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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农村小学实施愉快教育
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松坡学校

在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
今天，深入探讨愉快教育的基本理论
和教育方法，对于促进学生健全人格
的形成和提高教育质量有着重要意
义。 笔者作为一名在农村小学从教 30
多年的教师，长期以来面对农村小学
的一些现状，认为在农村小学实施愉
快教育非常重要。
现阶段的农村小学学生负担过
重，学习太辛苦，生活太单调，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书包越来越
重， 导致一些孩子们的脊椎负荷过
大，好多家长都给小孩置办了有滑轮
的书包。 2、学习时间越来越长，很少
有体育锻炼的时间和做游戏的时间，
更没有接触社会和大自然的时间。 3、
作业越来越多， 整天不停地抄写，小
小年纪就成了近视眼。 4、学业负担过
重，家长望子成龙，老师要考试成绩，
迫使学生睡眠不足，活动太少，导致
学生发育不正常。 5、各市县乡镇教
育主管部门每期都要进行语文、 数
学、英语的教育质量检测，并以这三
科的成绩作为学校的主要考核指
标。 为此大部分学校把大多数时间
都用于这三科的教学， 导致很多农
村小学的音乐教学、 体育教学及学
生的各种活动都被取消。 学校里听
不到歌声，看不到学生做操，排球、
乓乒球、篮球场基本瘫痪，学生在单
调、枯燥、劳累的环境中生活，这是
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小学生的学业过度繁重，这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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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成长是不利的，要想改变这一现
状，迫切需要实施小学愉快教育。
实施愉快教育是农村小学教育
发展和改革的必然趋势。 因为儿童的
天地是五彩缤纷的，生活是欢乐活泼
的。 就算是成年人也应要讲究劳逸结
合，对待儿童我们怎能只讲张而不讲
弛呢？ 只讲劳而不讲逸呢？ 我们应当
尊重儿童，把本来属于儿童的欢笑还
给儿童， 使他们拥有自己的一切，真
正成为学习和生活的主人。
有一位外国教育家谈论儿童时
曾说过： 游戏是儿童的正当行为，玩
具是儿童的天使。 他告诉我们不要剥
夺儿童的游戏权力，不要剥夺儿童课
外活动的权力。 也就是不要让学生太
忙太累， 要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
生活，无忧无虑地游戏。 在愉快教育
中， 使学生获得发展的时间和条件，
学生的素质才能得到全面提高，个性
也就能得到发展。
愉快教育的实质就是在国家教
育方针的指导下，把小学办成儿童愉
快学习和健康成长的场所，实现毛泽
东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
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
的基本要求。 这个基本要求体现了老
一辈领导人对年轻一代的希望，是各
级各类学校办学的基本原则，对儿童
在小学阶段接受启蒙教育极为重要。
愉快教育能让儿童愉快地学习，这既
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
会发展的需要。

儿童天性活泼，爱玩好动，对客
观事物有强烈的好奇性，对喜爱的东
西有浓厚的兴趣。 心理学研究表明：
儿童喜欢在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环
境中学习，兴趣越高，学习效果越佳，
情绪好坏是与学习好坏成正比的。 儿
童的学习情绪好，大脑皮层处于兴奋
状态，脑子就活，反应也快，求知欲望
特别强。 情绪好，心扉一打开，思路就
畅通，最容易吸收知识和信息。 脑筋
开动了， 大脑处于积极思维状态，最
有利于激发思考力、 想象力和创造
力。 相反，如果儿童情绪不好，学习环
境枯燥、乏味，就难以引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 心理上的不愉快直接影响知
识的接受程度，轻松愉快的情绪可以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进取心。
愉快教育是社会发展所需，主要
是针对学生思维不活跃， 缺发主动
性、 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而进行
的， 它有利于培养儿童从小爱动脑
筋，发展儿童思维，使儿童从小思维
活跃，思路开阔；有利于培养儿童的
主动性、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有
利于培养儿童 从 小 朝 着 解 放 思 想 、
转换脑筋的思维方式发展， 使其长
大后，形成转换脑筋、更新观念、 实
事求是的良好思想素质， 这就是开
展愉快教育的精髓所在。 愉快教育
让学生“乐中学”“学中乐”，学生对
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浓， 学习成绩得
到了稳步的提高， 达到了减负不减
质的良好效果。

浅谈小学数学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
邵阳市洞口县石江镇江潭完小 扬辉湘

学习数学， 最重要的是培养做题
思维和理解能力，数学解题的阅读方
式是思维和理解的基础。 笔者面对当
前学生的数学阅读现状，略谈几点数
学阅读的引导策略。
一、“满堂灌”的数学教学模式削
弱了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由于小学生注意力稳定性较差，
面对一些抽象的公式、定义以及单调
刻板的计算题时， 注意力很容易分
散。 绝大多数的老师会把教材中的计
算方式照本画图板书出来， 长此以
往，导致出现了“满堂灌”的教学模
式，脱离了阅读的基本技能。
二、数学阅读的兴趣性
“阅读是一种从语言符号中取得
意义的心理过程。”阅读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
在授课时，要注意调动课堂气氛，鼓励
大家踊跃阅读，让“潜力生”也敢于思
维。这种阅读可活跃课堂气氛，有利于
学生对题意的思维和理解。
三、怎样引导学生的兴趣性
（一）示范诱导，辨别关注
数学老师应该给孩子们做一个
示范。 比如：在《圆柱》一课中“圆柱的
两个底面是完全相同的两个圆”这一
知识点， 在阅读时应一开始就抓住
“完全相同”这四个字，得出“面积相
同”“形状相同”的结论，以加深学生
对圆柱相关概念的理解。
（二）内外应和，互促双赢
教师要努力给学生创造阅读的
机会， 要让学生在课堂内充分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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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比是 4∶5”可以换成
“
男生人数比
在课堂外尽情地读。
（三）灵活多样的阅读方法，激发 女生多 1/4”“男生人数相当于女生人
学生的兴趣与热情
数的 125％”“女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
1、引入兴趣境界，以“
凝”导读
4/5”“女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 0.8 倍”
学习的最好刺激就是对所学材 等等。 这样让学生学会把一种数量关
料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如，教 系“换句话讲”，还可以使题目的条件
师教授学生“厘米、分米”的概念时， 变得更加直接，让已知条件、未知条件
可以课堂导入一个趣味故事：“早上， 以及所求条件三者的关系一目了然。
小红从 2 厘米的床上起来， 穿上 15
4、咬文嚼字，以“辨”明读
分米长的衣服、9 厘米长的长裤，再穿
在解决问题的教学中， 关键字词
上 20 厘米长的鞋，拿着 15 分米长的 的讲解必须准确、透彻，要注重对“占”
牙刷，从 5 毫米长的牙膏里挤出 1 厘 “各”“
分别”“
相当于” 等词义的处理。
米长的牙膏刷牙。 ”教师故意让学生 如：“小明家一个人每月大约产生 37
通过阅读， 发现题面明显的错误，学 千克垃圾， 一个人每天大约产生多少
生就能及时加深对“厘米、分米”概念 垃圾？ 三个人每年大约产生多少垃
的感知。
圾？”一题中，学生要学会认真分析、比
2、以“动”带读与思维并举
较题中的“每月”“每天”，嚼透关键词
数学阅读理解重在把阅读的内 后去找对应量，再进行合理地解答。
容转化为易于接受的语言形式。 老师
（四）、激励表扬，及时评价
可以边读题边写一写、画一画、做一
教师可以每天或者每周在班上对
做。 比如：“把一个圆分成若干相等的 学生该阶段的阅读表现， 进行一次小
扇形形状，拼成近似的长方形，圆的 组竞赛，对于表现好的小组及其个人，
周长增加了 6 厘米， 求长方形的面 老师要及时给予表扬鼓励， 对暂时落
积。 ”要想学生学会解决这类问题，可 后的小组及其个人， 老师要善于发现
以引导学生边读边画图，并将语言转 他们身上其他的闪光点， 促使他们比
化为直观形象的示意图，这样，学生 昨天的自己再进步一点点。
很快就能发现增加了两条半径，问题
换而言之， 良好的学习习惯是一
便能迎刃而解。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需要学生之间
3、以“解”促读，多方表述
的相互提醒，家长老师们一起督导。由
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述问题， 语言 此， 我们只有在每一节课上都有意识
就是智力灵动的体现。 比如：“某学校 地给学生们撒下数学阅读的种子，才
一年级 360 名新生中， 女生人数和男 能使数学阅读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行
生人数的比是 4∶5， 男女生各有多少 为， 让每个学生都能通过数学阅读受
人？ ”那么，关键句
“
女生人数和男生人 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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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班级中班风的好坏， 将影
响班级中每一个学生的成长， 而班
主任工作的好坏将对班风建设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 笔者在多年工作中，
对开展班级各方面工作有过不少
酸、甜、苦、辣的感受，特别是德育工
作这方面，本人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从平常中抓德育
湘
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
西
过程中，要把尊重、信任和爱护学生
自
治
与对学生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要教
州
育学生，必须多了解学生，多和学生
龙
山
谈心，要热爱全体学生，关怀每个学
县
生， 尤其是后进生和具有特殊情况
思
源
的学生，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学
加强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校
对后进生的缺点、错误要耐心教育，
龚
不能简单粗暴地训斥， 而是要尊重
秀
萍
他们，采取摆事实、讲道理，做到以
理服人，以情感人，架起师生之间信
任的桥梁，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为
教育学生创造有利条件。
有一天， 我班一名学生在课间
操后第三节课突然不见人了， 由于
我校是采取封闭式管理， 没有请假
手续，学校门卫不会让学生出校门。
我在学校找了一圈， 终于在食堂找
到他， 当时他正在听音乐， 看到我
时，他有点不太好意思
。 我没有批评他，而是笑着说：“你挺
会选择地方的，这里环境挺不错。 为
什么不去上课，是不是有心事？ 不要
有顾虑，这节课我们就在这里好好谈谈。 ”他向我诉说自己不想
上学了，想去当兵，因为以前的同学有去当兵的。 我首先表扬他
学会思考、规划自己的人生生涯了，而后结合这学期开设的职
业生涯规划课程，和他谈起人生规划，慢慢引导他认识到现在
是学习的关键时间，他年龄还小，等毕业后再去当兵更适合，以
后的发展空间更大。 通过这次对话，他也认识到现在应该以学
业为重，从此再也没有发生逃课现象了。
二、从细微处抓德育
学生的生活是由一件件小事构成的，学生的思想、品德及
行为表现也时时受到小事的影响，“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而为之”说的就是小事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 要转变以前
“保姆式”“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从学生的生活入手，从细微处
抓起，积极倡导生活德育，狠抓养成教育，以“学文明树新风”活
动为有效载体，大力开展诚信教育、行为规范教育、感恩教育等
主题教育活动，求真务实，达到了春风化雨的效果。
德育工作应从小入手， 围绕学生生活中的小事设计教育
方案。 首先对学生提出的德育目标和要求要小，如对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时， 告诉学生爱国主义最真切的表现就是热爱
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接受改革开放，而最直接的行动
是刻苦学习，爱父母、爱老师、爱周围的人，热爱自己所在的集
体，遵守纪律等一些学生易于做到的“小事”。 又如对学生进行
美德教育时，我们可以要求学生给父母端杯热茶，向周围的人
说声“你好”“再见”，对偶尔遇到的求救者或贫困者给予帮助，
或顺手拾起地面上的废纸……这样的要求学生容易接受，也
能轻松地做到， 从而使学生在做这些小事中逐渐培养起高尚
的道德。 其次开展的活动要小。 教育无小事，事事皆教育。 作
为德育活动应围绕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点滴入手，
使德育工作渗透到学生的每个方面， 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习惯内化为品质，品质升华为信念，从而
实现德育的高层次目标。
三、从校内外抓德育
抓好班会，解决学生思想、行动上出现的问题，上课积极发
言，课后及时完成作业，认真做值日等是师生在班会上常探讨
的话题。 当学生有错误和过失时，我们要善于做个有心人，把自
己当作春风，化作春雨滋润学生的心田，帮助他们改过，相信
“差”的学生也会因老师的真诚而变好。
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受到各方面的制约。 因此，必须树立
良好的德育观念，进行全方位教育。 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
同参与，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重点，社会教育是补充。
只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构建立体德育
网络才能使德育生活化落到实处，取得明显效果。 班主任是学
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肩负班级日常管理和德育工作
的重要职责。 班主任应结合学生的实际和个性特点，遵循德育
规律，组织建设好班集体，做好个别教育工作，培养好的班风学
风；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发挥学生的
主动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密切联系家
长，充分利用家长、环境等各种资源对学生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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