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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交流
浅谈如何进行有效的“素读”经典活动
江门市开平市长师附属小学

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关注陈琴老师——
—华 读要声音洪亮。 因此，在课堂上，教师要放声吟
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语文老师，一位“素读”主 诵，也要带着学生读，只要把感觉带给学生，读
义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陈老师是提倡经典“素 通顺就可以了。 久而久之，学生捧起书也会习
读第一人”，笔者对陈老师“素读”经典的推广 惯性地高声吟诵，
“
素读”就会有功效。
很是崇拜。“
素读” 是一种很朴素的读法，就
二、
“
素”而不闷，博闻强记
当然，仅仅是一个劲地强调读，会令人疲
是不追求对内容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只是反复
有声地朗读，直到把诵读的内容背诵得滚瓜烂 倦而烦闷。 开展诵读活动时可采用活泼多样的
熟为止，从而达到夯实文化根基的目的。
游戏为载体，运用得当的话，可令“素读”变得
《声律启蒙》是一本指导儿童作诗对句、掌 “素”而不闷，不但可以让学生集中注意力，还
握声韵和对偶技巧的启蒙读物，本学期，笔者 可以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 以笔者的经验来
在任教班级每天开展不少于 30 分钟的“素读” 看，以韵文为主的诵读内容，最好是采用集体
《声律启蒙（下卷）》活动，成效显著，全班五十 分组巡回接力的形式，比独个诵读有趣，也容
个孩子几乎都能把下卷背得滚瓜烂熟。 在此总 易记，以“
素读”《声律启蒙》下卷第一章第一段
结出一些“素读”经典的指导方法，以供参考， 为例——
—
简介如下：
①晴对雨，地对天，天地对山川。
一、放声读，能成诵
②山川对草木，赤壁对青田。
“素读”经典几乎没有什么较高的技术要
③郏鄏鼎，武城弦，木笔对苔钱。
求，像《声律启蒙》这种文质兼美的韵文只有被
④金城三月柳，玉井九秋莲。
⑤何处春朝风景好，谁家秋夜月华圆。
读者声情并茂地朗读时才能复活其美的灵魂。
谈到古文诵读，南宋朱熹的看法是：“要读得字
⑥珠缀花梢，千点蔷薇香露；练横树杪，几
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 丝杨柳残烟。
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诵数遍，自
可将全班分为六个小组， 每小组读一句，
然上口，久远不忘。 ”清代曾国藩的诵读体会是 读熟后，组号会随时变化，比如 ①组会读②
“
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展其雄伟之概”。 可见，诵 组的内容，②组会读③组的内容，以此类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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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遍回返诵读之后，就能背诵了。 有时也采用
顶针式，学生也很喜欢。 比如：
①晴对雨，地对天，天地对山川。
②天地对山川。 山川对草木，赤壁对青田
③赤壁对青田。 郏鄏鼎，武城弦，木笔对苔钱。
④木笔对苔钱。 金城三月柳，玉井九秋莲。
⑤玉井九秋莲。 何处春朝风景好，谁家秋
夜月华圆。
⑥谁家秋夜月华圆。 珠缀花梢，千点蔷薇
香露；练横树杪，几丝杨柳残烟。
每组只背一句，练熟之后，虽然有些词句
不属于自己背诵的，但听别人读多了也就记住
了，而且也不影响记诵的效果，一段文字很快
就可以背出来了。 这种接力读的方式，可让学
生注意力高度集中，并且始终处于一种比赛状
态中，低年级学生好胜心强，会觉得很好玩，可
以消除学生的疲惫感和倦怠心。 所以接力读是
提升学生参与诵读热情的有效办法。
三、贵在坚持，重在复习
目前，“
素读”经典还不是一门写进课程表
的功课。 因此，时间的利用是关键。 我基本上是
用零碎的时间——
—早读学新篇章，课前三分钟
读前一天和当天学习的段落，午间十分钟背诵
新段落，放学回家再复习。 每天不断，螺旋式上

升，诵新篇，不忘温故章，看起来很难背诵的一
本书不消多久也被蚕食而尽了。《声律启蒙》下
卷共 45 段，化整为零，坚持每天背一段，九个
星期就可以把整本书背一遍。
遗忘是记忆的天敌。 要战胜遗忘，也要下
一番工夫。 可以设计一些趣味浓厚的复习课。
比如将背诵过的篇章中的单字对、 双字对、三
字对、五字对……挑出来，按不同类型对子搭
配组合的方式来复习吟诵，不会觉得单调。 还
可以把这些内容做成简单的课件，以镂空的方
式呈现，加强学生的记忆。 儿童的学习潜能、吸
收力和记忆力是成人无法想象的。 只要家长及
小朋友能坚持下去，过半年之后，自然会初见
成效！
以上所说只是我在“素读”经典教学实践
中的一点体会，它必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略显
肤浅，请读者们且看且思，怎样让经典诵读与
语文教学有效整合。 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我的
这点体会能引出同行们心中对经典诗文教学
更多、更有用的思考，把“素读”经典活动健康
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①朱熹 《读书要诀》
②梁勤 《曾国藩读书世界》

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思想的渗透
常德市武陵区北正街小学
在小学数学阶段, 有意识地向学生渗透
一些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可以加深学生对数
学概念、公式、法则、定律等知识的理解，提高
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及思维能力， 是小学数学素质教育
的真正内涵之所在， 能为初中数学的学习打
下较好的基础。
下面笔者将结合牛献礼老师的 《探索计
算的规律》案例，谈谈如何让数学思想方法渗
透数学课堂教学。
一、精心预设，孕含思想
在导入部分，牛老师直接板书了课题“探
索计算的规律”，然后对学生说：“今天我们的
学习从 1/2+1/4、1/4+1/8……1/7+1/14 这几
道口算题开始。 ”学生觉得很简单，很快就口
答出来了， 老师接着问了一句话：“这些算式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引发了学生的思考，最
后得出：分数相加，前一个分数是后一个分数
的 2 倍。
得出了这样的规律后， 牛老师接着问：
“像 这 样 的 算 式 我 们 可 不 可 把 它 写 得 长 一
些 ？ ”， 写 到 第 三 道 算 式 1/4+1/8+1/16+
1/32+1/64 时， 老师说：“是不是可以一直写
下去，想写多少写多少？”这里体现了“极限思

想”，是的，很多数学思想并不是单独存在的，
这个导入，还有符号化思想、模型思想。
二、呈现过程，渗透思想
数学概念的形成，定理、公式、法则的探
究过程， 习题的解答过程都孕含着丰富的数
学思想，学生只看教材内容，不易发现其中的
数学思想方法。 在教学中教师要以组织者的
身份引导学生，充分展示知识的发生、发展和
形成过程，让学生在动手、动脑、动口中积极
参与探究过程， 使学生切实体会到数学思想
方法的意义和作用。
1.数形结合思想。 数形结合思想就是通
过数与形之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转化来解决
问题的思想方法。在探究部分，牛老师出示了
一道计算题 1/2+1/4+1/8，让学生说明“你是
怎么计算这类题目的”，大家都表示是采用了
通分的方法。 接着老师要大家观察算式与得
数 7/8，问有什么发现，学生们都不知道怎么
回答。在老师的不断引导下，有一个学生说出
了 7/8=1-1/8， 但大多数的学生还是不明白
其中的规律，经 PPT 展示解题思路后，大家
恍然大悟。
2.类比推理思想。 类比推理思想就是依
据两类事物的相似性， 用一类事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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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推测另一类事物也具有该性质的推理方
法， 依据该结论的方法得到的结论可能为
真也可能为假， 需要进一步证明结论的可
靠性。
在课堂中，牛老师鼓励学生们大胆猜测，
在计算“分数相加，前一个分数是后一个分数
的 2 倍”这样的加法算式的时候，有一个学生
说：“用 1 减去最后一个分数 7/8”， 牛老师
问：“你用什么方法证明这个结论呢？”学生表
示是用计算的方法，但算着算着发现不正确，
又疑惑起来。 这时牛老师又充分运用了数形
结合思想，然后运用了归纳推理的数学思想，
得出结论。
3.不完全归纳法。 不完全归纳法是通过观
察某类事物中部分对象发现某些相同的性质，
推出该类事物具有这种性质的一般性结论的
推理方法，依据该方法得到的结论可能为真也
可能假，需要进一步证明结论的可靠性。
这时候牛老师出示了另一个结论： 如果
前一个分数是后一个分数的 2 倍， 求这样一
组分数的和， 只要用第一个分数的 2 倍减去
最后一个分数。然后问学生们：这个结论对不
对？你用什么方法证明你的结论？学生立马就
有了想去证实这个结论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欲

望，课堂立刻生动起来。 学生通过自己举例计
算，发现了这条规律是正确的。 因此认为：这
类题的计算方法就是用第一个分数的 2 倍减
去最后一个分数。 和前面不同的是这次用到
了完全归纳法， 完全归纳法考察了所有的特
殊对象，所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 无论是完全
归纳法还是不完全归纳法， 他们其实就是数
学思想方法中的归纳推理思想。
三、解决问题，凸显思想
在最后的巩固练习中， 牛老师出示了一
道 算 式 1/4+1/8+1/16+1/32+1/64+ ……
+1/1024，这是一个等差数列，先取正方形的
四分之一，再取剩下的四分之一的一半，也就
是八分之一，如此取下去。 用极限思想来看，
当取的次数趋向无限大时， 余下的部分趋向
于 0。 因为最后取的面积是剩余面积的二分
之一。 在这堂课中还用到了归纳推理、模型思
想等等数学思想方法。
数学思想方法是教学的灵魂， 要想学好
数学、用好数学，就要深入到数学的“灵魂深
处”。 教师应在每堂课的教学中适时、适当地
体现思想方法的教学目标， 使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日积月累， 通过提高教学素养达到学好
数学的目的。

把握教学艺术，提高初中物理教学效率
衡阳市祁东县衡阳师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
物理是一门较为抽象难懂的学科，部分学
生由于基础不够牢靠、理解和接纳能力有所不
同，导致物理课堂上出现了学生基础知识参次
不齐和学习效率不高的情况。 教师作为课堂教
学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学效果的好
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
艺术。 下面笔者就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谈谈
初中物理教学艺术的几种表现。
一、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物理感不感
兴趣，愿不愿意学是学好该课程的前提。 一些
学生对物理这一科不愿学、学不好，原因是多
方面的，但物理课教学中那种长时间的枯燥无
味的传统教学方式是造成这一现象最主要的
原因。 其实，物理知识的自身形成完善过程中
充满着传奇色彩。 生动的故事、精巧的实验、惨
痛的教训、成功的喜悦，所有这些事例都能给
学生极大的启迪和激励，更重要的是物理学与
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教师在教学
中， 要精心设计教学程序以启迪学生的心灵，
点燃其思维的火花，来激发学生的情感、兴趣
和意志， 使学生的认识活动成为一种乐趣，成
为精神上的需要。 物理教学艺术的表现，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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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理学和物理教师的情感转化为学习的动
在于能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最常用的方法便是：设计物理情景，激发 力，这样才能产生出艺术的效果。
学生学习兴趣。 即使是刚学物理的学生，头脑
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中对物理知识的了解总有些“前概念”，其中包
当前世界面临着激烈的经济竞争和人才
含了理解和误解。 如在教“
光的折射”现象时， 竞争，我们的教育目标应立足于培养学生适应
有一个实验情景：实验装置是一个玻璃槽中装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未来的生存能力。 物理教学
水，水中插上一个塑料泡沫片，在塑料泡沫片 必须根据物理学科的特点，为完成教育培养目
上粘贴一条用塑料纸剪成的鱼，让几个学生各 标作出贡献， 应致力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用一根钢丝猛刺水中的鱼，由于学生总认为眼 培养学生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创造力。 在
睛所看到的鱼的位置非常准确，在这样错误的 教学过程中应如何促进学生的发展？ 这体现着
前概念的影响下，自然出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 教师的艺术水平。
对一些自然现象凭自己的经验或直觉形成错
1.促进学生积极思维
误的判断。 教师把泡沫片从水中提起来，发现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
三根钢丝都落在鱼的上方，接着说：要知道这 响，使部分学校教育失之偏颇，引向应试教育
光的折射”现象。 这样的引 的误区， 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应试机制和模式，
个道理，就得学习“
入，将光学原理融入日常生活中来，创设可操 采取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使教学处于教师
作性的简易实验把学生带入一个渔民叉鱼的 “
给”与学生“收”的单调局面，学生在学习物理
情景中去，符合初中学生对新鲜事物好奇的特 中处于被动随从的地位，这对促进学生的发展
点，因而能很快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这就为 毫无裨益。 要想促进学生的发展，培养学生的
接下来用实验研究光的折射结论创造了良好 能力，发展其智力，首先必须使学生的大脑积
的认知起点。 只有通过教师精心设计物理情 极主动地思维起来，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设
景，才能使教学内容变美、变活，深入到学生的 计实验情景，故事情景，习题情景，漫画情景等
心灵之中，实现物理教学的情感转移，学生将 激发学生思维。 如在教“压强”应用时，可出示

一张漫画，画的是三毛陷入沼泽地里，并正在
下沉，情况万分危急，周围又无人帮助。 请你为
三毛出主意他应该怎么办？ 设计这样紧扣学生
心弦的情景问题， 可将学生带入物理情景中，
利用学生善良的天性调动其思维的积极性，达
到促进学生积极思维的目的，同时培养了学生
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2.引导学生独立学习
在物理教学中， 是引导学生独立地学习，
抱着”学生学习，既是一个教育观念的问
还是“
题，也是一个教学艺术的问题。 俗话说：“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是授人以鱼只供一
餐之需，不如授人以渔，让其学到捕鱼的本领。
所以在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教学生知识，更重
要的是要教学生学习方法， 教会学生学习，使
他们能够不断地获取新知识。
物理教学艺术的表现还不止以上这些，实
际上以上介绍的艺术表现也包括了其他艺术形
式和手段，如语言的艺术、板书的艺术等。 一节
成功的教学课， 是各种艺术因素综合作用的体
现，真正的课堂教学艺术，应该是师生双方配合
协调、共同努力，达到一种和谐、完美的教学境
界，这样的教学必将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