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 语 小 班 教 学 的 情 感 调 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经被各级各类学
校纳入重要的教育范畴。 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为此举办中小学生心理咨询师培训班，
培养和认定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 各中小
学校特设心理咨询室。但笔者以为，所有这
些， 仍然不能满足当前亟需加强的中小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 要使心理健康教育收到
实效， 必须强化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科德育
功能教育的相互融合，语文学科更不例外。

语文课堂是传统的德育渗透基地，更
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基地。因此，语文课堂德
育功能的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独立渗透，
都能影响到学生的情绪、人格、情感、意志、
性格、心理品质。作为一名农村初中语文教
师，面对留守学生比例过半的现象，必须将
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教育充分地融合，以
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下面， 笔者就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
融合进行了以下几点尝试：

一、把握当代初中学生的心理现状
农村学校的学生大多是留守孩子，他

们有些对父母或临时监护人有很大的依赖
性，缺少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和决心；心
理承受能力不强， 难以进行正确的自我评
价。 有的家长过于关注成绩而忽视了孩子
的心理， 以至于孩子面临着沉重的学习压
力，压力过大时，孩子就会采取不合适的方
式去疏泄，比如打架、上网吧等。 因此每一
位教师都要准确把握当代初中学生的心理
健康现状，在教育过程中有的放矢，做好引
路人，引导他们学会做人，学会生活。

二、构建民主和谐的语文课堂
初中的孩子们处于青春期， 在成长过

程中有了强烈的自我价值感， 心理上要求
被大人认可，又极力想脱离大人的管制；而
有的学生还面临家庭教育缺失、 社会教育
缺位等情况。 此时教师如果采用传统教育
方式进行教导、灌输，学生可能就会产生抵触逆反心理。 一个
和谐的，民主的课堂氛围能让学生敞开心扉，与老师和同学形
成情感互动， 这有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拓宽教学内
容,拓宽学习空间,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以树立起学习的自
信心，从而变语文课堂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

三、注重学生的心理特征
在一节语文课上，有一名叫凤娇（化名）的女生不参加讨

论，其他人在一起互动，唯独她自己闷着头，像是在看书。 为
此，我临时增加了一个组长评价组员环节。 同时，暗示小组长
主动询问。 在组长评价时，我插了一句话，评价该女生思维独
特，她听了以后精神一震，也参加到小组学习中了。这时，她享
受到了自我价值感的自豪感，被老师的认可让她有了动力。可
是，下了课她依旧自己一个人退到了同学圈以外。于是我以朋
友的身份找了几个学生聊天，发现这个女生情感上比较敏感，
总以为谁都针对她，排挤她，缺乏包容与合作意识。 她为了维
护自己，就处处较真，还觉着自己委屈。她常与同学们闹矛盾，
导致大家都不喜欢她，渐渐地也就不愿意跟她打交道了。初中
学生，生理发展快，心理变化快，模仿性强，可塑性大，但抽象
思维较差，没有形成稳定的人格心里。 学校里的经历，将直接
关系到她的思想发展进程。 针对这些特征，我以“爱”为出发
点，设计了几节专门让学生体验“爱”的语文课，引导学生去感
受别人的爱， 让学生认识到给予别人尊重和爱就能收获别人
的尊重和爱。

四、树立正确的教学目标
语文教学是很感性的教学，要让语文课上出“语文味儿”，

就要把德育教育恰当地渗透到语文课里，揣摩人物心理活动，
选择适当的时机，触及到学生的灵魂。 同时，语文课堂也是心
理健康教育的基地。一个人心理是健康的，就会有健康的人格
和高尚的品德。 语文课如果抓得得当，不仅传授了知识，更能
启迪学生的灵魂，可以说是事半而功倍。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努力让语文课堂教学
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 是语文教师应担当起的责
任。语文教师要抓住语文课堂的教学时间，通过心理健康教育
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人内心需要，关注个人心理平衡，通过语文
课实施情感教育，激发学生的自信心，不断增强自尊心和责任
感，塑造健康的人格，提升个人的价值感和成就感；逐步培养
他们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具有健壮的
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拥有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
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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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温和又坚定的雨后，天气立
马凉了下来。

真的是一雨成秋，好舒服的秋。
一周日傍晚，难得没有晚自习。 我听
从爸妈的建议，下楼放松一下自己。
迎着习习晚风，我信步走进屋后园子
里。 突然，一阵若有若无的熟悉香味
飘来，哇，桂花开了！ 我对着屋里的爷
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叫着“桂花开了桂
花开了”，凑近桂花树，使劲地嗅着特
别好闻的桂花香。

园子里的几棵桂花树是春天才移
植过来的。 移植时，我们都希望它们
能好好存活下来，并在秋天盛开，让秋
天的园子天天被桂花香味充溢着。嗯，
光是想想那情景和香味，都令我们无
比陶醉。

但，当今年盛夏的炎热袭来，当天
地变成烤箱，我们对在秋天的自家园
子里嗅闻桂花香的向往，就打上了大
大的问号。 夏天炎热难挡，我们都在
心里期盼着，桂花树和园子里所有的
花草树木都要好好的，开不开花都是
次要的。

在最高气温摄氏四十度左右的
炎热里， 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想

躲在空调房里， 只有那样才觉得可
以活下来。 而那些春天才移植过来
的桂花树， 却只能直愣愣地呆在热
烈似火的骄阳下曝晒， 我们唯一能
提供帮助的， 就是傍晚时给它们浇
大量的水。

每天的烈日曝晒后，傍晚时接受
凉水的浇灌， 桂花树倒是一直从容
地活着，它们枝杆强健，树叶油绿，
让我们见了也会精神一振， 连炎热
都觉稍减， 替它们悬着的心也稍稍
放下来。

而一到秋天， 当我们真的嗅到了
桂花香， 嗅到新移植的桂花树在经历
了如火烤过的炎夏后， 亦然盛开的桂
花花香，怎不让我们欣喜？这意料之外
盛开的桂花，在我们一家人的心里，就
觉得是前所未有的迷人， 而且特别特
别的香。

品着这桂花香时，又让我疑心，桂
花树是在何时， 将那些细小精巧又温
厚可人的花儿， 悄悄地孕育出来并收
藏着？更是在何时，将那能迷住男女老
少的香气静静地酝酿并密封着？ 当秋
天一到，气温一旦达到某点，桂花树就
悄悄地打开我们看不见的小小栅栏，

放出一群群淡雅的桂花， 挤挤挨挨地
躲在枝叶间， 小小花儿都用小嘴不停
地吹送着香气， 释放出一缕缕宜人的
馨香。

对了， 桂花树要历经无数的春夏
秋冬，才慢慢长大，才能开花。

数载春天的温润， 无数夏天的炎
热， 几度秋天的干燥， 几番冬天的寒
冷，无论天地如何四季变幻，桂花树都
一直向世人呈现着常绿的外表， 告诉
我们什么是泰然自若， 如何叫淡然处
之。 无论外界给它们是舒服的温润与
清凉，还是难熬的酷热与苦寒，面对一
切舒适与艰难，它们都坦然地承受着，
还不断地缓慢成长着，到一定时候，还
开出香香的花。

那么，桂花的香，是怎样由几份夏
天的酷热，几份冬日的苦寒，再加上几
份春天的温润，和几份秋天的凉爽，一
起酿造，并精妙地调配出迷人的香味，
那么宜人的香？

面对一切，桂花树不说话，只是默
默地成长，只是静静地开着花，并悄悄
地散发着香气。

让我轻轻靠近桂花树， 慢慢品味
这迷人的桂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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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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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品桂花香
常德市慈利县第一中学高三年级 495班 高瑜晰

心理学研究证明，情感能调节学生
的自信心、焦虑感，对于提高学习效率，
克服学习疲劳都有重要作用。英语小班
制课堂教学中的情感掌控尤为重要，因
为班级人数减少，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度
更高，如果忽视情感调控，则有可能出
现以下两种现象：一是依然如大班授课
制一样，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对学生的
关注度提高只是迫于应付；二是教师只
有关注而没有相应的情感调动与管理，
学生容易产生压力和压抑感。

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以及英语学
习情绪的调动恰好与明确和端正学习
动机、注重培养自信意志、消除焦虑情
绪这三方面息息相关。 因此，调动学生
积极的情感因素、 调控消极的心态，对
英语教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明确学习动机
1.做好每节课或每单元的“引入”。

（1）复习引入，即在准备学习新的学习
内容之前，先复习一些相关的、已学过
的或已有所了解的知识， 将其深化，从
而引出未知的、将要学习的新内容。（2）
故事式引入， 以一些与课文相关的故
事、逸事、小幽默等来引入新课，不仅能
迅速调动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还能使学
生对即将到来的学习内容充满期待，可
以使其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有利于学生
们的思维的发散性和创造性的培养。
（3）比较法引入，在上新课之前，教师先
把相关的项目作一些阐述，或展示在汉
语中与之相似的一些语法现象，使学生
能更轻松地理解将要学习的内容。

2. 学习内容要考虑让学生愿做和
能做。 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往往会遇到
这样的情况：布置学习任务时，有的学
生愿意做，有的不愿意做；或者有时愿
意做，有时不愿意做。因此，了解他们愿

意做或不愿意做的原因非常重要。其原
因大致有五点： 一是不知道做什么；二
是不知道如何做；三是不知道为什么要
做；四是不适合做；五是不想做。在这些
情况下，我们每节课都要让学生明确学
习动机，并端正学习态度。 可以考虑两
点：首先根据学生自身水平布置其可以
完成的任务，注意发掘教学内容的趣味
性，设置多种任务。其次，想方设法使该
项任务充满乐趣，或让学生看到完成该
项任务的价值。

3. 根据这个年龄阶段学生生性好
玩，活泼好动的特点，把游戏、娱乐和教
学内容结合起来，采用富有情趣、生动
活泼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能够取得事
半功倍的效果。

二、培养自信意志
1. 帮助学生确定自己相应的学习

目标和制定学习计划有助于培养起学
生对学习的自信心。

2. 赏识教育对孩子建立自信和自
律尤其重要。“赏识教育”是以欣赏和夸
奖为主导的教育方法。现代教育理论认
为赏识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获得更多的
自信，够强化学生的自尊心。 教师在课
堂中及时给予学生表扬， 如“Great!”

“Very�Good!”“Excellent!”“You�are�very�
clever.”“Well�Done!”“Good�Job!”等等。
还可采用和蔼的目光、 赞许的微笑、表
示肯定的点头示意等方式，称许鼓励学
生。 学生的自信意志一旦树立与增强，
学习就会格外勤奋努力，学业就会日益
长进。

三、消除焦虑情绪
语言学习中产生的焦虑是影响语

言学习动机以及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
之一。 学生一旦产生焦虑，就会对语言
学习造成严重影响。 缓解、消除焦虑情

绪的手段主要有两种。
1.教学中多宽容学生的错误，耐心

等待自行纠正。如果教师对语法规则过
分强调， 对语言的准确性过分苛求，常
常因学生的语言错误而生气， 甚至批
评、责备、惩罚学生，就可能使学生产生
过分焦虑。我们要多多鼓励学生大胆地
使用英语。 对于学生输出性语言错误
采取宽容的态度， 因为输出性语言错
误能反映学生语言学习的进步过程，
能使教师得知学生离目标还有多远。
如果学生确实出现了错误， 教师应引
导学生发现错误并尽可能自行纠正错
误，这样既可以不损害学生的自信心，
又能使学生在发现差错和纠正错误中
产生一种成就感。

2.淡化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强调
个体进步程度。我们要将鼓励进步代替
宣布竞争的结果，这样更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把注意
力更多地放在创设和谐的学习环境上，
变个人竞争为个体的奋进，让每个学生
都乐意为自己的进步而发奋学习，因为
他们看到了成功和发展的机会。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 积极的情感
因素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兴趣， 增加动
力，克服困难，越学越好。 而消极的情
感一旦出现， 如果不及时加以克服和
纠正，则会极大地影响学习积极性，加
大学习的困难， 甚至导致英语课程学
习的失败与放弃。 因此，在英语课堂教
学，尤其是英语小班教学中，教师应理
解情感因素的内涵， 根据教学目标和
学生、班级的实际情感因素，设计、制
定和实施相应的情感调控策略， 更好
地培养学生建立动机、激发兴趣、培养
自信、降低焦虑等情感因素，进一步提
高英语教学效率。

冷水江市崇北学校 潘雪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