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教育家阿道尔夫·第斯多惠
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
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在课堂教学中，
如何激励、唤醒、鼓舞学生，使学生乐于
学习呢？ 那就是创设各种教学情境，激
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以及学好数学的
愿望。

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得出，小
学生大多比较关注“有趣、好玩、动态、
新奇”的事物。因此，笔者认为小学数学
教学适合创设问题情境，只有把数学的
自身特点与学生的心理规律有机地结
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一、借助故事创设问题情境
爱听故事是儿童的天性，小学生尤

其容易进入故事营造的生动情境中。教
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和需要，借助
儿童喜爱的故事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提高数学审美
能力。 比如，在教学“分数的大小比较”
时，可设计这样的故事：唐僧师徒四人
去西天取经，过了火焰山后来到一个村
庄。 村中田里种植了一大片西瓜，好客
的农夫给他们送来一个大西瓜，八戒见
到西瓜馋得口水直流。悟空要求公平地
分给每人 1/4。 八戒听了不高兴地说：

“瓜是俺老猪化来的， 俺肚子大， 要吃
1/6，至少也要 1/5。 忠厚的沙僧给八戒
切了 1/6， 正当大家开心地吃着西瓜
时， 贪吃的八戒却在一旁直拍脑袋：怎
么自己的这份反而比他们的少呢？带着
这个问题，学生学得更加主动、深刻。

二、借助游戏创设问题情境
小学生好动，喜欢做游戏。 教师可

以让学生带着好奇心在玩乐中认识事
物，吸取数学知识和经验，并应用于实
际生活。 比如，在教学“元、角、分的认
识”时，教师可拿出标有价格的钢笔、文
具盒、玩具飞机、排球等物品，让学生模
拟生活情境，扮演营业员、顾客进行买
卖， 在游戏中加深对人民币的认知，体
验成功的快乐。 需要注意的是，游戏形
式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年龄的不同
而有所变化。

三、借助资源创设问题情境
农村没有繁华的街市， 没有琳琅

满目的商品， 课堂上没有精美的教
具，但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源，农村教
师应该有意识地将这些“乡土”资源
开发出来，为学生创设熟悉的问题情
境，让学生在逼真的情境中理解和学
习数学知识，同时感受数学知识运用
无处不在。 例如，在教学“整十数加一
位数和相应的减法”时，可以选择一
个农村孩子熟悉的替代情境来进行
教学。秋天到了，苞米成熟了。昨天老
师回到家里，蒸熟了 20 个苞米(出示
早已画好的 20 个苞米示意图)， 今天
早上又蒸熟了 5 个苞米 (再在黑板上
画 5 个苞米)，根据这些条件，你们可
以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创设这样一个
学生熟悉的问题情境，远比教师将情
境图改变成应用题，更能唤起学生思
考的欲望。

四、借助辩论创设问题情境
小学生容易争强好胜，比赛能制造

竞争氛围， 使他们处于积极思考的状
态。另外，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短，
往往一节课后部分时间开始出现疲倦
心理，教师可以通过比赛的方式激发学
生的热情，让学生在竞争中感受参与和
成功的快乐。 因此，在知识的训练过程
中，对某个易混淆的知识点或对比性较
强的问题，把它设计为练习题，引导学
生通过正反双方辩论，学生对知识探究
理解就会很深刻，自觉纠正偏差，通过
对知识的思辩，掌握就会更牢固。

问题情境的创设贯穿于小学数学
整个教学过程，其方法与途径也是多样
的。良好的问题情境能引发学生产生各
种各样的疑问，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
学生感觉到数学就在自己身边，并在丰
富的问题情境中高效地学习数学、理解
数学、掌握数学。

总之， 在数学教学中创设各种各
样的问题情境， 可以把理性的传授与
声、色、形等融为一体，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激活学生的思维，形成
生动、活泼、高效的课堂教学环境，达
到对所学知识的及时感知、 领悟、内
化、升华。 新时代的教师应该是一个组
织者、引导者、鼓励者，教师要根据教
学需要， 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创设不同
的教学情境，并依托情境，让学生在情
境发生、发展过程中学习数学、体验数
学的价值、享受成功的快乐。

如果我们把英语学习比作万丈高楼，
那么， 一个个词汇就是构成它的砖头，而
要盖成高楼大厦首先要有足够的砖头。从
听力来说，如果没有词汇的积累，那么很
难完成听力任务；从口语角度来说，没有
足够的词汇，就会张口结舌，即使借助肢
体语言， 还是无法有效沟通； 从阅读来
说， 词汇量的多少直接决定阅读理解能
力的高低；从写作来说，没有词汇量的积
累，写作时无从下手，达意困难，更别说
生动流畅了。 经过多年的一线教学实践，
我总结了学生积累“砖头”———学习词汇
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并提出几条解决问
题的对策。

一、 小学生英语词汇学习中存在的
问题

第一，依赖“现代化武器”和教辅资
料。 随着科技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语言
学习的条件越来越好，在望子成龙的急切
心理和广告宣传的影响下，每一位家长在
“硬件配备” 上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比别
人落后。 因此，孩子们便有了依赖心理．
不再主动记忆词汇和查阅词典，以至于一
遇到生词就求助于电子设备，而有些自控
能力差的孩子则被其中的游戏所吸引，成
绩自然上不去。 还有教辅资料工具，有的
家长和同学看到资料就买，课堂上听课效
率和质量很低，纯粹依赖于教辅。 课堂上
对知识点理解不透。 不主动思考，不总结
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一味地急功近
利，是语言学习的大忌。

第二，迷信“成功秘诀”。 在市场发展
的影响之下，许多商家或者所谓“成功秘
诀”的创始人利用年轻人投机取巧、急功
近利的心理，去迷惑那些不懂科学学习方法的学生和家长。 其实，
只要稍微静下心来，我们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语言学家、优秀
教师等专业人员用尽毕生精力从事语言教学和科学研究， 都没有
发现什么“成功秘诀”。 刘润清教授说：你可以“疯”也可以“狂”，但
是有一点，你能“疯”出莎士比亚，能“狂”出同声传译，那才是本事。
所以，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扎扎实实地努力，不能投机
取巧，学习没有任何捷径。

第三，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 对于小学生而言，外
语的使用环境极少，学习氛围也不浓厚，因此，通常在英语学习习
惯上存在以下四种现象：一是哑巴英语。 刚接手英语时，发现学生
几乎说什么都听不懂，但是写出来却理解很快。 追根究底，原来是
长期的“哑巴英语”教学所致，即不听、不读、不背诵。 长此以往，还
有什么学习兴趣？二是临阵磨枪。很多成绩很好的同学说：“词汇一
背就忘，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做数理化，考前突击一下词汇就行。 ”但
是，考试的结果却差强人意。 兵法上有个战术叫“各个击破”，几百
个词汇加上它们构成的短语及用法， 若完全依靠短时间内的强化
记忆，势必令人头昏脑胀，这种情况下怎能考出好成绩？三是“割裂
整体”。众所周知，英语的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 可是，不少同学认为英语学习就是学习词汇，以致当老师在
进行综合能力训练时，他们只是记词汇。 这样就如同虽找到了“砖
头”，但却没有规则、图纸、建筑工人，这种情况下的“砖头”永远不
可能变成万丈高楼！ 四是“消极暗示”。 在和同学的交流中，我听到
很多这样的声音：“我英语不好。”“我是学不好英语的。”“我记不住
词汇，背过就忘了，背也没用”……这一系列自我暗示，给懒惰的学
生找到了借口，打击了意志薄弱学生学习词汇的积极性。如果能把
消极暗示变成积极暗示，结果一定会截然不同。

二、英语词汇学习的几个方法
考试的目的不是把学生考倒， 而是看学生有没有把知识夯

实。 因此，应注重课堂听课效率，理解吃透考点，配合好老师，课
前预习，课后复习。 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学习辅助工具和教辅
资料不能替代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替代记忆，要养成科学的词
汇学习方法。

一是借助于音标。 很多单词，尤其是比较长的单词，如果能准
确地读出来，一般也就能正确地拼写出来。

二是借助构词法，如词根、词缀、衍生、合成、缩略等。比如讲解
activity(活动)这个名词时，就可以把其词根 act(动词，行动)及其衍
生词 action（名词，行为）、active（形容词，活跃的）一并记忆。

三是借助于顺口溜、故事等。 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黑人(� ne
gro)英雄(hero)喜欢吃土豆(potato)西红柿(� tomato)”，是用来记忆以
o 结尾的可数名词复数时后面加 es；“县（限定词）官（感官相关）行
（形状）龄（年龄）色（颜色）国（国家）材（材料）”是用来记忆多个形
容词的顺序的等等。

四是借助语境。很多单词有不止一个词性和词义，只有在具体
的语言使用环境中才能明确其词性、词义和用法。 所以，在语境中
记忆词汇是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要求学生在听写词汇的同时把词
汇所在的句子写下来， 学生看到这个词汇就能说出包涵这个词汇
的原句子，这就与记单词与背诵课文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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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创设问题情境
耒阳市公平中心校横岭小学 曾少华

不要让湘西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

一、湘西州学前教育发展现状
湘西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 地处

湘、鄂、黔、渝四省市交界处，辖 1市、7
县， 总面积 15462平方公里， 总人口
263.6万。 借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国务院关于当
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的发展
理念和发展目标的指导， 湘西州学前
教育在国家两期行动计划的支持引导
下，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规
模、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与进步。然而对照国、省两期行动计
划实施目标与要求， 以及中西方发达
地区与国家学前教育的成功经验与教
训，目前依然存在如下问题有待改进。

学前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开
端，多年来却一直重视不够，保障也不
到位。具体表现在学前教育投入不够，
教师编制少，教师待遇偏低，管理不到
位等方面。

湘西州学前教育管理不到位表现
有：机构设置不到位、督评不到位、示
范引导少、监管不到位和发展不均衡。
湘西州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又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方面：(1)城乡发展不均衡。
城区孩子基本能享受三年学前教育，
可农村孩子却有不少人无园可上。 (2)
师资配置不均衡。 城区公办园与城区
优质民办园都是“两教一保”，城区普
惠性幼儿园和农村民办园（含部分公
办园）却只能做到“一教一保”。 (3)教
师素质不均衡。 公办园教师无论是在
编与聘请，基本上都做到了学历、资质
（教师资格证）双合格，而一般民办园
特别是农村民办园教师双合格率却比
较低，甚至达不到 50%。

二、加速湘西州学前教育发展的
建议

近三十年来，落后的学前教育依然
制约着湘西教育与文化经济的发展，
从而造成贫困人口代际传递，湘西州
不能让孩子总是输在人生的起跑线
上， 必须想方设法打破这一瓶颈，笔
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加快立法、完善政策是学前教
育健康发展的关键。 加快出台《学前
教育法》， 从法律的高度将学前教育
的性质、地位、宗旨、意义及政府在发
展学前教育中的责任，以法律条文的
形式确定下来，保障我国学前教育事
业全面、健康、有序发展。 明确各级政
府的投入比例，明确哪些费用必须用
于学前教育，明确上至规划、建设，下
至管理、监督、教师培养、教师编制、
教师待遇、保教评价等各方面的责任
主体与办法，只有这样，各部门才会
紧密配合，工作才能落到实处。

2、 加大投入是学前教育优质发
展的核心。 学前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它
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
线投资”。 我国必须在学前教育发展
的相关法规中明确各级政府的投入
比例，以及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
民族贫困地区国家与地方不同的投
入比例。 同时还要明确投入逐年上涨
比例。 只有这样，长期滞后的学前教
育才能得到优质发展。

3、 关注农村是学前教育全面发
展的保证。 学前教育的薄弱点在农
村， 教育公平的立足点也应在农村。
湘西州贫困发生率教高，是湖南省扶
贫攻坚的主战场，建议进一步将学前

教育投入的重点放到湘西州这样的民
族贫困地区与边远农村， 并建立一套
针对补偿教育的特殊政策。 儿童的教
育水平提高了， 整体国民的素质才会
提高。

4、保障师资是学前教育持续发展
的基石。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就难
有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因此发展学前
教育必须要加强队伍建设、 维护教师
权益。 (1)扩大学前教育专业免费师范
生培养计划， 以满足当前乃至今后学
前教育师资严重不足、质量不高、亟待
补充的需要。 (2)制定学前教育教师最
低工资标准，确保教师权利。建立民办
园教师补贴专项资金， 以保证民办幼
儿教师及公办园聘请教师与公办教师
同工同酬。 (3)制定学前教育专业教师
职称评聘标准与办法， 解决学前教育
教师职称评聘难问题。

5、强化管理是学前教育科学发展
的手段。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科学制定县市城乡学前教育布局与建
设规划， 以确保规划的严肃性与学前
教育的健康发展。 各级主管部门要定
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开展幼儿园工作
督查，引导幼儿园依法依规科学办园。
学前教育管理部门要建立健全幼儿园
办园质量，教师保教、幼儿发展评价标
准，严格依章评价，并实行幼儿园办园
水平与国家扶植、教师评优晋级、收费
标准审批挂钩。

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 今后无
论公办、民办，只要能通过办园标准与
质量等级评估， 就有机会获得国家的
财力支持， 引导各级各类幼儿园将园
越办越好，办出品牌，办出特色。

吉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彭 越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学前教育发展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