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角思维

计算错误很多学生会犯， 老师会认
为是由于计算粗心， 或是计算方法没掌
握，于是让他们先记算法，再反复做题，
学生的计算准确率暂时得到提高。 但过
一段时间，学生忘记算法了，计算错误还
是无法避免。要使学生会算，除了使他们
明确怎么算之外， 还要让他们理解为什
么这样算。学生只有先理解算理，才会有
算法的建模。因此，我们不能只要求学生
记算法，而忽视算理的教学。

很多老师在教学“图形与几何”中的
周长、面积计算时，一般会先引导学生推
导其计算公式， 然后反复强调熟记公式
（如背公式、默公式）再运用。中年级的图
形公式简单易记，但也难免混淆，高年级
的就更难以记清。即使一段时间记住了，
过后又会忘记。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师为
应用而教学， 过分注重对结论的记忆而
忽视了对推导过程的理解， 学生说不出
公式推导过程， 更没有自己的理解和思
考。

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方法之间、立
体图形的体积计算方法之间都有相互的
联系，学生如果理解了其推导过程，相关
的计算公式即使不记也能迁移推导出
来。 例如，在学习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时，笔者
引导学生运用转化的思想， 利用已有的长方形
面积计算公式推导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公
式。 接下来要学习的三角形、梯形等的面积计算
公式同样可以通过迁移转化得出。 学生由于经
历了探索、表达的过程，能更好地理解这些面积
计算公式，在面积计算时不需死记公式，都能正
确运用。

中高年级学生做解决问题题型时经常被题
目中的数量关系转晕， 多拐个弯的题型更是不
知怎么动笔。 许多教师认为是学生的分析、理解
能力不行。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完
全可以在教学中找到原因：（1）刚接触解决问题
题目时，教师代替学生读题，没有教如何审题。
久而久之， 学生不会静下来读题， 也读不懂题
意。（2）教师直接讲解法，学生只是一味地听，很
少参与交流、讨论、思考。 即使思考了，也没有更
多的时间解释自己的思考过程或列式过程。 没
有理解，没有思维的碰撞，学生的思考、分析能
力得不到培养，不会做题也很正常了。 因此，在
解决问题教学时， 教师必须多让学生分析、交
流，并讲清所列算式表示的意义、方程所表示的
等量关系。 题目的“理”顺了，学生自然不会被数
学难倒了。 张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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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微信、微课，身处“微时代”，语文课
堂上也可以尝试以简驭繁、化整为零，进行随
课微写作。

教师可以根据文本特点， 在文本的精彩
处、空白处适时引导学生进行推测、想象，设
计丰富多彩的听说读写训练活动， 搭建随堂
小练笔平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

《花钟》这篇课文语言表达非常有特色，
描写花开的句子用到多种表达方法。 如何将
这些方法运用到平时的写作中， 是本文的重
点。

教学时， 笔者出示课文中描写花开的语
句：凌晨四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
五点左右，艳丽的蔷薇绽开了笑脸；七点，睡
莲从梦中醒来；中午十二点左右，午时花开花
了；下午三点，万寿菊欣然怒放；傍晚六点，烟
草花在暮色中苏醒……

明明都是“开花”，可在作者的笔下却千

姿百态，各自“活”了起来，那都是因为作者
“换了一种说法”。 用词灵活多变，学会“换一
种说法”， 这样写出的作文才会生动、 活泼。

“你们能学着用文中的表达方法写一写吗？ ”
笔者出示鸡冠花、迎春花、桃花、龙葵花、荷
花、紫茉莉、剪秋罗等图片，让学生利用精彩
点进行仿写。

生活处处皆语文， 紧扣教材设计贴近学
生生活的读写训练题，他们比较感兴趣，完成
起来也较为容易。

课文常常在中间或结尾“留白”，教师也
可以利用空白处引导学生进行想象。

《灰雀》全篇课文只写了第一天列宁和男
孩关于那只失踪灰雀的对话， 紧接着直接写
了第二天两人又看到那只灰雀的情景。 这中
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笔者设计了以下问题：课
文中的深红色灰雀去哪儿了？仔细一想，就会
知道是被小男孩抓走了。 可小男孩为什么抓

它？是怎么抓的？抓到哪里去了？怎样对待灰
雀的？后来，那只深红色的灰雀为什么又回来
了？小男孩是怎么把灰雀放回来的？这些课文
里都没有提到，是课文中的空白，给予了学生
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创作财富。

学生在学习课文的同时可以针对空白进
行补写，使故事情节再掀波澜，这也是写作文
的好素材。这种做法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拓展学生的说话写作训练， 培养学生的写作
能力。训练时，学生可以先试着用自己的话回
答上面的问题，再连贯起来写成一篇短文，别
忘了给它起一个贴切的名字， 如： 灰雀回来
了，灰雀历险记……

教材中的课文是学生最熟悉的。 以课文
为突破口， 课堂微写作既能充分利用手头的
课文资源，又能提高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还
能激发他们的写作灵感和欲望， 从而有效地
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

“想不到我也可以做出这么美丽的扎染作品。” 12月 15日，凤凰县箭
道坪小学多媒体录播室举行了“龙俊甲美术名师工作室”教学教研活动，
一名学生课后感叹道。

箭道坪小学是凤凰县少数民族窗口学校。 该校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
素质的培养， 自编自创了小学美术蓝印版画教程， 开辟了小学美术工作
坊。 每周三下午，该校还开设第二课堂，让孩子们在艺术的熏陶下健康快
乐地成长。

通讯员 冯海波

沈阳市第四十三中学，徐冶老师给
初三二班上复习课《碳和碳的化合物》。
学生以 6 人为一组围坐在一起，但每个
人桌上都有手机。在老师给学生提前下
发的《内生课堂学生学习卡》上，有当堂
课的 5 项任务。 通过小组研讨，每个小
组形成统一答案，写在学习卡上，然后
由各组组长用手机拍照，上传到老师的
个人微信公众号。“这是二组的答案，大
家看看还需要哪些补充？ ”写有各组答
案的图片通过投影瞬间展示在大屏幕
上，徐冶老师让各组派代表完善答案。

当堂课上的 5 项任务，都是借助微
信公众号完成的。 为检验学习成果，徐
冶老师还组织了当堂小测试，学生用手
机答题，将答案发送微信公众号，再借
助相关软件，自动生成分数和解析。

“喜欢这样的有趣课堂，以后每堂
课都这样上就更好了！ ”“太好了！ 点赞！ ”在下
课前的课堂反馈环节，学生们纷纷通过微信表
达了对借助微信上课这种新形式的喜爱。

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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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美术“大餐”

一、问题的提出
多媒体技术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一

门新兴技术，在信息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多媒体技术是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的一个飞
跃，是继书本、黑板、音像等教学媒体后出现
的另一种新的教学媒体，目前，多媒体技术与
幼儿园课程的整合， 正在成为当前教育信息
化进程中的一个研究热点。 多媒体技术以其
高度智能化的优势， 成为教学手段现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真正体现了教育的一项重要
原则，即让孩子主动学习。

在实践操作中，我们教育界也越来越多
地将多媒体手段运用到教育领域中。 学校
互动多媒体教学系统即是一个很好的应
用， 它是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的媒体整合功
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人机交互的学习和展
示环境，从而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加深孩
子的学习印象，加强孩子的接受能力，促进
孩子的学习过程。 作为新兴的教育手段，它
是对学校现代化教育的有益补充， 具有其
他工具无法替代的优越性， 是现代化教育
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多媒体技术促进教育的发展
（一）多媒体技术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多媒体技术的出现，极大丰富了教学内

容， 多媒体网络教学的形式改变了以往传
统的教学模式， 实现了教育传播手段的现
代化，传播信息多样化和传播过程自动化，
促进了传统教学全方位的变革， 使之与素

质教育比翼双飞， 共同构建具有时代特色
的新教育。

1、 多媒体技术促进了学习方式的变化。
孩子是在活动中建构他们的认知结构的，运
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 能调动每个孩子的
学习主动性。 多媒体技术具有很强的人机交
互能力， 为孩子提供了一种自主探索的学习
途径，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多媒体教学
系统人机对话、双向交互、独立思考等方面的
优势，这是传统教学无法相比的。 多媒体技术
充分发挥“教师为主导、孩子为主体”的作用，
使孩子真正参与到学习中， 成为教育过程的
主体。

2、 多媒体技术促进了教育观念的转变。
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活动中， 要求教师改变
固有的教学观念和思想，从教学实际出发，根
据幼儿心理学原理，组合教学软件，合理安排
教学活动，做好完整的教学计划，使信息技术
有机地融合在教学中， 唤起他们学习的潜意
识，激发他们的兴趣、情感，使整个教学活动
浑然一体。

3、多媒体技术革新了教学方法。 学校互
动多媒体教室是融多媒体计算机、 录像、动
画、图片、音像等于一体，供孩子主动学习的
环境，能让孩子在教师启发、引导下，与计算

机交互对话，通过各种感官的综合刺激，激发
学习兴趣。 孩子、教师和教学媒体三者互动，
孩子可以实现“玩中学、学中玩、学有所得”。

4、多媒体技术丰富了教学内容。“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 学习兴趣是激发学习积极性的
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在学习中起着“小马达”
的作用。 实践证明，网络多媒体具有直观、形
象、生动等特点，利用活生生的画面和音像刺
激感官，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智力活
动呈现最佳状态。

（二）在幼儿园实施多媒体教学的点滴体会
1、多媒体教学手段在语言教学活动中的

运用。 多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将老师难
以用语言解释的词汇、现象生动的表现出来，
从而激发孩子的说话欲望， 提高孩子的口语
表达能力。《小螃蟹找工作》描写了小螃蟹找
工作的过程。 由于年龄的关系，孩子对找工作
这一社会现象缺乏感性的认识。 为此，在教学
活动中， 笔者运用了多媒体手段， 制作了课
件，把静态的画面，变成了具体、形象的“动画
片”，极大地提高了孩子的理解力，丰富了孩
子的感性认识。

2、多媒体教学手段在音乐教学活动中的
运用。 孩子喜欢唱歌跳舞， 但由于孩子年龄
小，他们对歌曲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 运用多

媒体技术，能以文字、动画、声音三结合的方
式生动、逼真地表现歌曲中的意境，帮助孩子
理解并记住歌词，提高孩子理解识记的能力。
从而让孩子在音乐欣赏时， 在一定画面的引
导下， 在完整的音乐声中， 自由地发挥其想
象，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3、 多媒体教学手段在美术教学活动中
的运用。传统的美术欣赏大都以教师出示范
例、讲解，孩子作画、讲评为模式，由于形式
缺乏审美感知，孩子作品以模仿居多。 在采
用多媒体之后，孩子可以根据提供的动态画
面， 按兴趣和意愿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在欣赏、观看的过程中，获得视觉上的满足，
激发其表现美、创造美的兴趣。 如贴贴画画
《样样东西都爱吃》活动，在讲到小象样样东
西都爱吃，长得越来越大时，通过制作可操
作的软件，让孩子将画面上的食品一样样地
用鼠标拖过来喂小象， 小象便渐渐地长大
了。 如此直观的画面成功地感染了孩子，收
到了很好的视觉效果， 在此后的操作活动
中，孩子依然保持很高的兴趣。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多媒体技术在
教学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作为教
师我们应充分了解不同媒体的功能， 提高
教学效率，减轻孩子负担，寓教于乐。 同时，
身为教师的我们，应该不断给自己充电，通
过熟练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 使教育
者和被教育者插上在知识的蓝天中自由飞
翔的翅膀。

多媒体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功能与应用
邵阳市汇江学校 张莉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