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思维导图又称心智图，是表
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的思维工
具， 能够将学生的思维过程更加清晰
和直观地呈现。 本文从阅读、写作、口
语交际等方面探讨思维导图在小学语
文教学中的运用， 希望帮助到对思维
导图感兴趣的研究者以及小学语文教
师充分利用思维导图，提升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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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是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
转折时期。 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的心理
发展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恰当
安排教学，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思维导图是指学习者对特定主题建构
知识结构的一种视觉化表征， 是语义
网络化的表示方法， 是人们将某一领
域内的知识元素按其内在关联建立起
来的一种可视化语义网络。 将思维导
图运用于小学语文教学中， 有利于帮
助学生形成清晰的知识化网络， 培养
学生的抽象思维； 有利于引导学生积
极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有利于
凝聚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课堂效率。

一、 思维导图在阅读教学中的
运用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 教师通常会
让学生了解文章大意，理清文章思路，
归纳文章主要内容并总结文章主旨。
这种教学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 但它
的思维过程是一种线状的， 学生常常
会陷入学了后面的知识而忘记或混淆
前面知识的困境。 思维导图在阅读教
学中的应用， 不但可以加强学生的记
忆力以及全面理解课文， 而且还能更
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使学生

积极主动地思考和阅读与教学有关的
知识。

首先，思维导图应用于教师的教学
当中，具体为课文的讲授，教师通过思
维导图来呈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课堂
学习的过程中接受和学会使用。 其次，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学习策略或工具应
用于学生的学习中，教师可让学生尝试
利用思维导图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教
师在课堂上不但要利用思维导图教，还
要指导学生自己练习。 最后，思维导图
可作为学生总结归纳和做笔记的工具，
首先要求学生自己绘制课文的思维导
图，然后在教师指导的过程中，不断完
善自己的思维导图。

二、思维导图在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思维导图侧重于写作的审题立意

和材料的搜集，将思维导图应用于小学
语文写作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
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写作的兴趣，从而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一方
面，利用思维导图确定作文题目和搜集
素材。我们常发现学生在看到作文题目
后不知道要写些什么内容，思维总是局
限在某一个范围。 同时，学生在思考时
灵感往往一闪而过，很多学生在顺着自
己的思路往下想的时候又会忘记之前
的想法。 此时，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思维
导图的优势来克服这一困难。 并且，在
确定好题目后，利用思维导图发散梳理
学生的思维，在梳理的过程中找到新颖
的观点，这样就不会出现无话可写或千
篇一律的现象。

另一方面， 利用思维导图谋篇布
局。 有了素材，就需要解决如何写的问
题了。思维导图在这一环节发挥着重要

作用。它能让学生对要写的文章有一个
整体的认识，知道文章内容中整体与部
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
安排好文章结构， 知道应该先写哪部
分，然后接着应该写哪部分，并且做到
详略得当。

三、思维导图在口语交际教学中的
运用

口语交际在我们的生活交流中占
有重要的分量，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
的影响， 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普遍较
弱，语文整体能力和素养不能得到全面
发展。 在口语交际中，教师常常被这样
的问题所困扰：学生不会说完整的话，
说话内容很简单， 说不了几句就卡壳
了，或者是前言不搭后语、结结巴巴、
总是停顿等。 思维导图以其直观性、形
象性、结构性和扩展性等优势，能够较
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学生通过思维导
图来进行口语交际， 头脑中会形成清
晰的思路，且富有条理性，说话内容可
以体现一定的逻辑性， 克服无话可说
的缺点，同时表达也会更流畅。 因此，
教师要用生动、形象的图形来进行口语
交际教学。

总之，思维导图运用于小学语文教
学中具有重大意义， 它拓展了学生的
学习思维， 给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
发展的机会， 学生在学习知识时可以
做到有条不紊、目标明确。 同时，教师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对教学内容进行
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构思， 提升教学水
平。 只有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
相互配合， 思维导图在教学中才能更
好地运用。

浅谈作文教学中的创新教育
常德市澧县澧澹中学 张 森

目前， 我们的小学语文教
学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 即老
师付出的精力大，时间多，而学
生的学习效率低、质量差。 如何
解决这一矛盾， 改变这种高耗
低效，事倍功半的教学现状呢？
笔者认为首要之计是更新观
念，跳出三个误区，转移重点，
探索规律。

一、偏重于内容理解
教学中， 不少教师出于应

试的需要， 往往偏重于内容的
理解，教法上采用“两步走”。 即
教学一篇课文时， 先让学生搞
清内容， 再弄明白作者的写作
目的，任务就算完成。 这种教学
强化篇章， 淡化词句， 不重基
础，脱离实际，不符合语文教学
规律， 搞偏了语言文字训练与
理解课文内容的关系。

二、在已知范围内教学
数学教师教学生不会的东

西， 而部分语文教师喜欢教学
生会的东西。 课堂上向学生提
问时，总希望学生举手如林，对
答如流。 实际上，这是将已知与
未知的教学关系弄颠倒了，教
学的过程本应是从未知到知，
从不会到会，从不熟到熟。 从心
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大脑里有一个“最近发展区”，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学必须在学生大脑的“最近发
展区”里进行，教学生似会不会，似懂非懂的东西。

三、面面俱倒，繁琐分析
部分教师受五十年代前苏联教育家提倡的“文学

分析法”的影响，在课堂上哪怕面对一篇一读即懂的
课文，也要采用“平推式”，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甚至
一个词一个词地分析、提问。 表面看，课堂煞是热闹
活跃，其实这类教学纯属“蜻蜓点水”。

以上，从三个方面谈了我们语文教学中存在的误
区。 只要我们转变观念，就不愁跳不出误区，但跳出
误区的同时，我认为还应转移重点，树立三种意识。

一、工具意识
语文教学固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如发展语言、

思维，提高认识，增长知识，进行思想教育和美育等，
但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 语文教学的目的
就是要“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 语文教学教什
么？ 由此看来，一是教词、句、段、篇，二是教学生运用
词、句、段、篇去听、说、读、写。思想内容怎么办？由于
它与语文表达形式是辩证的统一，当然也不能忽视。
可见，教学重点要从“理解内容”转移到“语言文字
训练”上来，从而把语文课切实上成语文课。 要下功
夫指导学生学习课文语言表情达意规律，不仅要理
解课文“写了什么，反映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有
层次、有目的、有重点地学习“怎样写”“怎样反映”。
比如词与句的学习，不仅要理解词句意思，还要掌
握理解词句的方法，揭示推敲词语，遣词造句的规
律；理解段落的意思，要思考连句成段，言之有序的
规律等。

二、目标意识
就一节课而言，我们一定要分清新授内容“用教

不用教，能教不能教，该教不该教”。 就是说我们的教
学一定要有目标、有阶段、有层次，难易适中，适可
而止。 事实上，一篇课文该教的东西也就那么一两
点，正如叶老所说：“一篇课文无非是个例子”。 所以
我们一定要根据《大纲》对年级段的要求，以及教材
编排的读写训练项目和语文的语言特点，选择教学
重点。 也就是选择语言表达具有某种规律的语句和
段落作为“例子”，集中师生的精力和时间进行重点
教学。 正如数学课抓“例题”教学一样，以期达到概
括类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语文能力训练形成
技能之目的。

三、训练组意识
课例的教学过程要设计得科学高效，就必须树立

并强化训练组教学意识， 一定要依据教材的特点整
组整组地进行教学过程的设计，打通一篇篇“课例”
“一节节课时”来安排教学。 在全组训练目标的指导
下，先给“讲读课文”“阅读课文”“读写例话”“基础训
练”合理定位，然后再确定各自的训练目标，将“导
读”“课例”“例话”“基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个
“训练组”的教学，要体现基本功训练在逐步深化，学
生的语文能力在逐步提高， 让学生对训练项目经历
一个“由悟到懂再到实践”的过程。 就是说，一方面要
把篇篇不同的类型课文的教学过程的设计， 纳入一
个“训练组”教学过程设计之中，在全组训练目标上
沟通课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把一个“训练组”
的教学课时打开使用， 从全组的整体上来分配和使
用教学时间。

综上所述，转变观念，转移重点，加强语言文字
训练，使语文教学返璞归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向
四十分钟要质量， 已越来越成为小语界专家及广大
教师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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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思维导图的应用研究
长沙县榔梨街道大元中心小学 朱 强 段林桥

创作主体论认为： 写作是一种精
神活动，没有主体（学生）对客体（客观
事物）的观察、探讨、感悟与创造，就没
有载体（学生习作）。从这个意义出发，
在作文教学中， 只有坚持把学生置于
作文的主体地位，鼓励个性张扬，注重
其作文能力的自主发展， 才会收到作
文教学中创新教育的理想效果。

一、减少“权威”压力，创造宽松的
作文氛围

这里所说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
方面。一是范文的压力。许多学生过分
夸张范文的指导作用， 将其视为不可
逾越的典范， 从而使范文成为学生个
性发展的障碍。二是经验的压力。有些
教师越俎代庖，指导过“细”，框定了学
生作文的思维空间。 在这两个压力下
进行写作活动， 极易为思维定势所束
缚，丧失自主作文的倾向，写出来的文
章也就很难有创意。为了减轻压力，为
学生创设宽松的作文氛围， 必须进行
一些积极的探索。

首先， 把作文创新的观念带进课
堂教学中。在课堂上，我们组织学生围
绕“作文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展开了
深入的讨论，通过讨论形成共识：作文
是语文综合素质的结晶， 作文的过程
本身是诸多能力的展示过程， 也是创
造的过程。从而建立了“没有创新就没
有精品文章”的作文观念。

其次，对学生的书包进行定期“检
疫”，预防《范文集》泛滥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鼓励学生博览群书，集百家之
长补自己之短， 另一方面又强调个性
作用，提醒同学们不能人云亦云，亦步
亦趋，不能永远扶着“学步车”走路。为
此，应经常性地开展“两会”活动：作文
研读会和座谈会。在“两会”上，同学们
都是评委，着眼于挑刺，围绕“假如我

来写，我将如何写”开设自由论坛，学
生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教师则及时
捕捉他们发言中的创造思维， 并予以
充分肯定。

第三，打倒“偶像”，防范经验唯
上。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用下水作文抛
砖引玉是必要的，但应该强调“文无定
法”，允许并要求学生对教师的下水作
文质疑，一改过去“教师对学生指手画
脚”为“学生对教师评头品足”。 同时还
应向学生指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
维方式和生活经历，同样的写作素材，
也可“横看成岭侧成峰”，鼓励学生从
不同的角度打开思维空间。

二、鼓励标新立异，激活科学的探
索精神

其一，善待作文中的“奇谈怪论”。
在一次以“我熟悉的一种动物”为题的
写作训练中， 一个学生写了《我家的
猫》。 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对家里
的猫没有好感。 它长着一身漆黑的毛，
可能因为长期睡懒觉的缘故， 它的毛
长而没有光泽，蜷成一团的时候，远远
望去，像一堆牛粪。 ”把缩成一团的猫
比着牛粪，可谓“独创”。 然而自古粪便
难登大雅之堂，为鼓励其探索性思维，
我没有将这段文字“一棍子打死”，而
是正面引导， 肯定其观察细致体会独
到的一面。 通过这样的鼓励，在以后的
作文中，这个学生的思维明显地大胆、
活泼了。

其二，训练发散性思维。 正如创造
学专家吉尔福特所说“正是在发散思
维中， 我们看到了创造性思维的最明
显的标志”。 实践证明，作文教学中引
入发散性思维后， 学生作文能力可获
得明显提高。 我曾经作过这样的实践：
针对流行歌曲《只有平平淡淡才是真》
进行反向思维， 要求学生结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事迹，以《轰轰烈烈何尝不
是真》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写作活动结
束后， 组织学生对这种思维方式展开
激烈的讨论，让他们畅谈“思维换向”
后的写作体会，绝大部分学生有“柳暗
花明又一村”的感受。 讨论结束后，又
要求学生们尝试用这种思维方式再写
一篇作文。 在没有教师命题的情况下，
学生们很快就写出了《学海无涯“甜”
作舟》《孤儿不孤》《“愚公移山” 之我
见》等大批优秀作文。

三、激励参与意识，实现作文能力
的自我超越

参与意识、创新意识、超越意识是
形成作文创新能力的基础， 其中参与
意识是基础的基础。 在激励学生参与
意识的实践过程中， 形成了两条基本
思路。

思路一：“跳一跳，摘到桃”。 这里
所说的“桃” 是指学生作文的近期目
标。 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最近
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学习的知识既
不能太难，也不能太浅。 太难了，他们
攀不上，就会诱发畏难情绪；太浅了，
又觉得没意思，学而不能尽其材。 在作
文教学中我们实施“跳摘”策略，要求
学生联系时代精神， 以身边的事为切
入点，驰骋想象进入写作活动。

思路二：“自己的戏，自己唱”。 盘
活学校广播电视、电脑软件、投影仪等
现代教学资源，使之服务于作文教学，
通过指导黑板报、广播站、文学社的建
设，开设了“作文天地”“校园新貌”“窗
外来风”等特色栏目，展开了新概念作
文竞赛，演讲擂主赛，故事会活动周等
第二课堂的作文活动， 极大地提高了
学生的作文能动性， 使其体验到成功
的喜悦，在“喜悦”中作文能力得到长
足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