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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 作为科技
发展的基础教育，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已经逐步走进城乡学校的课
堂。 初中数学教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
农村学校虽还是一个逐步实施的过程，
但也成为农村中学教师探究的热点问
题。 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具有直观形象性、
丰富多彩性、富有趣味性、生动活泼性等
特点，可优化课堂教学、学习过程、学习
资源， 从而提高数学教学效率和教学质
量。 作为一个初中数学教师，应转变教学
观念，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正确借助和发
挥信息技术的辅助教学功能进行实际的
教学。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以下是我在教
学中利用信息技术从事探讨性教学活动
的点滴之谈。

一、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学生对
数学学科特点的理解

我在教学轴对称图形时，首先利用信
息技术展示现实生活各种精美的、具有轴
对称特色的实物场景图形，如各种特色建
筑（如天安门城楼图）等，让学生感受到生
活中有很多美丽的实物都具有轴对称性
的特点。其次我又在课堂训练中利用信息
技术设计很多交通标志图形，其中有很多
是轴对称图形。从而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既
来源于生活，又应用到生活中去，提高了
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二、利用信息技术的直观演示，突破
难点

数学的概念都具有抽象性， 如何正
确理解数学中的概念， 对于初中学生来
说确实是一个难点， 但他们的抽象思维
能力正处于一个发展阶段， 此时运用信

息技术能直观地把抽象思维显示出来，
可以给学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为他
们学习数学知识架设了一座由形象思维
到抽象思维过渡的桥梁， 对帮助他们突
破一些学习难点是有相当重要作用的。
例如：在旋转对称图形的教学中，我先利
用信息技术手段制作了一台运转的电风
扇，当电风扇的图像出现在屏幕上时，立
刻吸引了全体同学的注意力， 平时不爱
上数学课的学生这时也活跃了起来。 此
时屏幕上的风叶也将速度调到很慢的状
态（三片风叶的颜色各不相同），学生能
感受到当某片风叶旋转一定的角度后能
与另一片风叶重合， 这时整个风叶就像
回到了原来起始旋转的位置， 即与原位
置重合。 从而逐渐引入到常见的几何图
形中，如等边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正
五角星等。 利用信息技术制作成旋转动
画状态， 让学生能从真正意义上理解旋
转对称图形的概念， 此后让学生自己举
出生活中旋转对称图形的实例， 以进一
步加深对旋转对称图形的理解， 但必须
明确不同的旋转对称图形其旋转角度是
不同的，再明确旋转中心是什么。

三、创设问题情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不是每个学生都具有良好的学习数

学的兴趣，但“好奇”是学生的天性，他们
对新颖事物非常感兴趣。 因此，要激发学
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就必须想办法激
起学生的好奇心。 将信息技术融于课堂
教学， 利用信息技术图文并茂、 生动形
象、 能动会变的特点为学生创设各种情
境，可激起学生各种感官的参与，调动学
生强烈的学习欲望，激发动机和兴趣。 例
如：在“平移”的教学中，我首先利用信息

技术播放了人们在超市乘坐电梯时的情
境，让学生感受到“平移”现象就在我们的
生活中。 而后播放汽车在公路上行驶，飞
机在空中飞行，学生骑自行车上学的视频
场景，让学生体会理解“平移”现象在生活
中随处可见， 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进而展示几何中一些几何图形的平移
现象，让学生真正理解“平移”的含义。

四、利用信息技术在数学课堂教学中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

教育教学是一脉相承的， 在课堂教
学中， 通过一些实例学习加强对学生进
行思想教育， 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也
是十分有益的。 例如：在进行“平移”教学
时，通过多媒体播放“神舟五号”升空的
场景， 让学生明白这一升空现象就是一
个“平移”，这次空中的“平移”是科学家
们辛勤劳动和汗水的结晶， 青少年学生
要将科学家们勤恳工作、 奋力研究的精
神运用到我们的学习中来，学好本领，长
大以后也像科学家们一样为振兴中华贡
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以此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也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
育，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感 。

以上是我利用信息技术运用于数学
教学中的探索点滴，我认为利用信息技术
能更有助于数学教学课堂活动的开展；有
利于打破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有利于培
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拓展学生
的抽象思维和空间思维能力；有利于活跃
数学课堂气氛，加强双边互动和提高数学
课堂教学效果。

总之，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并与
数学学科深度整合，将是现代数学教学发
展的必然趋势。

信息技术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点滴
衡阳市衡阳县渣江镇中心学校 高小平

那天，是孩子们期待已久的日
子，全校师生去岳屏公园春游。

在等待坐碰碰车的长长队伍
中，我站在学生的前头，焦急地希
望快点轮到自己班。有些孩子等得
太久，就在附近的空地上玩耍。

“老师， 我可以去捡纸飞机
吗？ ”一个平日非常调皮的男孩子
从闹哄哄的队伍中挤到我的面前
郑重地问道。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
去，发现一架纸飞机正稳稳地停在
一块草地上。 绿绿的草，白白的纸
飞机，很是显眼。 草地边上还围着
四、五个探着身子的男孩子，可谁
也没有踏入那块草地。

一阵欣慰， 我也郑重地点点
头。 得到应允后，他欢叫着跑到草
地边上，莫名其妙地脱下鞋。 还没
等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已穿着
雪白的袜子， 踮着脚踏上了草地，
飞快地捡起纸飞机，又踮着脚走了
回来。

我连忙跑过去，责备地说：“看，白袜子脏了！为什
么要脱掉鞋子进去呢？ ”

他抬头看着我，郑重其事地说：“这样小草就不会
那么疼了！ ”说完，他低下头，拍掉白袜子上沾上的黄
泥，穿上了鞋子。

我愣住了，因为感动。 小草娇柔，经不起人类的
践踏，只有童心未泯的孩子才会在乎小草的生死。

令人欣慰和感动的不仅仅是一架纸飞机。
在我们的队伍经过的每一株傲放的鲜花前，孩子

们没有伸手摘下一朵娇嫩的花；在休息午餐时，孩子
们的桌布没有一块铺在草地上； 在队伍集合回校时，
散落四周的食品袋、易拉罐都被整理在一起，孩子们
还帮着工人一起清扫呢！

一次春游，一次文明的实践；一个行动，一面
文明的旗帜。

孩子们之所以在春游活动中有如此表现，正是学
校和班级长期文明教育的结果。 而今，文明创建活动
已深深印入孩子们心中，使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受
到熏陶和感染。

在班级里，他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学习上你追
我赶；

在学校里，他们文明守信，爱护环境，积极美化
校园；

在家庭里，他们尊老爱幼，勤劳节俭，向家长们示
范着学校文明创建的成果……

还记得：
主题班会上， 回荡着他们向英雄学习的铮铮

誓言；
百米长的白布上，签上了他们“拒绝毒品”的稚嫩

笔迹；
十字路口，留下了他们维护交通的热情身影；
广场里，洒下了他们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的

辛勤汗水……
身为一名教师，我常常向孩子们示范着，向社会示

范着。 可是我更常常被孩子们示范着，这何尝不是一种
巨大的幸福呢？

我们的校园成为了一部无声的教科书。 操场旁
“四大发明”文化墙，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花坛间
的孔子、 蔡伦等名人的塑像， 教育学生追慕先贤光；

“中国梦”石头书卷朴实厚重，令人奋发向上；“寒夜苦
读”雕塑鼓励学生勤奋学习，珍惜时光。

我们的校园建设充分展示学生才华。 操场围墙布
置“素质教育成果展览”；走廊和教室墙壁上张贴着学
生的书画作品；每一层楼展示一个文化主题。 学生的
参与让校园文化更加生动和丰富，围墙、走廊、教室成
为展示我们小小少年艺术才华的舞台。

“光荣小讲台”是我校的德育品牌活动，学生轮流
上台讲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光荣事迹， 班会上人人讲，
升旗仪式上优先讲。 在全校学生中形成了“学光荣、做
光荣、讲光荣、争光荣”的浓厚氛围，既塑造了学生心
灵，实现了自我教育，又促进了家庭教育，形成了学
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荣辱观教育体系。这一活动
取得了良好的德育效果，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得
到了多家新闻媒体的重点报道。

在优美的育人环境下， 在成功的教育示范下，在
每一个堪称文明楷模的教师指引下，文明之花怎能不
开遍孩子的心田？ 怎么不开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孩子的执着，美丽的童话，谁能不为之感动？ 当
天真的孩子将我们文明创建的成果一次又一次地向
家庭、社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传播和示范，辐射在
人们心灵上的将不仅仅是感动！

班主任是班级集体的指导者和组
织者，也是各方面教育影响或教育力量
的协调者。 班主任从任职那天起就要有
目的、有计划地教育管理好学生，让学
生全面发展。 班主任的工作对象是有思
想、有自尊心和有进取心的学生。 实践
证明，要做好班主任和班级工作，必须
从了解和研究学生入手。 除了要掌握和
了解学生个体与集体两个方面的思想
品质、学业成绩、兴趣爱好、特长、性格
特征、成长经历及家庭情况、社会环境
等方面的情况之外，还要重视观察班集
体的发展情况、班干部的情况等。 具体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爱生如子，充分信任学生
要想了解学生，首先要热爱、关心、

信任学生。 这也是教师应遵循的基本道
德。 从学生的心理需要上讲，爱和信任是
他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我所带的一年
级班上有一名姓尹的女学生， 这名学生
的年龄和个子都很小，接受能力较差，每
天的学习任务对她来说都比较重， 作业
无法按质按量完成。 刚开学时，她每天都
哭着不肯进教室，也不愿和老师、同学交
流沟通。 有天早晨，她又哭喊不停地要跟
妈妈回家，我把她搂到怀里，带她回到办
公室，问她哭的原因，她说肚子疼，我要
带她去医院，她又不肯，于是我让她躺在
沙发上休息，并慢慢地安慰她。 在我耐心
地引导下，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乖乖
地回到教室认真上起课来。 之后，我经常
和她谈心，很快就看到了她的变化，每天
上学来得早，也不哭了，课堂上能听到她
朗朗的读书声了，学习也进步了，而且变
得越来越开朗， 每天都带着笑容和老师

讲话。
如果班主任能以发自内心的爱和信

任去对待学生， 那么学生就会把你当做
父母或知心朋友， 有什么事都愿意向你
倾诉，让你帮他想办法，有快乐也会和你
分享， 你会从中了解他们的性格特点及
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兴趣爱好等，从而找
出最佳的教育方法。 另外，班主任对每一
个学生都要一视同仁， 要善于发现每个
学生的长处，看到他们的优点，尤其是差
生，当他们有一点点优点或进步时，都要
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 这样使他们有更
大的学习劲头和信心， 从而促进他们向
更好的目标进军。

二、了解和掌握每个学生
学生学习生活的良好情绪很大程度

都来源于师生间良好的交流，为此，班主
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去和学生交流。 我
经常利用课间和学生谈话， 吃饭时和学
生一起进餐，带动和鼓励学生多吃饭，不
要挑食，学生看到老师吃得津津有味，他
们也会争先恐后地去盛饭、夹菜，也吃得
香甜可口了。 如果班主任对学生漠不关
心，就难以和学生相处得愉快，无法了解
学生的习性， 更谈不上对学生进行教育
了。 班主任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学生各方
面的情况，把握他们的性格爱好，就能为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打下基础， 从而能
顺利对学生开展各方面的教育工作。 我
班学生对我的语文课很感兴趣， 学习积
极性非常高，背书、默写都很积极，下课
时，学生都围着我背书、看作业、问问题，
尽管很累，但我很开心，看到这群活泼可
爱、热爱学习的小家伙们，我心里总是甜
滋滋的。

三、善于观察学生
在学习、生活中，学生常通过言行表

现出他们的真实行为和思想。 因此，洞悉
学生的内心世界，需要长时间不动声色地
观察，并进行多方面的验证。 观察时要注
意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切勿
主观臆断， 以免对学生的心灵造成伤害。
只有这样，才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并在此
基础上采取灵活有效的教育方法。

四、多与学生谈话交心
班主任必须经常深入到学生的学习

生活与校内外活动中去， 和学生广泛地
接触，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思想动态，
做他们的好朋友，帮助他们克服学习、生
活中的困难。 班主任与学生交流时要选
择合适的方式、技巧以及态度，并营造良
好的氛围，以消除学生的紧张感，使其不
受拘束， 毫无顾虑地倾吐自己内心的真
实想法，只有了解了学生，才能进行全面
地分析， 以此有效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和
教育。

五、常与家长沟通
农村学生留守儿童较多， 他们大多

数是由爷爷奶奶隔代照顾， 由于缺乏父
母的直接关爱和管教， 部分孩子易产生
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因此，教师要多与学
生家长沟通交流，多做家访，及时向家长
了解和反映学生的学习动态及心理变
化。 这样进行双面教育，才能使学生朝正
确的方向前进。

当班主任不容易， 当好班主任更不
容易。 我愿时时刻刻为当好班主任而努
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在今后岗位
上踏踏实实、 勤勤恳恳， 扬起理想的风
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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