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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本身是较为单调枯燥的， 加之小学生普遍好
奇心和模仿性强，生性好动，有意注意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课堂上如果一味以教师讲、学生听这种教学形式来授课，势
必会使学生缺乏兴趣，导致学生学习热情大减，从而直接影
响学习效果。 因此，在小学英语教学中采用“情趣教学”，可
以让学生始终处于兴奋、活跃的状态，对教学大有裨益。 那
么，该如何开展“情趣教学”呢？

一、营造英语氛围
学习一种语言一定要有语言环境才能学得好。比如，南

方人说普通话口音较重，若能到北方生活一段时间，受到地
道的普通话熏陶，便可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 我们的母
语不是英语，学习英语是在汉语的氛围下进行的，没有英语
环境， 教师就要刻意创造英语环境。 我在教授五年级新生
时， 一开始上课就用英语向他们问好， 作自我介绍：Hello,
boys�and�girls.I'm�your�English�teacher.My�name�is�Li�Fang.You�
may�call�me�Miss�Li�.Welcome�to�study�English.A�good�begin-
ning�is�half�the�battle.I�wish�you�work�hard�at�English�and�good�
luck.课堂授课时多用英语，例如：It's� time�to�start�now.Open�
your� books� at� page� 2.Let� 's� listen� to� the� tape� now.Please� read�
after�me.当课堂上有些学生注意不集中时，我会说：Be�quiet!
根据学生朗读、 回答问题的完善程度， 我会分别说
Good/Verygood/Wonderful/Excellent 等来激励他们， 提高其
学习兴趣。 教师说这些话时，不必担心学生听不懂而影响教
学进程，可用明显的体态语言，必要时也可用中文翻译，使学
生明白。 其次，要淡化课堂意识，根据教材内容设计生活语
境，如借学习用品、互相打招呼、问路、上学、回家、道别等内
容，让教师和学生分别扮演角色，提高学生的参与性，使严肃
的课堂变成生动活泼的英语交际场所。 这样，给学生增添了
无穷的乐趣，让他们在愉快的英语环境中学习英语、掌握英
语。

二、利用多媒体实行情景教学
现代教学，不能停步在过去的“黑板＋粉笔”的教学模

式，而应适应小学生的心理特征，采用多媒体手段。《九年义
务教育全日制初中英语教学大纲》指出：“利用实物、挂图、
录音机、幻灯机、电视机、录像片、电影和计算机进行英语教
学， 形象直观， 生动活泼， 有助于学生直接理解所学的英
语。 ”作为现代教育者，要经常利用图片、实物、收录机、幻灯
机、录像机等辅助工具，利用情景和设置情景进行教学，使

学生直接、具体地获得英语知识。 我在教“学习用品”一类单
词时，拿出一支钢笔说：This�is�a�pen.又指着铅笔说：That�is�a�
pencil.然后让学生学习“pen” 和“pencil”2 个单词，学生就很
直观地学会了它们。 讲到“职业”类内容时，我先出示医生、
护士、教师、农夫身份的挂图，接着指着图用英语介绍 doc-
tor、nurse、teacher、farmer 等单词，学生听着读音，看着图画，
很快就能掌握这些单词。 有时我带一些水果、茶杯、杂志封
面、玩具等东西，进行实物教学；有时我让学生作出一些表
情、动作，或让他们到黑板上画出简笔画或进行即兴表演，
创设一些情景。 除了用图片、实物教学外，教师还可利用现
有的电教设备服务于教学。 教读课文时，可用录音机播放课
文，让学生仔细听音，认真模仿，学习标准的语音语调，或者
利用录音机的录音功能，自制符合课文内容的录音，供学生
学习。 我在教 Animals 时，先录下牛、狗、猫等动物的声音，在
课堂上放录音， 学生们有声有色地模仿这些不同动物的叫
声；而当录音机放出这些动物相应的单词读音时，他们又兴
致勃勃地大声跟读“cow”、“dog”、“cat”，课堂上响起了“哞
哞”、“汪汪”、“咪咪”等动物叫声和英语朗读声，伴随而来的
是一片欢笑声，整个教室洋溢着愉快的气氛。 教师还可用幻
灯片将所教的物体或单词显现出来，刺激学生的感官，增强
印象。 有条件的话，甚至可用录像机拍下与课文内容相符的
景象，进行录像教学。 例如，在教学有关介绍汽车的内容时，
教师可预先在马路上、停车场拍下款式不同、风格各异的、
动态的、静态的汽车，录下行进中的汽车引擎声、喇叭声。 这
无疑会引起学生极浓的兴趣， 充分调动他们的各种感官参
与教学活动。 声音和形象相结合，语言和情景相交融，学生
仿佛进入了语言活动的真实情景，收到了很强的临场效果。
通过耳濡目染，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识记能力，增强了学习
效果， 把枯燥的语言学习变成了轻松的录像欣赏， 如此乐
事，学生又何乐不为呢？

三、进行游戏教学
小孩子天性好动，乐于参与游戏活动。若能将知识融于

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情趣盎然的游戏中练习所学的知识，在
蹦蹦跳跳中学习英语，学生是非常愿意接受的，虽短短几分
钟，但却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兴趣。 例如，我在教人
体部位的单词 face、mouth、nose、ear 时， 将几个学生叫到黑
板前，让他们做“Touch�your�face/mouth/nose/ear”等动作，做
对的， 下面的同学说：“Yes！ ” 做错了， 下面的同学就说：

“no！ ”通过这一游戏，学生很容易地掌握了这些单词。 又如
在练习 26 个字母时， 可预先将 26 个字母的卡片分别放在
26 个同学的手里，让其收藏起来，当老师说：Whereis�M，拿
M 卡片的同学将卡片高举过头，大声地读：M！M！学习数词
时，可设计“Find�your�neighbour”的游戏来练习。 教师把 一
些数字卡片如“36、37、38、40、42”等发给一些学生，让他们
自由组合，拿着“36、37、38”卡片的学生就会挨在一起，高举
卡片分别说“thirty-six,thirty-seven,thirty-eight”， 接着一起
说：Wevare�neighb�ours.这样，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使课堂
气氛活泼有序，学习兴趣趋于浓厚，提高了教学质量。

四、实施快节奏的教学模式
快节奏教学并非语速快、内容进程快，而是根据儿童心

理和语言的特性进行多形式、多手段、多环节的课堂操练。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是有意注意时间短暂，注意力容易分散。
教师要在其注意力集中时， 以学生能接受的快节奏来组织
教学。 对课堂高密度、快节奏的教学设计，我采用如下方法：

1、热身运动。 课前先让学生 Sing�a�song，接着让学生作
一分钟 Every�day�English 的演讲，让课堂一开始就很快充满
了英语气氛。

2、利用幻灯片。 上课时利用幻灯片帮助学生复习上一
节课的内容，生动、直观的图片，使学生对已学的内容过一
次“电影”，加快了节奏。

3、提问式。 (1)全班提问法。 教师面向全班学生，连珠炮
地作一系列提问，让全班学生迅速回答，培养学生的反应能
力和快速运用英语的能力。 (2)“开火车”提问法。针对老师的
问题，小组的每个成员“one�by�one”地回答老师的提问。 这
样，使全体学生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加快了学生的思
维速度，迫使他们及时听懂，及时思考，及时反馈，及时会
话，收到了良好效果。 (3)随意提问法。 老师在学生没有准备
的情况下，问题一出口，手指到之处，那个学生或那个小组
的学生就要回答。 通过这些提问，拓宽了学生练习覆盖面，
加大了密度，加快了节奏。

4、竞赛法。 少年儿童有争强好胜心理，实行此法教学，可
使课堂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可以分小组竞赛、男女生之间竞
赛、自由组合竞赛、个人挑战竞赛等。 如教单词时可竞赛谁读
得准、谁写得好；教会话时，可竞赛谁对话正确、流利，竞赛哪
个组、哪个同学先背出来。 竞赛项目一出来，同学们的学习热
情立刻高涨起来，学习自觉性增强，学习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衡阳市衡南县云集镇初级中学 李 芳

小学英语“情趣教学”浅谈

回不去的时光永远是最美丽的， 就像
极尽绽放的烟花，纵使只能璀璨一刹那，却
因那一瞬芳华而被人置于心中慢慢发酵 ,
时时回味。岁月的时针刻板地向前走着，我
的思绪却执拗地逆着时针悄悄回到那段逝
去的时光，那段如玻璃般剔透的时光……

三年时光，弹指间便流去，不剩下一丝
痕迹。 一切都似乎那么地不真实，仿佛昨天
我们才聚首，那一起欢笑吵闹的画面依稀还
在眼前。

记得第一次军训，白天被教官“虐得像
狗”一样的我们，在熄灯前仅有的半小时自
由时间， 跑到操场， 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坪
上，看着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嗅着青草混杂
着泥土的芬芳，一切都是那么融洽、那么惬
意、那么让人着迷，就连身上那淡淡咸湿的
汗味，似乎也随着夏夜的习习凉风，间或荡
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记得第一次运动会， 我们如同朝阳一
般拥有着无尽的活力，奔跑、跳跃、欢呼、呐
喊，就像一台“永动机”。我们不知疲倦地为
赛场上的小伙伴们声嘶力竭地加油助威，
夸张地为最后的胜利者疯狂， 也毫不掩饰
地为失误和失败者落寞。 那一刻，欢笑抑或
泪水， 就是那样张扬地写在脸上， 肆无忌
惮，真实可爱得淋漓尽致。 原来，青春年少
的面庞才是运动场上最亮的那一抹底色。

随着一个又一个“第一次”的过去，一
转眼便迎来了第一个“最后一次”———最
后一次运动会。 在如山的升学重压下，虽
然我们早就渴望一次放松的机会，可当它
真正来了，却觉得来得那样突然、那样让
人猝不及防。 班级接力赛中，小伙伴们背
后的白色号牌在风中飘扬，每一步都似利
箭划过赛道， 仿佛昨日的苦读已是云烟。
当最后一棒的同学冲过终点，所有人都紧
紧地拥抱在一起，青春的气息、真挚的友
情、拼搏路上的彼此慰藉在我们的心中传
递。 那一刻，我们懂得了爱、懂得了珍惜。

接下来的日子，最后一次社团活动、最
后一次迎春联欢会、 最后一次月考……接
踵而至，让人无处躲藏。

在期盼与抗拒中， 最后一次春游终于
到来。 教室的广播里传来年级组长宣布

“韶山春游”的消息，却再也没有往日的欢
呼声。 教室里鸦雀无声，安静得令人窒息。
广播会在一片沉默中结束，每个人脸上都
挂着笑容， 却没有了往日叽叽喳喳的兴
奋，也不再需要班主任声嘶力竭地喊“安
静！ 安静！ ”到了春游那天，大家坐在车上
都分外活跃，活跃得有点不正常。 整个车
程都洋溢着嬉戏笑骂、吵吵闹闹，没有一
个人肯消停一下，仿佛这一刻就是我们最
后的狂欢。 到达目的地后，大家不约而同
地突然安静下来，每个人似乎都刻意放慢
了脚步， 不再像往常一样三五成群，65 个
人就那样挤在一起， 一起慢慢地挪动着，
一起认真地听导游讲解，一起专注地聆听
每一个景点的介绍，哦，应该是一起牢牢
地记住每一个人。 回程的车上，再也没有
人说话，大家或靠在窗边、或倚着同伴的
肩头、 或一人塞一只耳机共享相同的音
符。 但归途太短，短到听不完一首歌，短到
看不全窗外一幅完整的风景，短到再来不
及认真彼此长长地互望一眼，短到三年的
时光便要这样走向尽头……

六月，注定是一个分离的季节。 但在分
离前， 我们要为 1315 班打完最后一仗，要
为我们自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考，便
是那最锋锐的利刃。 轻轻地走进考点，看到
那熟悉的教学楼和操场， 我们在国旗下升
起昂扬的锐气，击掌、拥抱、大笑着走向考
场。 这一仗，要赢得漂亮！

感谢时光， 让我在最美的时间遇见最
美的你们，让我可以与你们并肩前行。 相信
多年之后，当我翻开纪念册，我一定会微微
扬起嘴角，轻声说：“你们这些家伙啊，都是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宝贝！ ”

永不逝去的时光
长沙市南雅中学高三 1408� � 黄辅仁

又是一年酷暑时。
接连数日的高温，加之匮乏的雨

量，使得大地丧失了光泽，鲜花不见
了活力，庄稼也不再长势喜人，只是
耷拉着脑袋在风中摇曳，做着无力地
抗争。 自然界的水，生命之源，可真是
不可或缺啊。 人心间的水，又何尝不
是如此呢？

现代社会生活太精彩， 诱惑也太
多， 在纷纷扰扰之间总有人踏上了歧
路。 内心狭隘，不懂包容的人，内心有
流水，才能懂得“有容乃大”的广阔；追
逐名利，唯利是图的人，内心有流水，
才能感知“乐山乐水”的欢愉；心深似
海，尔虞我诈的人，内心有流水，才能
了解“从善如流”的自得。

上善若水，君请以为师。
古代圣贤之中， 没有谁比老子更

推崇水了。 水是万物之源，万物之灵，
而老子认为水是最为接近“道”的，他
更是用水来阐述道义。 老子说：“水之
性格为上善，水利万物而不争。 ”水的
性格就如同世间最大的善， 她无声无
息地滋润万物而不求回报。 这是怎样
的大度与包容。 而如今， 又有几人能
做到毫无私心包容他人？ 怕是这天下
之大， 寥寥数人罢了。 水与我们息息
相关， 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她的上善与
包容？ 如若我们每个人都像水一样包
容， 这个世界就会少一些争执， 多一
份温情。

孔子曾求教于老子，留下了“仁者
乐山，智者乐水”的至理至真之言。 孔
子认为， 只有智者才能在平淡柔静的
流水中感受水的刚强， 只有智者才能
洞察到水在谦虚中蕴藏的伟大， 只有
智者才能品味出水在不争中所蕴含的
力量。 甚至可以说，孔子所主张的“仁”
便是从对水的感悟中衍化而来， 从而

才有了君子之道。 孔子尚水之仁义君
子，我们为何不向水学习，做一个智慧
仁义的翩翩君子？ 不贪得蝇头小利，不
对功名利禄趋之若鹜，只是永不放弃奔
腾，永不忘记积累力量，施施然似流水
般安然度日，却能在合适的时机激起波
浪咆哮。

庄子亦尚水， 他尚水之宁静与淡
泊。 庄子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
水，唯止能止众止。 何谓德不形？ ”曰：

“平者，水停之盛地，其可以为法也，内
保之而外不荡也。 德者，成和之■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 ”在庄子的眼
里， 平静的水最为公平， 可以做为基
础，这大概便是“水准”的由来吧！做人
做事也确应像水一样，以水为基准，保
持内心的平静安宁。 而水之性，不杂则
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
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
无为，动而以天行。 ”庄子似在说水，实
则在告诉人们：为人者，若透明如水，
心静如水，善莫大焉。 只有效法静水，
才能不偏不倚，与人为善，不为利欲所
动，不为世俗所累。 否则，会被这万千
世界的功名利禄等物欲所困扰，就会像
动力引起了浑浊一样，失去了晶莹剔透
的心，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如同迷途的
羔羊，最终木然地滑向那深不见底的黑
渊。

窗外突然雨声嘈杂，暴雨已至，我
也从无边无际的思绪中惊醒。 这场雨
终于落下，在水的滋润下，我仿佛看
到庄稼昂起了头，花儿借雨点作节拍
起舞，大地又显生机。 希望行人见此
美景，能懂得驻足品味，品味这水的
力量。

水浸大地，大地花开，勃勃有声。
水润心灵，心灵净化，润物无声。

（辅导老师：雷运祥）

上善若水贵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