识
到：口算是所有其他算法的基础。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对
算法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口算能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
一二年级的数学教学时，必须扎实地抓好“知识———强
化———巩固”的各个学习环节。实际上，在口算教学中，同
时伴随着技能训练，用于巩固口算知识，逐步形成口算技
巧。 注重运算定律、运算性质的理解和选用，在此基础上
顺理成章地对一些算式进行简便计算， 努力提高口算的
准确率和速度。小学低段学生的思维活动，以具体形象思
维为主，同时还保留着直观的动作思维形式。而数学知识
具有抽象性， 这样造成了学生思维特点同数学学科特点
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学生认知上的心理障碍。

其次要重视口算引导，认真审题后再动笔。 口算题
是数学题目中最常见、最简单的一类，我们要求学生仔
细观察数的特点，再确定计算方法和顺序。 要减少口算
的失误，就要认真分析产生失误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第三，对于一二年级的学生，口算练习不宜多，口算
速度要放慢，以确保口算的准确度，以及口算思考过程
的清晰度。 多让学生讲讲口算思考的过程，务必使每个
学生意识到算什么，怎么算以及为什么这么算。

纠正学生口算“粗心”这一通病，是一项任重道远的
教学任务，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要运用多种方法，使学
生改正粗心的毛病。

在历史教学实践中，部分学生对历史
事件的原因、经过、时间等要素的记忆感
到非常吃力，为了使学生比较轻松地掌握
历史知识，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提升课
堂效率，我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学习、探索
和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种适合学生使用的
记忆方法。

按事件过程进行记忆
一般说来， 历史事件的过程都比较

长，如果按其过程概括整理，也就大大缩
减了记忆的内容，美国独立战争的过程可
概括为： 莱克星顿的枪声，“大陆会议”招
募军， 大陆军司令华盛顿，《独立宣告》合
众国成立，萨拉托加转折点，最后胜利约
克镇。 又如俄国十月革命的经过可概括
为：两个政权并存，《四月提纲》指引，七月
流血教训，“六大”提出起义，十月组织形
成，彼得格勒先胜，这样在教学中有意识
地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无形中也提高了
其记忆力。

以时间为线索联想记忆
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具体的时间，在

复习时， 以时间为线索也是很有必要的。
如 1861年中外发生的大事有： 总理衙门
建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曾国藩创办安
庆内军械所、 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美
国内战爆发、意大利王国的成立等，在复
习其中某一事件时，联想记忆其它事件效
果较好。 还可按年代顺序记忆，如每年连
续发生的大事：1919年五四运动，1920年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1921年中共
“一大”召开，1922年中共“二大”，1923年
中共“三大”，1924年国民党“一大”等等。
隔两年发生的大事：1911 年辛亥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7
年护法运动；1919五四运动等。 这样按时
间顺序整理线索，记忆效果非常明显。

按事件发生的地域记忆
历史事件必须要发生在一定的时间

和空间。 教学中引导学生按地域记忆也
是非常必要的，如复习广州起义时，就可
联想到在广州发生的其它事件： 林则徐
的禁烟运动、三元里抗英斗争、太平天国
运动、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两次组织护法
运动、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等。又如
在山东地区发生的大事有： 西汉末年赤
眉起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隋末农民战
争、黄巢起义、德国强占胶州湾、义和团运
动爆发、中国创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孟良
崮战役等，记住其中一件，联想到其它事
件，既提高了学生的归纳能力，又增强了
其记忆力。

按事件的类别归纳记忆
历史事实虽多， 但都可以归类总结。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的朝代历史，均可归
类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民族关系等方
面来记忆。 还有我国农民战争的口号，民
主革命时期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政策，世界历史中
的战役等等。 从事件中找相似之处，区分

他们的细微末节，可令人印象深刻，便于
记住。

自编口诀进行记忆
有些重要的历史知识比较零乱，因此，

教师要在教学中帮学生想办法， 可用编歌
诀的方法来帮助记忆。 如 383， 淝水战；
1900，八国联军；1127，南宋建立。又如埃及
文化可以编成：象形文、太阳历、数学几何
木乃伊， 阿蒙神庙最壮丽。 还有苏联成立
时，最初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名称可编为：一
只篮子装两只鹅（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
斯、外高加索）。这样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容
易记住这些知识。

先大后小，循序渐进记忆
人的记忆力总是有限的， 不可能一下

子记住所有的历史知识。 因而有必要遵循
先易后难，先大后小的原则。如中国古代史
的记忆，可先记朝代顺序、都城和各朝代的
建立者，其次记封建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
再记每个阶段的章节标题以及各子目，在
此基础上逐一记住其中的事件和人物等历
史要素。如辛亥革命的记忆，可将其分为前
后两个阶段，以中华民国成立为界，前一阶
段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保
卫共和制的原则所作的斗争， 主要包括二
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 后一阶段
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

总之， 我会在历史教学中不断地探索
总结适合学生特点的记忆方法， 不断优化
教学效果，为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做贡献。

历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记忆力
怀化市鹤城区河西学校 全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