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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乡土文化在美术教学中的融入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思源学校

生的学习兴趣， 活跃了课堂气氛，培 收到很好的效果。
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学生初步认
三、提炼乡土文化的精髓，激发
识本土文化与美术教学之间的密切 学习热情
联系。
在本土文化和劳动过程中， 每一
二、走进生活，把最本质的乡土 个场面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这些直
文化继承下来
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艺术源泉， 都是
让学生找寻生活中的美术作品， 美术课很好的写生素材。 教师可以鼓
对本土文化中蕴含的美术作品进行 励学生身背画夹、手拿画笔，自由大胆
鉴赏，是切合孩子认知实际的一种好 地去描绘，去赞美自己的家乡，让学生
的做法。 对学生来说，如果所选取的 在熟悉的家乡中寻找美， 在取材的过
素材都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内 程中欣赏美，在绘画的过程中创造美。
容，对他们来说要容易得多，也生动 这样的活动不但使学生领略了大自然
的美， 同时还激发了他们对家乡的热
得多。
教师首先在课前 要 求 学 生 自 编 爱之情。 同时还要把本土美术教育与
成小组，对自己身边本土文化中蕴藏 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开展各种展
的美术因素进行收集整理，在这个过 览活动，如“本土景观风景写生作品
程中感受美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 展”“家乡美书画展”等，还可以与其
教学中，以学生收集的典型物品等作 他学科共同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为素材，要求学生用简洁的语言描述
学习美术就是要让 学 生 学 会 感
自己看了这些图画以后的心理感受。 受美，从而创造美。 我们有着得天独
学生们纷纷兴致勃勃地聊开了：“土 厚的自然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
家”在汉语中是本地人的意思；土家 化资源， 就地取材的机会非常多，如
族人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 主 开展剪纸、树叶粘贴画、花草粘贴画、
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与汉、苗等 泥人捏制等教学，有条件的时候还可
族杂居；土家族服饰崇尚俭朴，喜爱 以参观西兰卡普的编织厂，看看非遗
宽松，装饰简单，注重喜色，具有鲜明 文化，既提高孩子的创新能力，又对
的民族特色；土家妇女的头上缠着圈 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有着很大的促
型的墨青丝帕或布帕，老年妇女喜欢 进作用。
青蓝色的布衣，只在两个衣角绣些花
总之， 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我
卉图案，女装胸前钩花，袖口和衣襟 们应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跳出
上饰以小条花边。 有的妇女穿大脚筒 “纯美术”“专业体系”的小圈子，进入
裤，裤脚处滚上梅花条。 教师在充分 美术文化的大环境，注重本土文化在
肯定学生的回答后，可乘机简单介绍 农村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竭力去开发
相关的人文历史与传统，往往能使一 我们身边的美术资源，使美术教学更
堂简简单单的美术课变得丰富起来， 富有生气与活力。

浅 谈 高 中 生 写 字 教 育
湘西自治州龙山高级中学
在高中生的测试卷中， 笔者发现
很多学生都是写的行书， 一笔一划认
真书写楷书的学生不多。 在快节奏的
高考压力下， 对书写速度和答卷速度
的要求，决定学生不可能“磨延工”。但
是，高中生能拿起笔静下心来写字，能
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益处。 下面笔者
就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 谈谈高中生
的写字教育。
一、写字时的心情和姿势
戴上耳机， 播放一些自己喜欢的
轻音乐，花上 20 分钟左右的时间静心
习字，可以宁心和静气。当快要写完的
时候，心情慢慢平复下来，之前理不清
的思绪，也渐渐能够剥茧抽丝，明朗了
起来。 因此，对高中生来说，慢慢写字
更是一种平复心灵的抚慰剂。
叶茂必须根深， 正确的写字姿势
是写字的第一步。教师要引导学生：头
正身直腰不弯，双脚平放肩自然。学生
面对桌子坐下，胸部靠近桌边，两脚平
放地面与肩同宽，小腿和脚不用力，身
体重量集中于臀部和大腿与椅子的接
触面，腰背挺直，肩胛骨略内收，略收
腹，颈要正，头也要正并略前倾，目视
纸面， 练习本子应放在身体中线右侧
的合适位置， 以利于右手运笔和视觉
控制为标准。 握笔时，强调书写的“轻
字诀”，手掌中空，下笔轻盈，注重教师
的示范。 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姿势不对
时，教师应及时提醒。
二、克服写字的“耐受期”
在教师的指导下， 大部分同学刚
接触写字就剔除了不少以前写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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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陋习，都能感受到明显地进步。但是 生们说说我哪个地方写得不漂亮，这
通过每天 20 分钟以上的时间练习，半 样他们就对字特别感兴趣。 学生对字
个月左右会出现第一次“厌倦期”，明 有了正确的评价标准，就很关注写得
明对着字帖刚刚写完的字， 看过去看 很美的字，从而爱上写字。
2、学会描字。 除了勤奋、刻苦外，
过来都不太顺眼，写得越快越不像，越
乱越觉得没有进步。 其实，这是已经进 写字方法的掌握也很重要。 描字也叫
步到了一个阶段。 眼高是手高的前提， “影写”，就是用半透明的纸蒙在字帖
发现不了美，不知什么是美，就更谈不 的上面， 先观察这个字是什么结构，
上创造美了。 作为教师，就要引导学生 是否要写得左窄右宽，上下是否要齐
发现进步，不必拘泥于从何处入手，慢 平，注意哪些笔画落在中线上，哪些
慢让学生进行每天一字的“攻坚”练 笔画要发生变化， 一笔一划地写，不
习，认真看清每个字的笔顺，边看边用 要重复涂涂画画，边写边体会运笔之
右手右指“书空”，等到将该字全部牢 法，每写完一次就对照着比较，看看
记于心再动笔写， 将心中所有落实到 是否走样，不正确的笔画再写一次。
3、学会写字。“永字八法”不仅要
纸上，待到自己满意了，再与原帖仔细
对照， 在随后的练习中有意识地改进 看通，更要学透，突出学生想象力的
培 养 ： 侧（点）， 如“飞 鸟 翻 然 侧 下 ”，
这些不同，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度过了“耐受期”，学生就会有一 “又如高山堕石”；勒(横)，“如勒马之
个“自我感觉良好期”，这时学生会有 用缰”；努（竖），“有引弩两端皆逆之
创作的冲动，他们读帖时会发现自己 势”；趯（钩），“如人之趯脚，猝然引起
的眼光已经提高了不少，经过一段时 而全力注脚尖”；策（挑），“如策马之
间的练习，要能达到合上帖也能写得 用鞭”；掠（长撇），“如篦之掠发”；啄
（短撇），“如鸟之啄物”；磔（捺），“裂
八九不离十。
三、写字时的具体指导
牲谓之磔”。 努力让学生在书写每个
1、学会看字。 在书法教育的起始 笔画时，心中能构想起一幅幅形象生
阶段， 特别是楷书练习，“永字八法” 动的图画。
无疑是基础。 先注意观察每笔每划书
汉字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灵魂，凝
写到什么位置，先整体，后局部，笔画 聚着一种民族精神。 规范、端正、整洁
的长短、粗细、比例都要进行仔细地 地书写汉字，是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
揣摩。 学生仔细观察后，按照这样的 基础。 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具备熟
方法也把字放到田字格里，如此一来 练的写字技能，具有初步的书法欣赏
写出的字就很漂亮了。 有时，我故意 能力，是现代中国公民应有的基本素
在田字格里写一个不规范的字，然后 养。 因此，指导高中生慢慢写一手好
问学生：“这个字写得怎么样？ ”让学 字，是我们教师的重要任务。

科教论坛
2017 年 5 月

17 B1
星期三

丁酉年四月廿二
2017 年第 19 期 总第 2155 期

http://epaper.voc.com.cn/kjxb/
联系电话：0731-84329417 QQ：353935964

在小学语文课堂上， 读是一条贯穿始
终的线索，字、词、句、段、篇的学习，无一不
是在读中完成，在读中巩固。 有效地朗读是
一个双向活动：在“读”中“悟”，在“悟”中
“读”。 小学低年级学生对于文字的抽象理
解能力相对较弱， 很多时候要依靠读来帮
邵
助理解和感悟，在这个环节中，读是一个吸
阳
收的过程。 而“悟”中的“读”则是一条输出
市
邵
的通道， 当文字信息被很好地理解和接收
阳
时， 孩子们便迫切地需要以朗读的形式去
县
内化、去升华，这个环节的朗读，往往能嘤
塘
嘤成韵， 不仅可以帮助记忆， 还能陶冶情
渡
口
操，激发孩子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同时
镇
也满足了他们的表现欲， 大大提高了他们
第
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可谓一举多得。 故此，
一
如何合理有效地指导朗读， 如何巧妙地安
完
全
排和利用朗读这一环节，使之服务于课堂，
小
是每一个语文老师面临的挑战。 我认为，可
学
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确保我们的朗读
教学扎实有效。
唐
小
一、重视基本功的训练
海
朗读是一种出声的阅读方式，《语文课
程标准》指出，朗读教学的总要求是能用普
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其中
的“正确”一说，指的就是普通话发音准确，
吐字清晰。 由此可见，普通话的基本功训练
是正确朗读的前提。 汉语拼音的教学在一
年级上期就已经完成， 但是由于方言的影
响， 孩子们在朗读中往往会碰到一些难点
音，这些音发得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完美，就
会成为朗读的绊脚石， 以下是我在教学实
践中，根据本地方言语系的特点，总结出具
有代表性的几组难点音。
1、 平舌音和翘舌音（z——
—zh，s——
—
sh，c——
—ch）
平翘舌的区分关键在于舌位， 教学时
一定要让学生明白，发平舌音时，整个舌面在口腔里自然平伸，舌尖
轻抵下齿龈，上下齿对齐，气流从齿缝间挤出。 发翘舌音时，舌尖上
翘，轻触上颚。 孩子们通过反复实践，不难找到正确的发音位置。
字音对比训练：自立——
—智力，刺刀——
—迟到，三岁——
—山水
2、鼻音和边音（n——
—l）
区别鼻音和边音的关键不在舌位，而在于气流的通道，发这两
个音时，舌位完全相同，都是舌尖轻触上齿龈后快速归位，发“
n”时
气流从鼻腔通过，故称鼻音。 发“
l”时关闭鼻腔通道，让气流从舌头
两边逸出，故称边音。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让孩子自己体会气流的
通道，可以捏住自己的小鼻子去感受和比较。
字音对比训练：老牛——
—脑瘤，榴莲——
—流年，纳凉——
—辣娘，
恼怒——
—老路
3、前鼻音和后鼻音（an——
—ang，en——
—eng，in——
—ing）
前后鼻除了韵头的位置略有不同外， 最关键的在于韵尾的处
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归音”，只要归音到位，就能发出漂亮的前
后鼻音。 首先看前鼻音的韵尾，舌尖抵住上齿龈，气流从鼻腔通过，
有点类似于发声母“
n”的前半部分,重点注意舌尖不要归位，一直抵
住直到发音完成。 任何一个前鼻音，只要韵头发音稍稍靠前，再加
上上面提到的韵尾， 就会是一个规范的前鼻音。 发后鼻音的韵尾
时，舌尖自然平伸，舌根上抬，软腭下降，同理，韵头发音稍稍靠后，
再加上韵尾，就是一个规范的后鼻音。
—厂房，深沉——
—生成，音像——
—影像
字音对比训练：产房——
当然，除了以上几组难点音的训练，朗读基本功的训练还包括
轻声、儿化、变读及停连等，这些都是要结合具体的语境去练习的。
二、以情带读，以评促读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
理解、欣赏和评价能力。 朱熹也曾经说过：凡读书，需要读得字字响
亮，不可误一字，不可牵强暗记。 而且要逐句玩味，反复精详，诵之宜
舒缓不迫，字字分明，这样，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其材料的意义、气韵、
节奏，产生一种立体学习的感觉，这个立体学习的概念，跟课标的要
求完全吻合。 当孩子们深刻领会了文章的思想感情，并且用朗读的
方式去传情达意，他们能从自己理解的角度去欣赏去评价同伴的朗
读，这个时候，我们的朗读教学就可获得巨大的成功。
1、以情带读
以情带读是指在理解的基础上读，融入自己的情感读，在读的
过程中更加深了对文字的理解和感悟，朗读也会渐入佳境。
2、以评促读
朗读评价，同样是朗读训练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通过评价
提供的反馈信息，对于帮助理解和指导朗读，也是功不可没。
总之，朗读是开启语文学习大门的一把金钥匙，是培养学生综
合性语文能力最有效的途径。 尽管在网络时代，教学设备及教学方
法不断得到优化，但始终无法替代以学生为主体的读，引导学生多
读书，训练学生读好书，是语文老师永不过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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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美术教学中, 往往是教师
讲、学生听；教师示范、学生临摹，学生
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无法体现, 造成学
生想画画不好,甚至产生厌画的情绪。
作为教师， 要充分挖掘本土民间乡土
文化资源，合理利用、积极开发课程资
源， 给学生提供贴近生活实际的美术
教育资源， 拓展学习和运用美术的渠
道，在美术教学中要融入乡土文化，让
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美术教学中来。
湖南湘西地区有很多独具特色的
民居吊脚楼，吊脚楼集建筑、绘画、雕
刻艺术于一体， 是土家族建筑雕刻艺
术的杰出代表。 丰富的自然环境、悠久
的文化积淀， 为美术教育提供了生动
的课程资源，从而培养孩子感受美、表
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一、展示民族特色，吸引学生主动
参与
在以往的美术欣赏课中， 由于课
堂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相去甚远， 在教
学方法上多由教师当主角， 学生当听
众， 一堂课下来学生根本无法切身体
验欣赏作品所带来的愉悦。 我们把本
土文化与美术联系起来， 并创设美的
环境， 可以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受
美，激发他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因此在欣赏课中，教师可一边用
投影、宣传片给学生介绍湘西地域特
色的人文、建筑及自然风光，一边播
放音乐，使学生在浓厚的兴趣和强烈
的求知欲中受到美的熏陶。 独具特色
的土家民居吊脚楼、美轮美奂的民族
服饰、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活动……
不仅让学生开阔了视野，还激发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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