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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而言，“互联网 +”不仅可以
大大提高教学的成效，而且可以带来教
育理念、教的方式和学的方式的重大变
革，具体到“互联网＋课程”，笔者以为，
可以细分为“互联网＋课程教学”“互联
网＋课程内容”和“互联网+课程分析”
3个方面对课堂教学的融合。

“互联网 + 课程教学”方面，重点
是强调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
环境下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在课堂上
和课堂外的教学应用， 比如慕课、微
课、VR、AR、虚拟与模拟仿真、3D 打
印、游戏化、移动学习云平台、网上学
习社区、码书、云教材以及互联网学
习工具等， 实现了开放式的学习、跨
界融合的学习、 连接一切的学习、合
作协同的学习， 以及体验式的学习、
行动的学习、自我建构的学习、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习。

“互联网 + 课程内容”方面，首先是重点
强调课程的教学内容要和互联网与移动互联
网的应用紧密结合。 教师要在教学中突出互
联网思维的训练与养成，比如：关联式思维、
包纳式思维、生成式思维、溯源式思维、托付
式思维、独立式思维、分享式思维、淘金式思
维、求变式思维、有限式思维等。

在概念、理论知识的教学上，要突出在互
联网环境下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下的新特
点。 例如，边际成本的概念对于数字产品或网
上服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共享经济的出现
与发展导致对资源稀缺性的新认识； 管理幅
度与层级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联系与沟通的
模式和手段的变化；组织方式的变革、控制手
段的改变等。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发展，移动学
习云平台的运用， 以及课堂教学数据的积累
与数据分析模型的建立， 教师可以随时对课
堂教学的大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及时、科学地
发现自己在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资源建
设、学习环境建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运用
方面存在的问题， 不断进行调整和改善。 同
时， 学生也可以即时地了解自己学习掌握的
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个性化、差异化的调
整与改善。

综上所述，对于第一个融合和第三个融
合， 教师们正在逐步主动和积极地进行，但
是对第二个融合的关注则远远不够。第一个
融合和第三个融合是手段层面的“互联网
+”，而第二个融合才是“互联网 + 课程”的
最本质的内涵，应该引起学校和教师在进行
课程改革、建设与实施时的高度关注，要与时
俱进。 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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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生活实践作业已经成为小学生周
末、 假期活动的常见形式， 笔者所在学校的

“周乐汇”自主实践课程，尝试以周末实践为
平台， 由班主任带领学生在生活实践课程中
创新与融通，推动学生素养的落地。

笔者给学生布置了 5 年“做菜”作业，学
生完成得非常出色。 从学习制作凉菜、果盘，
到慢慢尝试系列菜品，经过学生创意设计，曾
以“文艺美食大厨赛”为载体，让学生向长辈
学厨艺，为自己的菜品取“文艺菜名”，请家长
品尝并给出评语和星级， 然后把菜品照片晒
到朋友圈或微信群。 通过分享、互评方式，让
学生获得成长动力， 也形成了我们班的保留
作业。 刚步入六年级，学生就有了自己的“美
食备忘录”，许多学生能做 20 道以上的菜，培
养了他们的劳动意识。

如果说“做菜作业”是一个成功的单一案
例，慢慢地，笔者也在尝试着把相关的事情归
纳做、系统做。从美食作业出发，慢慢聚焦“衣
食住行”4 个单元进行设计，形成班级生活实

践课程的不同课程单元， 让劳动成为周末的
多元常态。 例如，每年“五一”劳动节，笔者会
在班上发起“找回家里的一平方”劳动竞赛，
用趣味的竞赛机制， 邀请学生关注家中那些
习以为常、占用了大量空间的地方，通过学生
动手整理，找回家中被杂物占用的空间，这样
的行动也吸引了学生坚持劳动的兴趣。

班主任不仅要明晰学科特定的核心素
养，还要有全面育人的视野，由传统经纬分明
的不同领域，向综合、跨界的实践思路转变。
例如，小小的一个“创意手袋拍卖会”就增加
了许多跨学科元素。学生会思考，如果自己是
淘宝的店主，将做哪些品种的经营？如何设计
自己的店铺标识？如何制作店铺广告？学生会
配合店铺的格调，认真进行相应的色彩搭配，
设计店铺的广告袋，带到学校参加“创意手袋
拍卖会”。

班级活动中既要善于把复杂的事情变简
单，又要善于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做出系列

“课程套装”，推动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内化。笔

者在第九届全国班会课展示活动中执教了
《团结的力量》一课。 看似一节班会课，其实它
背后承载了有关“团结”主题的 5 次活动。 笔
者请学生在课前通过“一问百度”，查询古今
中外有关团结的经典案例， 在大格局下思考
团结的意义，产生基本的价值认同；通过“二
问他人”，学生采访长辈亲友，了解有关团结
的经验和教训；通过“三问自己”，学生从外在
的对话走向内心的自省， 思考个人成长过程
中团结或不团结的事例，思考所得所失；通过
体育课上的集体拓展活动，学生从齐眉棍、同
心鼓、接力赛等活动中，感受团结的力量。 在
此基础上，才有了有关团结这一主题的“坐而
论道”，把重要的主题做成序列化课程，更能
促进学生在系列活动中的行为改变。

聚焦同一序列的活动形式和目标，把“蜻
蜓点水式”的了解实践与“水滴石穿式”的深
入体验相结合，把“单兵作战式”的个体实践
与“互助合作式”的协作实践相结合，充分考
虑学生多维度的复合收益。 田冰冰

给诗加“腰”
“大家都知道，以前女性没有地位，嫁入夫家后

就要随夫家的姓。 一个姓潘的女子嫁给一位姓池的
男子，就叫池潘氏。 我有一个同学姓蒋，他的奶奶原
来姓顾，大家说他奶奶应该叫什么氏？ (‘蒋顾氏’)想
得美!又想让我给你们‘讲故事’。 不行，我的故事正
在休年假，不能打扰它。 ”

长沙市岳麓区九江小学的黄波老师， 上过很多
堂孩子“不想下课”的课。 某个问题，学生如果感兴
趣，那就多“玩”一会儿。 比如，学习如何给诗加“腰”
时，她对学生说：“其实你们也可以给诗加‘腰’，说不
定比他们加得还好呢!”孩子们一发不可收拾：“春风
抱细柳，淡月吻梅花”“春风惹细柳，淡月绕梅花”“春
风陪细柳，淡月知梅花”……

上《少年闰土》一课时，黄波讲到城里孩子只看
到“高墙内四角的天空”，讲到闰土和“少爷”的童年
生活的对比， 也讲起自己的童年：“有一次去城里一
个亲戚家，城里孩子拿着那种会‘啄米’的玩具鸡气
我：‘你玩过吗？ ’我说：‘我玩活的。 ’”听老师讲完这
个故事， 孩子们乐不可支， 课堂也由此充满了童趣
味。原来常常羡慕城里孩子的他们，找到了“土鸡蛋”
的优越感。 刘茜

近日， 长沙
市麓谷中小学学
生齐聚高新区教
育局 2017 年“走
进科技 创造梦
想” 第二届校园
科技节现场，运
用纸张、胶带、胶
水等物，制作“汽
车”“桥梁”，参加
纸质桥梁承重、
汽车模型制作比
赛。

孩子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设计并制作出一个有桥墩且能承载一定重量砝码
的桥梁模型或能承载一定重量砝码且能运动的小车模型。 在测试区域，有一组学
生制作的纸桥梁因为承受了 2公斤的重物引起轰动，赢得了参赛选手一致掌声。

深受高新区创新创业氛围的熏陶以及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高新区将科技与
创新融入教育中，培养学生对科技知识的兴趣以及动手实践能力，全面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

通讯员 詹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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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汽车”走进科技

跨界思维 跨学科元素 全面育人

随着教学改革的逐步推进， 在提升教育
质量与教学水平的同时，德育也成为了学校教
学的重点关注对象。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
审美情趣是影响学生一生的核心因素，学校不
仅承担着文化课程教育的任务，也是帮助学生
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的场所。 因此，道德教育在教学中应用实践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了解德育与语文教
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如何在初中语
文教学中加强德育的应用与实践。

“文以载道”决定了语文教学中蕴含着极
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
也”，语文教师通过教学，让学生在熟练掌握
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 深入了解我
国甚至他国的优秀思想观念与道德品质，将
其内化为自身的思想内容的一部分并付诸于
实践。 从宏观而言，语文教育担负着重要的教
学任务，包括树立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培养
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锻炼学生健康的心理
素质，以及培养学生自觉的法律意识等。

初中语文教学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主要
有以下 3个特点：

首先，以经验式为主。 在初一阶段，学生
们接触到的课本资料中的思想内容多浅显易
懂。 而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以及教学的深入，
课本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深度也慢慢加

深、难度逐渐增加。 例如初一课本中的《最后
一课》，以主人公小学生弗朗士的角度描写了
教师韩麦尔对母语的爱和对祖国的爱， 这个
角度的描述能激起学生的共鸣， 使学生更容
易理解文中的感情。 而初三课本中的《人民解
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藤野先生》 等文章
则以更成人化、 更客观的角度描写对祖国的
热爱之情， 学生在体会其中的情感时需要教
师更多的引导和辅助。

其次，缺乏系统性。初中语文教材对于技能
性知识点的总结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初一、初
二、初三分阶段学习某一个类型的知识，但就文
章体现的思想内容与情感而言， 却没有进行整
体归纳， 如果初一只学习关于爱国情怀的文章
显然也不科学。每篇文章都会有主体思想，因此
在进行初中语文德育教学时就需要教师进行归
纳总结并加以延伸，促使学生的思想进步。

再次，象征意义与形象较多。 初中语文教
材中的文章极少有长篇的议论或分析， 多是
由故事性、人物性、实物性为载体抒发情感，
表达某种思想态度， 这种呈现方式比较符合
初中生的性格与年龄特点，更有吸引力，且促

使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文中的人物、事例，
形象化地感受思想，避免了直接灌输。

语文教学是学生理解文章思想内容，培
养思想的深度、情感的丰沛度、道德的高尚度
的重要渠道，反而言之，文章的思想内容是语
文教学的价值体现， 因此两者的关系相辅相
成、密不可分。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加强德育的渗透是每
个教师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而德育在初中语
文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德育在课堂教学中的渗透。 汉语是
语文课堂的核心， 帮助学生认识汉语之美不
仅能够提升他们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与热
情， 更能够以汉语为载体追溯我国上千年历
史文化中沉淀的悠久文化与思想。 在这个快
餐文化与电子游戏充斥的现代社会， 缺乏判
断力和自制力的学生需要有人引导他们建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
待生活与学习中遇到的困难，《生命的意义》
《海燕》等都能够帮助学生提升信心、坚定信
念。 另外，初中学习也需要学会自强自立，例
如张海迪、朱自清的《背影》等，在课堂上及时

把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变化， 并结合学生的具
体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德育渗透， 以教材为
基础，利用语言文字的学习、讲解分析从而实
现智育与德育的有机统一。

二是德育在课外教学中的渗透。 虽然课
堂教学是语文教学开展的主要基地， 但课外
学习才是学生领略语文魅力、 获取更多语言
学习与实践机会的场地， 尤其是在当前科技
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为
学生的语文学习与应用提供了多元化的渠
道，德育也有了更丰富的实现方式。 鉴于初中
生的自制力较差，需要教师和家长从旁协助，
比如：布置一些硬性指标，如一学期阅读几本
有营养的名篇名著， 而不是将时间和精力花
费在武侠、情感小说中；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积
累名言警句， 写下自己的心得并将其正确应
用到作文写作中，等等。 德育在课外教学的渗
透有利于扩展学生的知识面， 更重要的是可
以提升学生对于道德、价值观的正确认知。

总之， 德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与
实践更多地依赖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教
师要努力提升自我道德品质与素质水平，同
时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丰富语文教学方式，加
强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以“良师益友”的
身份打入到学生群体中去， 创造良好的育人
氛围，坚定德育的情感基础。

浅议德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双峰县永丰镇城北学校 赵梅 赵良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