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
长沙市长郡中学 1521班 陈诗懿

历史，随时代而变。一条条光纤，一台台转
换器，一个个用户，代替了飞鸽，代替了马匹，
代替了狼烟。 历史的网在消逝，新时代的网在
加速。 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既让人类相互联
系得更加紧密，又迫使单个个体渐失隐蔽性和
独立性。“大数据时代”的今天，星际网络、社会
网络（一卡通）、互联网络、天网工程让我们因
各式各样的网络交织在一起。 哪怕是隐居深
山，都挣不脱密密麻麻的“网”。

愈来愈紧的网，便利了生活，可是也让人
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快节奏、大压力的“网状”
社会，若不想成为孤独无助的飞蛾，那就要做
游刃有余的蜘蛛。

织网
还记得《鲁滨逊漂流记》吗？小时候看鲁滨

逊，只觉得他很厉害，能够克服孤单、战胜
恐惧， 成为一个孤岛英雄。 人是社会性动
物，独居的生活可以使人发疯。 鲁滨逊也曾
迷茫绝望，可是回过神后，他坚定了活下去
的信念， 独自一人在孤岛上努力为自己编
织起与社会联系的网络，成为孤岛上的“织
网人”， 努力和孤岛上的生物共织一张网，
成为他活下去的希望和支撑。

都说英雄是孤独的， 我却认为未必如
此。 就像《康熙王朝》里的康熙所说：“感谢
我的对手，他们成就了我。 ”成功路上绝对
不会孤单，我们有朋友，也会有对手。 要成
为英雄，我们势必要主动织网，要去获取和
筛选我们需要的讯息， 要去编织与我们的
梦想契合、与我们的目标一致的网络。

破网
当“网络”这一名词出现，当信息时代到

来，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一次绝无仅有的
速度体验，惊艳了世界，也冲破了残存了几
个世纪的旧网。

现在全天候的“拇指一族”，随时随地的
“低头族”，网络、电视、广播、报纸，不仅限正
常的工作、学习时间，哪怕是在坐车、吃饭、
午休、蹲坑时都被碎片化的信息轰炸，裹挟
得喘不过气来，像极了“作茧自缚”的蚕蛹。
要破茧而出，要破茧成蝶，就必须破除束缚
你的层层乱网，去理顺、筛选、摒弃。

联网
窗沿边的蜘蛛网总是能捕获更多的昆

虫，因为它处在生存的“交通要道”，但同

时它也承担了“风口浪尖”的危险，一遇狂
风暴雨瞬间“灰飞烟灭”。 蜘蛛在一次次尝
试中也发现了秘诀， 总是能在雨后的窗口
看到密密麻麻互相支撑的网， 这就是强强
联手。

活在当下， 强强联手早已不可回避，只
是主动合作和被动吞噬的差异。 要聪明地
选择织网的地点， 还要有效地管理和维护
好织起来的网络，更要有创意地去架起“天
线”、铺设“地线”，巧妙地联结周边有用的
网络，实现优势互补，抵御风险。

世界，早就不是一个代表距离的词。 你
我只是被编织进了这一张巨网却不自知，
与其做被动挣扎的“飞蛾”，倒不如做游刃
有余的“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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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是人类前进的动力， 是小学美术课
堂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之一。作为一名小学美术
老师，培养学生的想象意识和创造能力是义不
容辞的责任。 笔者在多年美术教学实践中，对
如何培养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做了以下
的研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绘画兴趣，培养
和发展学生的想象能力

想象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靠平时的积
累而产生，平时积累的形象素材越丰富、质量
越高，想象就越深刻、越新颖。小学生对美的感
受能力有限，我们要给予学生足够的思维时间
和想象的空间，要让学生自由发挥艺术创造能
力，必须使学生对美术学习有浓厚兴趣，对画
画充满激情，才能自由地发挥本身的创造力。
例如在教学《雪花飘飘》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向

学生展示下雪时的一些情景，如一片片洁白的
雪花往下飘落，小朋友们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的在打雪仗等等。 借助多媒体教学工具的运
用，学生之间再通过积极地讨论，对于“雪花飘
飘”这幅画，头脑中立刻有了立体的印象。

二、注重能力的培养，发挥学生的综合创
造力

每一个孩子的心都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想
象的神奇世界，美术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激
发、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对于儿童来讲，创造
活动的动力来自于好奇心，正是因为儿童对未
知世界有一种好奇，才使儿童在创造活动时有
种种不可思议的表现。

良好的观察力也是美术教学中不可或缺
的，同时也是创作优秀作品的基础。 人们要学
会观察生活的点点滴滴，但是怎样才能培养学

生良好的观察力呢？低年级学生的观察能力较
低， 老师可以让他们在生活中通过仔细观察，
寻找乐趣。 例如，低年级的学生在美术课堂上
思维很活跃，所以可以让他们跟着自己的感觉
走，把心中所想通过画笔表现在纸上；而中高
年级的学生已经有很好的思维去理解事物，这
样就可以让学生多观察，培养他们自己的观察
能力。

三、利用多媒体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

多媒体课件以生动活泼的画面、精巧新
颖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
主动思考问题。 运用多媒体技术，能够将美
术作品以全方位、多感官刺激的方式呈献给
学生，伴随着形象、生动的画面展示以及优
美悦耳的音乐，学生们进行美术学习的热情

也就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在教学低年级《海
底世界》这一内容时，我首先运用多媒体课
件向学生们展示了一段关于海底景观的视
频资料，学生们都被这神秘且多姿多彩的海
底景象深深地吸引了，通过优美的音乐和动
听的解说，不仅给学生们带来了视觉上的冲
击，而且课堂气氛也很快活跃了起来。

总之，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想
象力和创造力的方法很多，比如：多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多观察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学
生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完成的，需要教师耐心地引导，在重
视学生美术基本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前提下，
注重对他们想象思维的培养；通过引导和启
发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使学生们都爱上美
术学习。

如何培养小学生的美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乡三星小学 陈 璐

昨天， 在 H中读高三的小 A 收到了一封
匿名信，信中写到：“临近高考，内心是否焦虑？
收到这封信的人，恭喜你，获得了一个绝佳的
机遇，随信附上 4粒药丸，吃下一粒，未来将随
你的心而改变。 ”

“随心？真有这等好事？”小 A 掂量着手中
淡黄的小药丸， 内心无法掩饰的激动和怀疑
让他无所适从。“那……想考北大？可以的吧？
应该吧……”他向来是不愿相信这“骗小孩儿
的玩意”，奈何高考将近，想提高成绩却力不
从心。

“我又不是傻子，万一出些啥事，我找谁
赔去？ ”小 A 快要用尽了一辈子的脑细胞，都
无法做出抉择。“1,2,3,4……”突然，脑子里灵
光一现，我先给别人试试啊！小 A 用力拍了下
自己的脑袋：“哎呦喂， 看我这聪明的脑袋瓜
子哦！ ”

就这样，小 A 誊写了 3 份一模一样的信，
将药丸一一塞好， 却不知道挑谁下手。“给小
C？ 不行，他是我的好兄弟，万一出事了可咋

办。小 D？万一这药真有用，不就白便宜这个讨
厌鬼了？ ”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他看见了小
B，这是一个在班上很少说话的人，每天都在
埋头学习，却又无法将成绩提升上来。 就决定
是你了！

信送出三天后，小 B 依旧每天起早贪黑，
奔跑在教室和寝室两点一线间，小 A 很失望，
真的没用吗？ 明明眼睁睁看着他吃下去了。

不想过了几天，模拟考成绩出来了，小 B
赫然在前 5名之列！这可是他从来没考到过的
成绩啊！ 小 A内心的激动难以言喻，他看见小
B 嘴角扬起一抹微笑，却又瞬间消失，低下头
继续学习了。

回宿舍的路上，小 A 嘀嘀咕咕：“随心，随
心，好一个随心，真的有效啊。我到底该不该吃
呢？既然有用，那就给小 C来一个吧。 ”他偷偷
地将信塞进了小 C的背包里。 晚上，他一直用
余光瞄着小 C。 小 C打开了书包，伸进去的手
停顿了一下，不着痕迹地偏头看了一眼正在学
习的小 A，在书包里将信封撕开，突然瞳孔放

大，再次偏头看了看小 A，发现他并没有注意
到自己，于是轻舒了口气，再摸着脑袋思索着
什么。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他瞥了一眼小 A，将
药丸送进了口中，咽了下去。

第二天， 小 A 一手搭着小 C 的肩问他:
“昨晚你都没理我，是怎么了？ ”

“没啥事呢，就是有点不舒服。 ”
“兄弟，你没事吧？ ”
“真有什么事儿我会不告诉你？ ”
小 A没有想到的是， 小 C 一天比一天寡

言，看到自己总有一股浓浓的防卫之意，走在
路上拍拍他的肩膀，他都会吓得半死。 小 A了
解他，他是一个很聪明但自负的人，成绩好，也
瞧不起差生，他也有狮子座的自私，想独享幸
运。 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

终于有一天， 小 C 再也不愿跟别人讲话
了，他将自己看作至宝。

小 A 痛苦不堪， 回到宿舍从抽屉里拿出
那封信，重重地摔在地下：“什么狗屁玩意儿！
恶作剧好玩吗！ 你还我兄弟！ ”他坐在地上迟

迟无法站起来，他突然感觉自己很傻，浪费了
这么多时间去相信一个恶作剧， 让自己和别
人受伤。

一个邪恶的念头从小 A 的脑海里蹦出
来：“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要让那个讨厌鬼也受
受这危害。 ”他没有发现自己内心失去了什么
东西。

小 D 在抽屉里看见了一封信， 他抽了出
来，然后不屑地将信扔回了抽屉。“傻子才会给
我这封信，知道我不喜欢学习，也不想考得多
好，随心？ 桃花旺一点还是可以接受的。 ”
小 A 见他迟迟不吃，内心焦躁不安，他攥紧手
中的信，内心的想法越来越邪恶。 于是那天下
午，他将最后一颗药丸磨碎，洒进了小 D 的水
杯里。

而这时， 吃完晚饭的小 D 将手中的药丸
随手扔进了医务室边上的草地里。

小 D喝了水，安然无恙。 医务室边的流浪
狗正在舔着一粒小药丸，医务室的医生走出来
给它喂饭时嘟囔着说：“谁给它喂的维 B啊？ ”

随 心
株洲市第二中学 G1502� 王卓尔

初三数学总复习内容涵盖面较广， 几乎
涉及书上所有数理、几何、函数的知识点，而
在检测试卷中，综合题又很多，这就要求考生
不但要牢固掌握基础知识， 还要懂得灵活运
用。 如何做好考前复习工作，将直接影响到学
生的学业成绩， 下面笔者就组织复习的思想
和方法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基础知识的掌握是重点
数学的基础知识主要体现在学生对概念

和定义的理解上， 教师要把教材中的概念整
理出来，列出各单元的复习提纲，围绕系统的
复习来梳理知识点，对典型问题进行分析、解
构、练习和巩固。 学生也只有透彻理解课本例
题、习题所涵盖的知识重点和解题方法，才能
以不变应万变。 现在许多毕业班学生一味搞
题海战术，整天埋头做大量的课外习题，其效
果并不明显，有本末倒置之嫌。 教师必须深钻
教材，绝不能脱离课本，追求所谓的偏题、怪
题，要避免在大量的简单运算中，因不注意运
算顺序致使运算出现错误， 出现当得分而失

分的现象。
二、针对性的复习是要点
在综合性的复习中，最重要的是要有针对

性，提高复习的效率。 在对基本知识点融会贯
通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复习的要点，不仅要明
确考试检测的内容，更要对考纲知识点的要求
了然于心，哪些难点可以进行突破？ 哪些知识
点只需了解？ 哪些是检测的重点？ 教师都要做
到胸有成竹，明确学生的复习方向，合理分配
复习时间，同时也要关注检测中相应的评价报
告，多层次、多方位地了解检测信息，使复习做
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三、综合运用复习是难点
中考数学命题除了着重考查基础知识外，

还十分重视对数学综合运用的考查。一类是代
数综合，在坐标系中有动点，利用多种函数的
交叉求解；另一类是几何综合，在梯形、矩形、
三角形中设立动点、线，通过做辅助线来对综
合分析能力进行考察。 所以说，动态问题是中
考数学当中的重中之重，只有完全掌握，才有

机会拼高分。 对这些内容要加强复习，加深理
解，多加练习，争取做到融会贯通，做到人人过
关。 几何问题的难点在于想象和构造，往往有
时候一条辅助线没有想到，整个一道题就卡壳
了。 而相比几何综合题来说，代数综合题倒不
需要太多巧妙的方法，但是对考生的计算能力
以及代数功底却有比较高的要求，常常是以一
元二次方程与二次函数为主体，多种其他知识
点相辅助的形式出现。

四、归纳总结方能事半功倍
复习应该跳出题海，做针对性的题。 有位

老师曾经说过：" 做正确的题，正确地做题，把
题做正确。 " 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尤其是中
考前这段紧张而有限的时间，不要把时间用在
做无用功上，考生应从题海中解脱出来，做题
时要关注思路、方法、技巧，要注重发现题与题
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做一道似曾相识的题目
时，要通过比较，发现规律，做到触类旁通。“大
练习量”并不是盲目的大，也不是盲目地练，而
是有针对性的、典型性、层次性、切中要害地强

化练习。
五、轻松应试才能百战百胜
检测考察的不仅是学生的学习能力，还有

学生的心态。 有的学生平时考试时非常优秀，
但期末考、模拟考甚至中考却出现失常。 老师
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首先要自我充电，补充
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其次要无条件地
接纳每一个学生， 不要轻易给学生戴帽子，因
为这会造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隔阂。教师在指
导学生进行复习时，一定要注意引导学生及时
调整心态，严格按照复习计划，有条不紊地抓
好基础知识的复习。对心理素质不太好的学生
要实时进行鼓励，增强其考试的信心，所以在
复习好知识的同时，心理调整也至关重要。

数学复习需要学生和教师齐心协力，讲究
方法，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学生要养
成良好的学习和考试习惯，调整好心态，认真
分析自己学习方面的问题，把主要精力和时间
放在薄弱知识点的复习上，强化对知识的掌握
和答题经验的积累，努力取得最好成绩。

刍议初三数学复习策略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三元乡九年制学校 贾荣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