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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及社会的发展，人
们深刻地认识到，完善的个性和人格与能力
和智慧同等重要，智慧和能力只有与良好的
人格结合起来， 才能使自己取得更大的成
就，从而对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十八大提出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立德树人”，2016 年推
出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
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需要的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因此，促使学生形成
健康的心理，养成健全的人格，是现阶段教
学的重中之重。

笔者在道德与法制的教学和语文教学
中，根据当前小学生心理特点，充分挖掘教材
心理教育因素， 努力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品
质，以达到帮助他们养成健全人格的目的。

一、以渴望得到爱的心理提高自信心
“自信心”，简而言之就是相信自己的能

力与肯定自我价值，它是挖掘人潜力的巨大
动力，是成功的开始。 而潜能生普遍自信心
不足，甚至还有自卑的情绪，但他们同样具
有进取心，也渴望爱、渴望进步、渴望受到重
视，渴望成为一名优秀学生。 如果这种渴望
得不到满足，甚至遇到挫伤，他们往往就会
表现出执拗或故意对抗的行为。 反之，如果
我们给予他们爱和信任，能使他们自信心的

“星星之火”燃起“熊熊烈焰”。 如我班李宇

（化名）同学因父母过世，缺乏关爱，导致自
暴自弃，成绩不理想，穿着也十分不整洁。我
为此十分忧心，多次劝说他，但效果不佳。可
有一次， 他却把同学的坏复读机修好了，我
以此为契机，发掘他擅做饭菜，并且孝顺奶
奶等优点， 不仅让他成为了班上的新闻人
物，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夸奖，从而自信心倍
增，还使学生懂得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道
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或优点，要善于
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也要敢于表现自己的长
处。另处，我还组织学生开展“露一手”活动，
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的活动气氛，让学生肯定
自己的价值与能力， 获得成功的心理体验，
以消除自卑，提高自信。

二、以崇拜名人的心理培养爱心
“爱心是指同情，怜悯之心态，它是一种

奉献精神，也是关怀，爱护人的思想感情。 ”
爱心是一注强心剂，使人精神振奋；爱心是
一种营养，使人拥有新的力量。 为了培养学
生的爱心， 我紧扣学生崇拜名人的心理，以
名人为榜样，指导他们的语言行为，引导他
们形成正确的思想品德意识。 如我在教《我
爱爸爸妈妈》时，绘声绘色地讲述《陈毅洗尿
裤》的故事，同学们听后深受感动：陈毅爷爷
这种伟大人物都能为母亲洗尿裤，如此孝顺
父母，我们更应该爱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还

为学生讲述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
少年时期同情、关心、帮助劳苦大众的故事
及祖国这个大家庭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动人事迹，拨响学生心灵深处思想感情的
琴弦，让学生感受到爱的美好，培养他们的
爱心。

三、以爱美的心理激发羞耻心
羞耻心是指个人对自己不良行为感到

羞愧的心理状态，它是一种重要的思想道德
情感。 激发学生的羞耻心，是提高思想道德
素质的基础。 由于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影
响，有些同学沉迷于与人攀比、挑吃穿、不爱
劳动、考试舞弊……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羞耻
心，不分美丑，这就需要班主任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美”的概念。有一天，我一走进教室，
发现墙上多了一朵水彩玫瑰花，很漂亮。 同
学们鸦雀无声地看着我，这时，我没有横加
指责， 而是轻声说：“这朵玫瑰花很漂亮，若
是画到纸上会更漂亮。 如果我们把自己喜欢
的花和水果都画到教室的墙上会怎么样呢？
五颜六色很美，雪白的墙壁也有一种素雅的
美，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美。 ”我刚说完，一
个调皮的男孩站了出来，红着脸说：“老师，
我错了。 我不应该画在墙壁上。 ”我笑着对
全班同学说：“在墙上画花， 是想把教室打
扮得更漂亮，主观上是好的，但画在墙上就

破坏了教室的美。 ”为了帮助学生分辨美与
丑，激发羞耻心，我组织学生召开主题班会

“寻找生活中的美与丑”， 从而增强辨别好
善丑恶的能力，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四、以自尊心强的心理加强责任心
责任心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

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识、情
感和信念。 可我们身边的“小皇帝”“小公
主”唯我独尊，很少有责任和义务的概念，
习惯于接受父母对自己的关爱， 却不明白
自己也应该关爱父母，对他人缺乏责任感，
很少考虑集体、国家、社会的需要，但他们
却自尊心强，喜欢得到表扬。 针对他们的这
一心理特点， 我采取了表扬加教育的方法
来鼓励他们。 如“小公主”谭婷（化名）在值
日时竟然拿起拖把把楼梯间拖得干干净
净，我及时表扬了她心中有班级、有学校、
有他人的优秀行为， 同时也借此机会教育
学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理，引导学
生在家也要时常为父母着想， 要有关心父
母的良好品质。

总之，要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只有紧扣儿童的心理特点，待之
以诚、晓之间理、动之以情，才能结出丰硕的
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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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学要依据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
和已有知识经验，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培养其自主探索和实践数学知识的技能。 小
学计算题教学不仅要调动学生对数值的认
知能力，同时也要充分把握学生从事数学活
动的情感态度因素，针对性地指导。

学生在做计算题时， 普遍有轻视的态
度。 一些计算题并不是学生知识上的缺失，
而是由于注意力不够集中、抄错题、运算粗
心、不进行验算造成的。 因此在计算教学中，
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能力和数学思维
方法，是数学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需要解决的
重要课题，也是解决学生计算题出错的基本
途径。

一、培养学生计算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单纯计算的抽象

性，决定了其枯燥乏味的特性，学生很容易
产生厌倦情绪。 所以，在幼小的心灵中对数
字失去数感，对数学失去兴趣。 因此，根据低
年级学生好动、 好胜心强的这一心理特点，
可以采用多种训练形式代替单一的形式。 例
如：用游戏、比赛等方式训练；开火车、抢答、
闯关卡等，增强学生直观作用，把数和生活
运用结伴而行。 在每个学生积极参与中，不
仅让学生在活动中运用计算， 领悟计算常
识，而且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才能

达到“素质教育”的效果。 高年级学生数学运
算的方法、技巧的循序渐进，可以多讲解解
题的原理， 让学生了解解题思路的来龙去
脉，知道解题原因，学生从中了解数学基础
的学科内涵，在探索数学的奥秘中，产生成
就感，必将产生深厚的学习兴趣。

教学中，适时地列举中外数学家的典型
事例，或者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小故事来增添
课堂气氛，吸引学生注意力，这样既激发学
生对数学学习的爱好和兴趣，又使学生集中
精神进行计算，提高课堂上的学习效果。 培
养学生对数学计算的兴趣，除了学习知识技
能外，对数学思考、问题解决、情感态度都会
有所兼顾，这正是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目
标的精髓所在。

二、培养学生坚持的学习习惯
坚持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基本品质，坚持

学习与学生计算能力的提升不可分割。 每
天坚持练一练，计算教学中，口算是笔算的
基础， 可以根据每天的教学内容适时适量
地进行一些口算训练，通过长期训练，既培
养了学生坚持的意志， 又提高了学生的计
算能力。

坚持意志的培养需要“度身而制”，选择
适宜的内容载体系统地展开学习。 针对小学
生只喜欢做简单的计算题，不喜欢做或易做

错稍复杂的计算题目的弱点，教学中要善于
发现小学生的思维障碍，克服影响学生正确
计算的心理因素。 通过各种方法进行练习，
如：“趣题征解”“巧算比赛”， 将坚持学习素
养在特定的情境下成功面对困难、挑战中养
就，小学生的毅力和意志，不仅要求随着年
龄的增长和知识的成熟自然而然，也必须有
教师在教学中干扰、刺激，加速学生坚持品
质的培养。

三、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
� � � � 数学具有形式化、层次化、符号化的特
征，所以小学生在计算时往往在假象下犯错
误。 学生大多数时候，不是抄错数字了，就是
背错乘法口诀了， 要么是小数点点错了，这
些都是一些很小的错误，但却经常出现。 原
因不仅有知识储备不足、方法不正确，最重
要还是数学态度不端正。 由此可见，良好的
计算习惯，直接影响学生计算能力的形成和
提高。 因此，教师要严格要求学生做到认真
听课，独立思索，完成作业，并做到先复习后
练习，在复习中熟练规律，在练习中形成刻
苦钻研、严谨细心的良好习惯。“上帝创造了
整数，所有其它的数都是人造的”。 小学生注
意力容易分散，极容易在小数点数位不对齐
上犯错，人为地造了数。 定时的开展改错训
练，通过误差分析，也能一定程度上培养戒

备意识，警示观念，减少学生粗心的错误。 将
平时易犯的错误一一陈列，举一反三，杜绝
学生出现相同的错误。 还要养成自觉检查、
验算和有错必改的习惯。 学生普遍缺乏验算
的意识和习惯，对计算缺乏一种自我负责的
态度，这不仅影响了计算质量，还干扰了良
好学习品质的养成。 首先要教育学生验算过
程对计算的重要性。 计算结果的唯一性，验
算是最可靠的保证。 其次，在批改作业时，要
给予积极性的评价， 如：“你的验算习惯很
好，将受益终身”，还有，将验算理念贯穿于
教学始终，严格要求，持之以恒。

教师还要加强书写格式的指导，规范的
书写格式可以表达学生的运算思路和计算
方法、步骤，防止错写漏写数字和运算符号。
教师还要以身作则，作学生的表率。 如：解题
教学，审题在前，分析在后。 思路清晰，层次
分明；板书简明，重点突出。 这对学生在数学
思维、数学运用方面的良好习惯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

总之，计算教学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教学
过程，需要教师内外兼修。 学生计算能力的
提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学生从思想
观念到运用实践全方位用正确的品质去指
导，这样，小学生的计算能力定会得到提升，
教师的数学教学的终极目标定能实现。

浅谈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
岳阳市岳阳县明德小学 刘金凤

识字是阅读和作文的基础，是低年级的教
学重点。新课程标准强调：低年级主要培养学生
喜欢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并初步感受汉字
的形体美。因此教师要采用各类识字方法，发挥
学生的自主性，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
达到识字的目的。

一、联想形象识字
在生字中，有的字是象形字，如：教师在教

学《日月水火》一课的生字时，可根据汉字的特
点，用简笔画在黑板上画日、月、水、火的形状，
学生将这些字形牢记在脑海中， 建立字与图画
的联想。还有一些字虽然不是象形字，但它的笔
画组合在一起也是一幅图画， 也可利用这一特
点在识字过程中用联想形象的方法帮助识记。
如：学习“鼠”字，“鼠”像只小老鼠，上面的“臼”
是老鼠的脸，下面的是小老鼠的牙齿。通过教师
如此描述， 这个字就会深刻地印在学生的脑海
里，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会得到发展。

二、比较联系识字
生字中有许多形近字，教师在授课时，可让

学生将相近的字一并学习，在比较中识字，在联
系中区别。在教“己”时，就把字形与它相近“已”
作比较，“己”字没出头，“已”字张半口。又如，在
区别“桃、跳、逃、挑”等字时，学生通过观察比较
它们的偏旁及其表示的意义后， 总结出：“有木
是桃，有足是跳，有走是逃，有手挑千斤。 ”这样
便不会混淆了。

三、表演动作识字
在教学过程中如果遇到抽象的、 难以理解

的、表达动作的生字时，可让学生运用身体的部
位和面部表情，在表演中识字。如：学习“看”字，
将手放在眼睛（目）上，可以像孙悟空一样看到
很远的地方。 又如：学习“捡、拦、接、摸”这几个
字时，学生观察后说：“它们都有提手旁，都与手
有关。 ”既然都与手有关，便可引导学生用动作
来表现这几个字。这样不但让学生记清了字形，

而且弄懂了字义，学起来不费力气，课堂气氛十
分活跃。

四、编儿歌识字
读儿歌是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活动。如《日

月明》一课中的儿歌：日月明，田力男。 小大尖，
小土尘。学生对字形产生了直观认识，从而提高
记忆字形的准确性。 老师也可以根据汉字的特
点，引导低年级学生编一些合适的儿歌。 例如：
森，树木真有用，大家都来种，二木就成林，三木
变成森。还可出示生字让学生自己编儿歌。通过
把字编成儿歌，使学生兴趣高涨，生字变得易学
易记。

五、游戏巩固识字
学生学过的字很快会忘记，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巧妙利用游戏， 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
境，使学生乐学、爱学，有主动学习的意愿，能够
主动识字， 快乐识字。 我在教学生学习合体字
后，设计了一个“找朋友”的游戏，把所学字的偏

旁与部首分别写在卡片上， 打乱顺序贴在小朋
友胸前，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思考、判断，
把偏旁和部首组成字，如果读准了，读对了，就
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通过这个游戏，不仅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培养了其快速思考、
判断的能力。

六、结合生活识字
汉字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教师要引导

学生养成留意周围事物，学习生字的习惯。可让
学生将自己的作业本上的名字都表上拼音，让
学生轮流发本子，扩大识字量。还可通过在家贴
字卡这种形式开展识字活动， 家里的沙发、书
架、电视等物件贴上识字卡片，学生天天见到，
自然而然就学会了这些字、词。

以上是识字教学中比较常用的方法， 有待
教学实践工作中完善。总之，老师要不断创新多
种识字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开辟多种识字途径，
让学生快乐地学习生字，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低年级识字教学之我见
衡阳市衡南县毛塘小学 李妩媚

养成健全人格 挖掘心理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