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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岛 观 日 出
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 G1607 班

凌晨五点二十分，铃声骤响。
昨天深夜才抵达蜈支洲岛， 疲惫不堪的
我犹在酣睡，便被这清脆的闹铃声惊醒，只听
见爸爸在门口大喊：“安然，快起床！ ” 想起今
天早上要去观日出， 我一骨碌滚下床， 趿着
鞋，揉着眼，蓬着头发，像一个等待出征的小
战士站在爸爸身边，高声回答：“准备好了！ ”
爸爸笑着摸摸我的头，和我一道往外走。同行
的教授与兰眉阿姨早等在门口。 在黎明前的
黑暗中，我们向着观日岩出发了。
蜈支洲岛的凌晨， 山黑夜静， 林幽月
暗， 偶尔有一两只早起的鸟儿在树丛里扑
楞扑楞。 沿着小道紧走几步，斜径里闪出一
对青年夫妇， 牵着一个四五岁左右胖乎乎
的男孩， 身后还跟着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女
孩儿， 一家人焦急地向我们打探：“请问观
日岩怎么走？ ”见目的地一致，我们便邀请
他们同行。
山路忽上忽下，路牌若隐若现，幸亏教授

是个天生的导航员， 一行人顺着曲曲折折的
林间小道， 高一脚低一脚地紧跟着他的步
伐，生怕迷失了方向。 我一声不吭，步伐有些
沉重，只听见身边小男孩呼哧呼哧地喘着粗
气，不知不觉，感觉自己已是汗流浃背。
正埋头赶路，猛听领头的教授惊喜地大
喊：“到啦！ ”我立马抬头看去，呵，眼前豁然
开朗。 我们己站在陡峭的山崖边，天微微发
亮， 脚下这片海就这样壮阔地展现在面前。
远处海湾如墨，若有若无，海面零星几点渔
火，像闪烁在大海中的星光。 脚边海浪轻轻
拍打礁石，卷起朵朵浪花。 身旁岩松伫立，山
风微拂，松枝轻轻摆动，仿若跳起了迎接曙
光的舞蹈。 整个观日岩如一只蹲在山崖边的
蟾蜍，伸着头向海上张望，静静等待日出的
光辉照耀这片土地。
此时护栏边早己挤满了人， 天色尚早，
女士们伸颈叉腰，忙着转换各种角度顾盼自
拍；孩子们耐不住寂寞，在嘻嘻哈哈追逐打

易安然

闹；男士们则是熟练地沿着栏边架起“长枪
短炮”，只等按下快门留住那美丽的瞬间。
天色渐渐泛起鱼肚白。 海天一色的尽
头，两团大乌云像一对古稀老人，佝偻着身
躯相对低语。 不一会，乌云像让神笔勾出了
一道白边，再过一会，白边镀成赤金色，乌云
就像在烈火中燃烧的铁石， 慢慢变得炙热，
发出刺眼的光。 我闭了闭眼，感觉到人群里
一阵骚动，立马睁眼一看，但见乌云淡去，星
光不见，山的后面海的尽头，一抹红线沿着
海平面慢慢渗出，继而变成一弯弓弦，弓弦
被渐渐拉满，一不留神已化成了半圆，像一
个调皮的孩子从海平面上探出头来朝我们
微笑， 观日岩上的大人小孩们欢呼雀跃起
来， 纷纷喊着：“要出来啦！ 要出来啦！ ”果
然，仅若两分钟，一轮红日腾空而出，霎时间
天空霞光万丈，海面波光粼粼。 再过些许，迎
着耀眼的霞光，我们己睁不开眼了……
人群渐渐散去，我们仍留恋不已。 传说

中海岛上年轻的吴哥与支妹，也是坐在这里
并肩看日出么？ 那炼丹的道士，是否羽化成
仙？ 岛上何人初见日，海日何年初照人？ 这轮
红日，又可否年复一年、万载千秋地温暖这
片海，庇佑这个孤独又美丽的海岛和这岛上
的一切生灵？ 看着这宁静的海岛，我的心中
涌起无限遐想……
再看一眼这美丽的大海，我们一行人转
身默默离去。 行至半途，教授“啊”的一声，回
头一望，一团白色的鸟粪不偏不倚砸在他那
锃亮的额头上。 我们呵呵大笑，兰眉阿姨格
外开心：“你撞大运了，这是老天爷赠你的礼
物呢！ ”霞光穿梭林间，凉风翻飞衣袂，我们
的笑声与满岛的鸟鸣，汇成了一路交响。
是啊，我们都正撞着人生的大运。 我们
年轻着，健康着，一起快乐出行，无忧无虑地
看日出；我们沐浴着阳光，纯净着心灵，微笑
着，感恩着，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上
苍赐予我们的最好的礼物！

浅议物理教学中的作业布置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第二中学
对于物理教学而言，布置作业是每一个
物理教师必需要精心设计的重要环节，它可
以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让老师更好地了解
自己教学设计中的一些问题。 学生也可以很
清楚地了解自己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培
养独立学习的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我校作为城镇老牌学校，学生水平参差
不齐，我在布置物理作业时，常常出现学习
能力好的学生“吃不饱”，学习能力差的学生
“吃不了”，甚至部分学困生或有叛逆心理的
学生“不想吃”。 因此我通过以下方法来布置
作业：
一、布置的作业要“变粗为精”
在布置物理作业前， 教师应先做足功
课，认真考虑哪些基础知识的公式、方法必
须掌握；哪些类型的作业题有利于帮助学生
巩固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哪些类型的作业题
有利于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拓展学生的创新
意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哪些类型的作
业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解题能力等。 作
业的布置应变粗为精，教师要进行系统性地
归纳，按照教学预设循序渐进，有计划、有目

的地进行。
二、布置的作业要“变多为少”
重复练习容易抹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布
置物理作业一定要变多为少，化繁为简，通过
积点成线，积线成面，使学生的知识面逐步拓
宽，难点化整为零，提高练习的效率。不要让学
生死记硬背概念公式、抄笔记、背条框，呆板地
学习物理， 这样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导
致教学效果低下。教师应该先引导学生把教材
中的例题、习题都研究透彻，在此基础上，紧扣
教学内容，遵循教学大纲及教材的要求，多选
一些一题多解、一题多变的题型，结合学生的
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补充练习，以提高学生应用
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布置的作业要“由易到难”
布置的作业要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
由浅入深。一低起点，宽适合度；二低台阶，小
坡度；三略加难度，促提高。这样长期坚持，不
断使中差学生转化， 而且使学困生和学优生
都得到最佳发展。此外，教师必须把作业尽可
能地布置在大部分学生易于理解的范围之
内，作业量适中，对于难度过大的作业，教师

冯万华

可在上课时先做分析，让大部分学生理解，然
后可以独立思考解决，解决不了的，可由教师
在下一节课时再做分析。这样，在给学生布置
作业时，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应适当拔高，让这
部分学生吃得饱； 对于基础差的学生还是应
着重于基础知识的训练。 不能在布置作业时
采用一刀切， 否则会影响一部分学生学习物
理的兴趣，增加他们学习物理的心理负担，从
而给教学带来障碍。
四、布置的作业要“七十二变”
布置的作业不应该是单行道，我觉得学生
的作业应该一改过去只有书面作业的做法，提
倡设置多种形式的实践作业，培养学生应用物
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学习了八年级物理《运
动快慢》后，我布置多样化的作业，学生根据
自己的能力自主选择作业：1、 估算高峰时段
步行或者乘车上学的平均速度， 选择用时最
短的上学路线；2、在体育课上，测试自己短跑
100 米和进行 1500 米中长跑的平均速度，看
看自己的爆发力和耐力究竟怎么样？ 能不能
达到体育健康检测的标准？ 3、上网收集有关
运动速度的纪录，目前百米飞人是谁？ 他创造

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人类百米跑的极限是多
少？ 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是什么？ 光速最快
吗？ 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阐述某一概念、现
象、 定理……学生在准备和口答这种作业时
必须先组织好语言， 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思
考，能很好地培养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适当地布置作业是课程教学的自然
延伸，搭建了师生间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它
的优化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自主学
习的空间，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教学与
课程逐渐成为一种良性的“生态系统”。同时，
作业也是巩固知识形成能力的重要手段，是
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的重要途径。 在学习中，学生能主动地、保质
保量地完成作业，他们的思维力、创造力和想
象力都能得到良好发展。
以上是笔者在教学中对物理作业布置的
一些做法，长久以来，学生在这些丰富多彩的
作业中得到了提高， 他们知识面也会越来越
广，学习起来也就能越来越轻松。 也许这些做
法不能“立竿见影”，但对学生的终生学习和
自身发展来说，必将终身受益！

小学数学作业批改之我见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三元乡九年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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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评定、 批改学生的练习习题和作业，
是检查学生学习态度、 了解学生掌握知识情
况、有效得到教学反馈信息的重要途径。 然而
长期以来，特别在基层学校，对学生作业单一
的评价方式在表面上减轻了任课教师的工作
量，其实是加速了一线教师的职业倦怠，教师
每天闭起眼睛批作业，学生每天把作业当成敷
衍的任务，书写不工整，随意涂涂画画等不良

每个学生的潜意识里， 都渴望得到老师肯 “多漂亮的字， 要是能认真一点就更好了”；对
定、表扬和赏识，希望自己独特于他人，成为班 书写不工整，写字不认真的学生评语是“静下
级中的佼佼者。因此，作为教师应该在尊重学生 心来，你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东西”等等。就这
的基础上，学会赏识学生，用欣赏的眼光和包容 样，教师巧妙地把鼓励和批评结合起来，在表
的心态去批阅学生的作业， 从中寻找到学生的 扬时，肯定了其进步的一面，又指出了努力的
闪光点，用略显夸张的语句给予赞赏，用朋友般 方向，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外，作为教
的忠告给予激励，不打击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不 师，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要率先垂范，处处起
抹灭创新思维的火花， 甚至可以用调侃的语调 到表率作用，板演和批阅作业时的字迹要工整

效果。 学生在中高年级后，有了一定的模仿能
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对知识的巩固和辨析
能力大大提高。 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学优生帮
改前，老师首先要仔细地查看和批改学优生的
作业，以防出现对题错改。 另外还可以由教师
在台上板演讲解，学生在台下自改，小组复查
统计，使学生明白自己作业的对错，同时，还可
将做错的习题认真更正， 这样不仅节省了时

习气逐步放大。
在提倡个性教育、人文教育、学生主体地
位的当下，老师批阅作业时，简单地划几个勾
与叉，写上几个“优、良、合格”，或者像哄幼儿
园小朋友似的贴个贴画，都有悖于新课改的要
求。 教师在批改评定数学作业的时候，要充分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在
客观公正评价判定的基础上， 表扬学生的进
步，中肯地指出学生的缺点，促进学生全面、和
谐、持续发展。笔者在十多年从教时间里，一直
都担任中高年级的数学教学任务，在批改学生
作业这项工作中略有感悟：
一 、多用些亲近、激励的评价言词

把学生日常的行为习惯也带入到作业的点评
中，让他们越来越敢于表现自己，越来越亲近和
信任自己的老师。 班级中的学困生更渴望老师
能看到自己的进步，期盼得到老师的表扬，或许
老师一句不经意的鼓励就会改变学生的一生，
让他在自信和坚持中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学生的个体存在差异，在熟悉班级学情的
情况下，我采用不同的激励言辞，例如：对爱动
脑筋、成绩优秀的学生评语是：“你真棒，教师
还没想到有这种解法”“钻研比计算更重要”
等；而对那些脑袋灵活，可学习马虎的学生评
语是“希望你告别粗心，和细心交朋友”；还有
对那些书写工整， 但题目做错的学生评语是

规范、实事求是、充满激励和启发性，使学生能
时时刻刻感受到老师对他的关注、关心，在小
小的几句评语中，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二、多给师生合作、交流的平台
基层一线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我所带的班
级有 80 多人，一天的课堂作业、家庭作业、基
础训练，培优练习册加起来三百多本，批改下
来至少也得花四个小时，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
批改学生作业上，备课、教研、教学的时间就被
压缩。因此，学会在恰当的时机“偷工减料”，也
是教师的必备技能。 我们可以采取老师板演、
学优生批阅、小组长复查、学生自改等方法来
完成作业的巩固练习，达到和老师批阅一样的

间，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这种方法不
宜长时间使用，长期这样批改学生作业，少数
后进生就会产生惰性心理， 在教师讲解作业
时，干脆照抄，教师也很难了解每个学生掌握
知识的真实情况。 对于那些要过关的基础性、
关键知识点的习题，就必须由老师亲自查看批
改，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辅导，直到一一过
关为止。
总之，对学生数学作业的批阅，还是要以
教师为主，学生自改或互改为辅。 只有将多种
批改作业的方法合理搭配采用，才能让学生长
久地保持学习中的新鲜感和欣喜感，真正让所
有学生都喜欢学、愿意学、乐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