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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思维

信息技术本身就充满了趣味性、活动性
和组合性，初中生对于游戏化信息技术教学
活动充满了兴趣。

初中生比较喜欢信息技术的应用实践
学习，这就需要教师多把教学活动放在多媒
体教室开展，通过游戏化引导教学实践活动
来循序渐进地推进学生强化信息技术理论
和知识自主性学习。

面对综合性操作程序，采用游戏组合模
式对学生进行操作任务分工，以便于从单方
面去增进学生的信息技术操作技能，并有意
识地与其他操作程序学生进行合作而聚合
力量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这也正是初中信
息技术课程新标准强化学生团体意识素养
培养的应有之义。

在进行《powerpoint 演示操作》教学时，
笔者在进行了“powerpoint”操作制作讲授以
后，把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操作小组去分工

完成“春天来了”这一主题演示操作游戏教
学活动， 要求演示操作中要包含文本变化、
图片转变、表格展示和段落设置等内容。 于
是学习小组在组长的分工领导下进行了各
自的分工操作，随后各个学生把自己所完成
的操作任务通过互联网传输到组长的电脑
上进行演示操作整合。 通过这样的游戏组合
式教学模式，不仅锤炼了学生的自我信息技
术动手操作能力，而且增加了学生之间的互
助交流学习能力。

初中生正处于求知欲和求胜心很强的
年龄阶段，一旦教学活动具有竞技特性就
能够驱动他们自主地参与活动， 并且也
能够极大化地激发他们的内在创造探究
力， 这是现代教育为之追求的创新性人
才目标。

在进行《图片制作操作》这一教学活动
时，笔者以“生动的苹果”为游戏活动主题，

让学生利用图片操作软件和各种网络图片
素材进行图片制作，并规定时间看哪一位学
生具有创造力把苹果图片制作得非常生
动，这样就激起了学生的求胜心，促使他们
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想象力去精心建构苹果
图片的各个元素和软件操作。 最终，通过这
一教学模式，学生制作出的苹果图片超出
了苹果原有的本色而显得更加新颖化和
独特化，这就潜在地培养了学生的探究创
造力。

初中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注重
游戏化教学模式， 才能够满足初中生的学
习倾向需求， 也才能够最大化调动信息技
术课程的资源功能来升华初中生的信息技
术理论和技能学习， 这也是信息技术为主
导时代对新生一代提出的必备性教育素养
要求。

张宏佳 王晓

在游戏里学信息技术

“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
城也……从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两方面
谈谈你对秦长城的看法？ ”

“对抵御匈奴起了一定作用，但反映
了秦王朝的暴政。 ”

“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
晶，也是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历史见证。 ”

……
在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中学七年级

一堂名为“卓越的工程”的历史课上，老
师汪明山以历史案例型问题为切入点，
引爆学生思维， 问题的探究不设标准答
案， 而是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 合作讨
论，分析得出多种结论。

这堂课不仅使学生了解了相关的历
史事件，掌握到了必学知识点，更开拓了
学生的思辨思维，提升了思辨能力。 不少
学生在课后还制作了历史小报， 甚至是
历史人物解读的主题课件， 在班会活动
上进行展示。

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和思考， 把一篇
课文、一本历史书读厚，能逐渐构建起他
们自己的历史知识体系。 该校问题导向、

独立探究式、 任务驱动式等课堂教学方
式的有效实施，打破传统教学的桎梏，教
师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 将学生变成课
堂的主人，启发了学生的智慧。

这是观音桥中学一直持续推进的
“高效课堂”， 紧贴核心素养在学校的发
展，学生从课堂自主探究的学习过程中，
培养勇于批判质疑、探究重点的意识，具
备积极的学习态度， 并能独立思考、判
断，从多角度、辩证地分析问题。

为此，该校总结出了“乐学善导，自
主发展” 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分 5 个环
节， 即“唤醒———激趣”（复习与目标展
示）、“导入———解析”（讲解与分析）、“实
作———探究”（例说与合作探究）、“运
用———策略”（应用与拓展）、“反馈———
获得”（总结反馈与评价）。

随着这一课堂教学模式的不断应
用， 学生自主学习探究成为常态，“对
学、互学、群学”的浓厚学习氛围已然形
成， 思维、 表达和创造能力也有了明显
提升。

谭茭 张骞月

课堂上，笔者乐此不疲地和孩子聊
关于“有”的成语。

“有勇有谋！ ”学生小元脱口而出。
“有勇无谋！ ”学生文文举一反三。
看着他们热情高涨，笔者也被感染

了。“历史上，张飞算是个有勇无谋的人
了。 ”笔者并未多想，因为在笔者的印象
中， 张飞勇猛是出了名的，《三国志》中
就称赞张飞“为万人敌”“为世虎臣”“有
国士之风”，然而他却是一个脾气暴躁、
好逞匹夫之勇的人。《三国志》 和小说
《三国演义》都记载刘备批评过张飞。 于
是，张飞在笔者心中确乎是“有勇无谋”的形象
了。

下课后，身边围过来两个男孩子，是爱读历
史的学生小程和小范。 小程忽闪着一双大眼睛：

“温老师，我觉得张飞不是有勇无谋的人。 ”那神
情，仿佛是笔者错怪了他的老朋友似的。 旁边的
小范也连连点头：“是的， 张飞可不是那样的
人。 ”

笔者顿时有些无言以对， 他们这样的说法
颠覆了笔者对张飞的看法。 他们可只是三年级
的小孩，难道笔者对张飞的了解还不及他们多？
笔者倒要听听他们的想法了，“哦？ 你们说说印
象中的张飞。 ”

小程似乎有些着急，“严颜就是张飞用计
谋抓住的。”我心里咯噔一下：呀，严颜？我竟不
清楚他是怎么被抓住的，只知道他是一位很有
豪气的将军。 实话实说，我对“三国”确实不太感
兴趣。

小范也急着补充：“瓦口隘， 瓦口隘也是张
飞智取的呀！ ”

呵，看来这两位是“三国”迷呀，笔者不敢恋
战：“看起来你们俩对‘三国’的历史很了解啊。 ”
还没说完， 小程接话：“是的， 我妈妈给我买的
《三国演义》我都读了 3 遍了。 ”听了小程的话，
笔者马上借机：“这样吧，明天，你们把张飞有勇
有谋的证据拿来，我们再做探讨。 ”说完，笔者匆
匆回办公室立刻查阅严颜、瓦口隘的资料。

第二天一早，两个小家伙就拿着一本《三国
演义》来找笔者了。 没等他们开口，笔者先说：

“张飞这招以假乱真的计谋可真不错啊。 ”
小家伙们马上就明白了笔者在说什么：“是

呀，张飞这招把老将严颜都骗过了呢！ ”小程接
着说，“这次计擒严颜，张飞做了很多工作，他侦
察地形，还故意让严颜的密探偷听到消息。 ”

笔者又说：“张飞还很大度呢， 他钦佩严颜
为人，向老将军施礼赔罪呢！ ”

接下来，我们又谈起了张飞智取瓦口隘。 从
张飞与张郃的大战二十回合，到张郃狼狈逃跑，
我们聊得不亦乐乎。

过了几天，我们在班级开展了“张飞有勇无
谋吗”的研讨会。 孩子们滔滔不绝地讲着有关张
飞的故事，据水断桥、大破张郃、新亭侯刀……
个个胸有成竹。

温彩虹

小学生在面对各种问题特别是
非数学问题时，怎样能够从数学的角
度思考，发现其中存在的数学现象并
用数学的知识与方法解决？创设情境
或许是一种有效形式。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联系
学生的现实生活，在学生鲜活的日常
生活中发现、挖掘学习情境资源。

如在教《圆的认识》一课时，笔者
引导学生设计一款“套环”游戏，要求
6 个学生同时玩， 每人距离桩 4 米。
在设计游戏过程中学生明白了，站成
圆形能解决问题， 而且桩要位于圆
心，每个学生与桩的距离就是圆的半
径，圆各部分的名称及特征就在游戏
过程中掌握了。

接下来笔者让学生思考：要在操
场画出这么大的圆，你会怎样做？ 学
生提出各种可行的办法，但都是利用
“圆心决定位置，半径决定大小”解决

问题。 学以致用，这样学习的知识才是真正
有用的。

有价值的教学情境一定是内含问题的
情境，能有效推动学生思考。

如在教《按比分配》一课时，笔者设计了
这样的情境：儿童节，学校进行优秀少先队
员表彰，每班 5个名额，这是平均分配。 可是
六（1）班有 45人，六（2）班有 50人，这样分配
名额公平吗？ 怎样分配名额才公平呢？ 由此
引出“按比分配”的概念。

有人认为， 情境中的问题要具有目的
性、适应性和新颖性。“目的性”指问题是根
据一定的教学目标提出来的，目的是设问的
方向、依据，也是问题的价值所在；“适应性”
指问题的难易程度要适合全班学生的实际
水平，以保证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处于思考
状态；“新颖性”指问题的设计和表述具有新
颖性、奇特性和生动性，从而使问题拥有真
正吸引学生的力量。

情境创设要体现学科特色，紧扣教学内
容，凸显学习重点。

如在教《平均数》一课时，通过“计算书
柜中平均每层放多少本书”， 让学生掌握平
均数的算法；通过“据统计学校平均每班 50
人，但六（1）班有 45 人”，让学生明白平均数
不是一个实际数；通过“比较两个小组踢毽
水平的高低”， 让学生知道平均数能反映一
组数据的集中趋势……

类似的情境能有效阐明学科知识在实
际生活中的价值，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学科知
识的内涵， 也能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和热
情。 代文娟

物理实验室
搬进语文课堂

在山东省青岛市超银小学首届 IB 国际班，
学生学习《小水滴的旅行》一文时，老师聂剑带
领学生把水装进密封袋，放到阳光下照射，然后
观察小水滴的变化。 有趣的小实验让学生产生
了浓厚兴趣，语文课堂不再是老师一个人的“独
角戏”，而成为一场老师带领学生探索求知的奇
妙旅行。聂剑和学生分享自己手绘的水循环图，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 根据课文内容与聂剑的手
绘图，积极探究小水滴的“前世今生”，从而理解
整个水循环过程。

这种探究式跨学科整合的课改理念逐步渗
透到教学的方方面面，课堂上不再局限于识字、
学课文，而是将语文与物理、科学、美术等多学
科相结合，将各学科知识相互联系，有效整合并
灵活运用。 伊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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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本历史书读厚

岩鹰展翅、猛
虎下山、观音坐莲
……近日，永州市
江永县兰溪瑶族
乡学校学生展示
勾蓝瑶寨独特的
习武传统女子拳，
十几个套路，动作
优美，且不失力量
感和美感。

该校负责人
介绍，为了将优秀
传统文化与学校
课程相融合，该校

项目负责人亲身体验、学习女子拳术，成立了女子拳兴趣小组，邀请拳术传承人多
次来校传授，经过一个学期的训练，兴趣小组成员很好地掌握了拳术要领，他们分
组向各班传授拳术，目前该校二至八年级大部分学生已经学会女子拳。

通讯员 / 周甘辉 林满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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