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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思维

“望月思乡”还可以这样教
邵东县九龙镇中心小学
彭邦桢的《月之故乡》抒发了一位海外
游子对祖国家乡的无比热爱与思念之情。 邵
东县城区一完小送教老师杨刘芳的《月之故
乡》教学示范课让我对诗歌教学有了新的认
识。
首先，杨刘芳画了一个圆让大家猜想这
是什么，紧接着在古诗中寻月，与孩子们一
起回想关于月亮的诗句，于是孩子们知道了
这堂课和月亮有关，可是这堂课的内容是什
么呢？ 杨刘芳居然就让孩子们拿出作业本听
写诗歌，这下更加摸不着头脑了，难道这是
一堂复习课不成？ 接着，杨刘芳不紧不慢将
诗句娓娓道来：“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
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里，同学们你们知道下
面是什么吗？ ”听到这里，我心中为之一震，
原来杨刘芳是想让孩子们参与写诗，这可就
真正达到了创造性学习，充分发挥了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与参与性。

姜紫君

然后，杨刘芳让孩子们为这首诗定一个
题目， 这无疑又一次为这堂课增添了亮点，
孩子们想到的“望月思乡”“望月怀乡”，这不
都是这篇诗歌的主题吗？ 杨刘芳轻轻松松就
突破了难点！ 既培养了孩子们的语感，还让
孩子们感受到了文字的奇妙。
“要让学生想作者所想，要让学生感同
深受。 ”杨刘芳首先让学生找出诗的中心句，
学生很快就找出了是“看月亮，思故乡”。 抓
住了这一关键词句，孩子们很容易就明白了
诗歌要表达的情感，在领悟了情感的基础上
再进行诵读训练，效果非常明显。
杨刘芳还讲述了作者彭邦桢这一生的
—印度——
—台湾——
—美国，辗
奔波， 湖北——
转一生都回不了祖国回不了家乡。 通过对他
经历的了解，让学生更形象、直观地体会作
者身在异乡思念家乡的情感，理解作者当时
的心情。 在这个基础上再让孩子们诵读诗

歌，孩子们便能感同身受。 杨刘芳将彭邦祯
2000 年与朋友打电话说想回来，因病重没有
实现，2005 年弥留之际仍想回故乡的那种绝
望展现给孩子们，这个时候学生的情感被彻
底征服，孩子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一个老人的
遗憾、无奈以及对家乡的思念，在理解了作
者的思乡之心后，孩子们的朗读赢得了满堂
喝彩。
到了课堂的尾声，杨刘芳让孩子们续写
诗歌“他乡一个月亮，故乡一个月亮……”孩
子们早已跃跃欲试，写出了让老师们都为之
赞叹的诗句。 最后，杨刘芳在歌唱中结束了
本课的教学， 圆满地让大家记住了月之故
乡。 杨刘芳的课是洒脱的，是幽默的，也是智
慧和富有诗意的，她在课堂上循循善诱的引
导、娓娓动听的话语，还有那宛转悠扬的歌
喉，不绝于耳。
姜紫君

乐教乐学

小树和狐狸有颜色啦

在户外学习
“活”知识

紧张的语文单元测试后，
洞口县杨林镇杨林完小四年
级一班的肖婷婷老师给孩子
们上起了呼声已久的美术课。
课堂中，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尽情徜徉在线条、 色彩、童
话的世界；下课后，孩子们仍
意犹未尽，纷纷围上黑板兴致
勃勃地给森林中的小树和狐
狸涂颜色。
该校校长李开军表示，杨
林完小摆在学生面前的可不
是冷冰冰的书本、作业、黑板、
试卷，而是有血有肉的情商熏
陶和智商锤炼， 孩子们爱唱、
爱画、 爱跑的天性不能剥夺。
该校在侧重学生文字科目教
学的同时，更注重学生德、智、
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给孩子
们打造快乐童年！
通讯员 杨晚春

在英国诺福克郡有一所户外幼儿园，孩子
们无论刮风下雨只能在室外待着，平时也只能
玩他们自己制作的玩具，而这样的教学条件和
方式却被称为英国最好的幼儿园。
“在户外，学习是活的，所有的感官都受到
刺激。 ”Emma Harwood 老师说，孩子们可以
感受到风，看到树上的树叶，而不是在书中读
到这些东西。 孩子们在这里丰富自己的视野，
直接感受大自然，户外活动激发他们创造并发
挥自己的想象力。
幼儿园里， 老师给孩子们提供工具和资
源，让他们自己制作想要玩的东西，鼓励他们
创造性地思考、批判性地思考，并提高他们解
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一个孩子想要一辆汽车作
为玩具，甚至是一个车库，那么他就需要自己
制造出来。 如果孩子们想要一座城堡，他们就
需要在一个团队里工作，Emma Harwood 会
利用所有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激发他们的合作
能力。

很多学生感觉自己很喜欢历史，
也觉得历史故事很有趣，可是一涉及
具体的需要记忆的内容或者理论性
的内容就觉得无聊至极。 由此可见，
历史教师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要着
眼于提高课堂的趣味性。
我们都知道，导入环节在课堂教
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教师的导
入设计比较成功，不但能将教学内容
紧紧联系在一起，还能够提高课堂教
学的趣味性，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
动机，进而启发学生思维。如：在学习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教师可以运用
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展现圆明园复原
图和经过英法联军洗劫之后的惨败
景象。 学生通过对比，内心会受到深
深的震撼，教师在这时候不失时机地
引导：“圆明园本是六代清朝皇帝建造的皇家
园林，当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蕴含着中
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 可是同学们已经看不到
丝毫的原貌了，只有残垣断壁，一片破败不堪
的景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这一切
都是因为一百多年前英法联军对中国的侵略
造成的，而这段历史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
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尽管这段导入只花费了
寥寥数分钟的时间， 却产生了不错的效果，学
生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到教学内容上。
历史学科需要记忆的内容很多，但是，如
果一味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 学生不仅容易
产生逆反心理，而且由于缺乏趣味性，学生的
记忆效果也不会很好，常常是一节课下来，学
生感到枯燥乏味， 能够记住的内容却少之又
少。 教师要关注知识记忆的趣味性，发动全班
学生一起探索历史知识的记忆窍门， 将枯燥
的地名、 时间等历史知识转化成学生感兴趣
的内容， 这样能够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历史
的热情，同时也能改善学生的记忆效果。 如：
在学习《北京条约》内容时，有的学生就采用
谐音的方法来记忆， 大部分学生都能很快实
现教学目标。《北京条约》内容共分为五点，分
别为：准许华工出国；承认《天津条约》继续有
效；增开天津为商埠；赔偿英法两国 800 万两
白银作为军费； 将九龙司地方一区割让给英
国。 学生只需要从每条内容中摘取一个关键
字，组成“准许天天陪酒 （九）”就能够准确地
记忆条约内容。
学生通过联想法、谐音法以及编口诀法，
将枯燥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充满情趣的东西，
从而大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在历史教学中要注意提高课堂趣味性，使
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这样才能够
提高历史教学效率，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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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在音乐教学中的运用
衡阳市雁峰区金桥小学
相较于小学其他学科而言， 音乐教学对
学生的心理感受更为重视， 小学音乐教学中
的重点就是学生能不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
真实的情感体验， 小学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
的过程中， 如果不能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音
乐教学充分融合在一起， 那么就很难培养学
生的审美意识。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应用体验
式教学， 可以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对音乐知识
进行探究，并借助实践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同时对学生
的全面发展极为有利。
一、创设情境，感知音乐
小学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体验式
教学方式的时候，首先应精心对教学内容进行
音乐情境创设，使课堂活动以及课外活动都能
较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其全身心投入到
学习活动中，并让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引发情
感共鸣，有更深刻的感受，从而产生体验。
例如，在教学《春光好》的时候，教师可以
借助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创设一个真实的情
境。 可以借助春天里的景象，如小草发芽了、

野花相继开放等图片，将其展示在学生面前，
将音乐课堂创设成春意盎然的场所。 在这样
的情境中， 学生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音乐作
品中活泼的旋律。 在欢快的节奏中有效调动
学生的情感因素， 既能让学生真正爱上音乐
作品，同时还会更加向往春天。
二、引导学生参与体验，有效实施教学
除了音乐作品本身的美能体现出音乐的
美之外， 同时各种音乐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
内涵美也对其予以了体现。 所以，技能的学习
仅仅是音乐学习的一部分， 让学生掌握到怎
样在优美的音乐中对作品的内在情感进行体
验， 这样的教学活动才能被称之为全面的音
乐教学， 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才可以真正获
得知识，从而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佳化。 所以，
小学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 不仅要
让学生掌握好必要的音乐知识， 还要对其进
行引导， 让学生体验到音乐作品中所包含的
深刻思想感情。
例如，在教学《音乐中的动物》一课时，教
师应尽可能将学生带入进音乐作品的角色

朱水平

中，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验音乐作品中各种
不同小动物借助声音所表达的丰富情感，教
师在开展教学活动前， 可在课前单独训练学
生的声音， 然后按照不同的角色将学生分成
若干个小组，让学生扮演不同的小动物。 在做
好所有的准备工作后， 教师再让学生按各自
的角色进行演唱， 使学生在对不同小动物进
行扮演的过程中， 对个性化的情感体验予以
感受， 这样的情感体验可以让音乐课堂更加
生动有趣， 学生会对音乐学习产生浓厚的兴
趣，进而有效提升教学效率。
三、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加强学生的创编
体验
在体验教学中， 创编体验是一项不可或
缺的重要内容， 创编对学生音乐学习性质而
言极为重要。 小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可
以不断丰富其自身的专业知识， 部分学生还
可以简单地创编音乐作品。 因此教师要将学
生的想象力充分激发出来， 对学生在学习中
的主体地位予以明确， 使学生的音乐水平快
速提高。 比如小学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的时

候，可以结合学生的音乐能力，展开恰当的主
题活动， 如“街道上的声音”“大自然中的声
音”等，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收集相关的音
乐元素，并独立整理和创造这些元素。 在开展
活动前，教师要将相应的任务布置给学生，比
如利用收集到的声音将其创作成动听的、可以
吟唱的曲调， 并由学生投票评选最优秀的作
品， 给予获奖学生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奖励，以
此鼓励学生继续努力。 通过这样的活动，既能
使学生产生创造和编制兴趣，同时还可以激发
学生探讨更高层次的音乐，从而有效提高学生
的音乐水平，对学生的音乐综合素质予以了培
养，进而使音乐教学的最终目的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 将体验式教学法应用到小学
音乐教学活动中， 着重培养小学生学习音乐
的兴趣， 才能让学生在体验的过程中理解作
品的内涵， 使学生在情感和音乐作品创造产
生共鸣。 立足于现阶段小学音乐教学发展的
实际需求， 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将实施体验式
教学活动作为切入口， 对构建高效的音乐课
堂极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