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众多学科中，语文总处于一种尴尬局面，
教者深感其难，学者亦乏兴趣。为了考出好成绩，
学生需要进行大量的习题训练，即使这样学生的
语文成绩依然不见得能够迅速显著提高。长此以
往，学生对学习语文的兴趣在大量的题海战术中
慢慢地枯萎泯灭了。 在许多人印象里，一提起语
文，就变成了单个的字音字形、晦涩的成语、零碎
的常识、只言片语的警句。这真是既可悲又可怕。

原本蕴藏深厚的文化内涵、 充满美感丰富
生动的语文被束之高阁，重在塑造人格、锤炼心
灵、张扬个性的语文课却变成了枯燥训练课，语
文教师本应承担教书育人的责任， 而在现实中
却变成了培训熟练应对考试的选手的“教练”。

我呼吁，面对教改，让我们以人为本，关心
学生心灵，关注学生发展，与语文共舞！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语文课堂教学改革，首
要任务要改变死板教条的教学模式， 借鉴洋思
中学的成功经验， 精心设计课型、 灵活运用教
法、 激发与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把“要我学”变成“我要学”。猎奇心理学生都
有，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将之激发出来，使之焕发
活力，闪耀光芒。 在教学中，我始终将趣味性与
竞赛性结合起来，让学生共同探讨、体验钻研的
乐趣，更让他们在评比较量中得到提高。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
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通常评价一个
人的语文水平的高低常常会用到“素养”二字。
什么是素养：我认为素养首先是知识的积累，其
次是能力的具备， 丰富的语文知识绝非空中楼
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优秀的语文能力

也非一蹴而就，“腹有诗书气自华”“梅花香自苦
寒来” 语文素养必须通过不断的汲取锻炼而日
益深化加强，比如诗歌散文教学，我就特别注重
熏陶感染的作用， 要求学生多记多背多读多体
味，涉及精彩的段落，我都整理成朗诵材料印发
给学生，大声吟咏背诵，涵会体味，大有余音绕
梁而三日不绝之势。而对于文言文教学，我也把
“诵读”定为关键点，离开了诵读，文言文的积累
量就无从谈起，离开了诵读，文言文领悟力也难
以提高， 我把诵读当作文言文教学的一把金钥
匙。 在这方面，我率先垂范，凡要求学生背诵的
我也背诵，再指导背诵方法，教会学生背诵。

活跃思维是语文教改的关键，我通过设计
问题情境，开展实践活动等多种努力，把学生思
维激活，倡导学生独立思考、合作突破，鼓励学

生多想、多问、多做、多说、多创作，听过我班孩
子们的课堂发言的老师， 都会惊讶于这些孩子
活跃的思维能力、突出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我记
忆最深处，当我上完《音乐巨匠贝多芬》后，要求
学生开展“猜一猜他是谁”的活动，要求运用所
学的人物描写方法，来描写本班任何一个人，发
言后，让同学猜，每个同学都兴致盎然，发言积
极，场面非常热闹。

我始终认为， 教学改革还是应大力开展
下去，我始终相信，作为语文老师，我们既然
能培养出成绩优异的学生， 那也能培养出能
力优秀的学生，以人为本，关心学生心灵，注
重个性发展， 这将是我今后教改中所坚持的
教学之路，毕我终生孜孜不倦的探索。 因为，
我热爱语文教学。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第一职业中学 王萌贞

简笔画教学是师范专业课不可缺少的重
要课程，它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青
年教师，在探究中职师范专业的简笔画教学方
法中，我有几点自己的拙见。

一、教学内容要接近生活
简笔画的内容是非常广泛，但是在教学中

我们还是要回归现实生活，把贴近于生活的内
容放入教学中。中职师范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将
面临的是幼儿教育或小学教育。这一阶段的孩
子对于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都有或多或少的
缺陷，但是这一阶段的孩子想象力是非常丰富
的，对生活的一切事物充满了好奇。 所以中职
的学生必须在学习阶段充分掌握简笔画的基
本技能，积累生活中的素材，这样在以后从事
的教育工作中才能应对自如。如何实现这一目
标，还取决于中职教师在美术教学课堂上能否
根据幼教学生的专业特点，设置贴近现实生活
的教学内容，让幼教专业的简笔画教学课堂更
有计划性和目的性。

二、 带动学生学习简笔画的兴趣和动笔
能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提升简笔画的能力，

第一要改变学习观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
学生感受到在简笔画学习是一种快乐和一种享
受，从而积极主动地学习简笔画的相关知识，认
真思考问题。 为了激发学生对简笔画的学习兴
趣，把传统的简笔画教学模式顺序进行对调，首
先让学生去欣赏图片，然后在图片中发现问题，
最后总结。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效果出奇显著，而
且培养了学生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学生在
简笔画学习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 课堂
教学气氛效果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中职学校教
师在教学中，必须努力设计教学中的各个环节。
鼓励学生走上讲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主动参
与到黑板简笔画的绘画中去， 同时也培养了学
生深入到简笔画课堂的兴趣。 在美术教学课堂
上，应该主动参与到简笔画教学过程中，多练多
画，培养动笔能力。 使学生在绘画中勤观察、勤
思考、勤想象。 其次，学生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
再创造，提升绘画的技能。

三、通过观摩活动提高对简笔画的认识
对于中职师范专业的简笔画教学来说，怎

么样把课外教学和实践完美的结合，最为关键
的是让学生深入学校进行实地观摩，建立学生

对于简笔画教学的大致方向，使他们认识简笔
画的重要性。职业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技
能型人才， 只有让学生深入到实际教学中去，
才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变成一种技能。

四、提高学生改编的创造力
简笔画教学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

学生只有通过一段时间的临摹后，才具有一定
的造型能力。 作为一名师范专业的教师，以后
将面临的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小朋友，如果课堂
授课是拿着一本书本看一眼画一眼的授课方
式的话，这样不仅仅是浪费时间，而且对于小
朋友来说这堂课定是枯燥无味的。 俗话说的
好：“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首先应该有一桶水”，
教师应该脑袋里面储备的素材丰富，在课堂上
学生想让老师画什么样的形象，教师都能够很
快速的画出来，只有达到这些要求，才能够成
为一名合格的美术教师。正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样学生才能够明白其中的道
理。 在以后的学习中，才会花大量的时间去默
画积累素材。 但是也不排除有些同学默画九、
十次都不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就必须因
材施教，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在绘画的过

程中应多给予他们鼓励，正确的引导学生。 画
画本身就是一个修生养性的过程，只有把心静
下来了，画才能画好。

改编就是学生在临摹的基础上， 对所画
的事物进行有目的的改动。 例如在教学中，让
学生画一幅同学们课间活动， 在学生临摹的
过程中，让他们学习对春夏秋冬的着装，衣服
的色彩进行改编， 不同的色彩不同的着装表
达的情感也是各异的。 通过这种练习方式，能
够促进学生的发散思维的发展。 让学生在绘
画的过程中认识到知识环环相扣， 简笔画虽
然简单， 但是如果要把简笔画画好也是需要
刻苦训练，长期积累才能得到的效果。 通过学
生的改编， 打开学生的思维， 画许多不同风
格、不同表现形式的画，这样对学生的信心也
是有很大提升的。

学生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在教学方法
上面要因材施教，作为师范教育工作者，我们有
责任和义务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教师。 经过笔
者多年的简笔画教学实践，运用上述方法，能够
有效提高教学简笔画的技能， 为培养高素质的
幼儿、小学教师打下坚实的教学技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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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地处典型的贫困高寒山区， 海拔
1754 米，自然条件相对艰苦，在扶贫攻坚的
战场上，百姓搬迁的速度在加快，学校生源
基数在下降，家庭条件好点的学生都转入了
城镇学校， 学校从最高峰的 1 千余名师生，
到现在只有两三百学生，但我们中心小学在
破解乡村教育发展难题上一直在探索。尤其
关注对一年级学生的教育，其中低年级的语
文教学是教育启蒙的关键起步阶段，而写话
教育是该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对低年级学
生来说，写话是写作的准备。 根据自己多年
的教学实践，学校及个人觉得应该从以下三
个方面入手，提高低年级学生写话的能力和
兴趣，为以后的习作作好铺垫。

一、引出写话的“源头活水”，从生活小
细节入手

教学中经常会出现这类的现象， 一个
学生造了一个句子， 其他学生纷纷举起了
手，但却说得跟他相差无几，跟风现象较严
重，迎合教师、刻意模仿，那么作为教师的
我们，怎样消除这一现象？ 首先，树立学生
对说话、写话的信心，消除学生对说话写话
的神秘感和恐惧感；其次，教师应强调写话
与生活的联系，鼓励孩子多观察、思考，敢
说真话、实话，善于表达真情实感；最后，
紧紧围绕低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 引导他
们阅读“生活的百科全书”，去寻找生活的
源头活水，学会记录生活中有趣的语言，展
示“童言无忌”，盘活写话素材。

例如：下雨时，我问妈妈 :“为什么会有

雾出现呢？ ”妈妈说：“下雨后，地面上水分
多，又被蒸发，下雨后温度降低，所以雾出
现了！ ” 我说：“原来雾是雨睡觉时玩耍形
成的！ ”又例如：某天我在床上的时候，爸
爸不小心用手抓到我的小脚，“好痛啊！ ”
我大叫了一下。 爸爸说：“你是纸人做的？ ”
我说：“我是豆腐做的。 ” 爸爸听了哈哈大
笑。类似的生活场景随处可见，与父母朋友
间的对话都是写话的素材。

二、规范写话的“语言形式”，充分利用
课堂资源

课程资源无处不在， 在课堂答问时也
能有机渗透语言训练。教师应认真倾听，善
于捕捉学生语言表达的优点和问题， 及时
寻找规范式的语言形式， 或发现语言中的
诟病，及时强化、纠正，重视语言训练及指
导。当学生说出零散的词句，教师不要急于
否定、或者替代学生说，教师要有意识地让
学生自己把这些话整理起来并概括地说一
说。这样学生要想完整有序地表达，就不再
简单地把几句话串起来， 而是不得不调整
语序、 整合内容、 选择恰当句式、 梳理思
维，不但加强了语言训练，更有助于思维能
力的发展， 也为连贯完整地写话打下了基
础。

例如：在分角色朗读课文时，要求对朗
读课文的若干同学进行评价时， 开始学生
常说：“某某同学读得很好！ ” 教师追问：
“能说说好在哪里吗？ ”一学生说：“我认为
某某读得最好，因为他把字音读准了，声音

洪亮。 ” 另一学生说：“刚才某某同学也读
得很好， 她不但声音洪亮， 而且读出了感
情。 ”在教师的循循善诱下，前者用了因果
倒装句，后者用上了关联词语，且用词通俗
化、口语化，很有特点，应加以充分肯定及
总结，并启发学生学习和模仿。

三、挖掘写话的“丰富内涵”，积极调动
多项感官

低年级孩子写话的特点是句子简单，
思维混乱， 有时看似长话连篇， 但细心观
察，便会发现前后重复。 因此，让学生写话
时，在注意顺序前提下，学会“三个步骤”，
把“过程”写清楚，把“事物”写具体，把“形
态”写生动。

把过程写清楚。 低年级孩子的说写反
差较大，说时往往头头是道，写时或提笔忘
字、或重复不断、或不知如何下笔！ 例如：
有学生写“我回到家就开始做家庭作业”。
这句话是完整的， 但其中有很多细微的动
作缺失了， 可以深挖。 此时让学生来演一
演，其他学生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回到家，
要先放下书包， 拿出书和本子， 打开铅笔
盒，挑选一支铅笔，才能开始写作业，把过
程交代清楚后，句子就显得有血有肉了；把
事物写具体。 实践证明， 幻想是儿童的天
性，与其面对现实生活，儿童更愿意沉湎于
想象世界中。 教师可以设计一些富有科幻
色彩的场景，激发孩子的创新思维。 例如：
习作课想象作文《未来的……》时，让学生
先奇思妙想，大家都饶有兴致地动起笔来，

开启了学生的想象之门， 让学生做到了海
阔天空去想，切切实实去写，什么会找“主
人的钥匙”、“会飞的汽车”、“听话的机器
人”， 由于这些都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因
此，写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的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把形态
写生动。 如在描写秋天的景色时， 孩子会
写：树叶黄了。 让学生看看图片，插上想象
的翅膀，树叶生长在什么地方，像什么呢？
树叶和树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
样步步深入，学生第二次写时，就能写出动
态美了。“街道上，一片片挂满枝头的叶子
像是挤在一起的金纸片， 笑眯眯地向外张
望。”这样短短的句子在孩子们的提问中逐
渐拉长。多次训练后，学生逐渐养成了自觉
观察，把句子写生动的习惯。

总之，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认
为低年级学段训练学生写话需要回归这
种纯真本色，让孩子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
界，说出孩子的话，让写话展示他们的生
命活动，同时又要重视写话教学的语言质
量，学会规范表达，从而真正地展现一个
原生态的自我， 学生的写作才会逐步提
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重视小学低年级
写作教学，并且我们要知道小学低年级写
作教学的策略。 通过大家的协作努力，在
师生的共同奋斗中，我们“以德立人，科研
兴教”的办学理念，多次获得“县级目标管
理一类小学”“县级德育示范校”“县级教
研教改示范校”。

小学低年级写话教学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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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教改之风 与语文共舞
岳阳市岳阳县新长征小学 付 会

职业中学师范专业简笔画教学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