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给初中语文教师的教学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毋庸置疑，将信息技术巧妙地融入教
学中可以优化我们的课堂教学。 而作文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初中学生进行语文素质教育综合
训练的主要阵地。 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具体谈谈信息
技术对初中作文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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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 是在信息技术理论和语文新
课程理念的指导下，遵循语文学科的教育教学规律，开展语文
学科教育教学活动当中所需要的各种技能的总和。

眼下，“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给初中语文教师的教育教
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可是如何将信息技术巧妙地融入
到我们的作文教学中来优化我们的作文教学， 我认为是很值
得我们语文教师好好地在语文教学实际中去尝试的。 下面，我
将以本人近两年的作文教学实践为例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真实
感悟。

一、信息技术的融入，可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信息技术在语文教育教学中具有非凡的作用，用得巧妙，

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下面就以 2016 年下学期我的一次作文指导为例来谈谈。

我在上完八年级语文上册第五单元后， 就一直在苦苦寻思着
要如何指导学生们练习写作一篇托物言志的文章。 我利用课

余休息的时间，围着校园漫步了好几个圈，决心一定要在校园
里物色到让学生们练习写作的对象。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相中了北栋教学楼旁的那两棵生长得
笔直挺拔且郁郁青青的雪松。为了让孩子们能客观真实地描写
出雪松的外形特征，我又亲自带领他们近距离地观察那两棵雪
松———望望它们笔直挺立的树干，摸摸它们的鳞状树皮，看看
它们的针形树叶，打量打量它们的生长环境，关注关注它们的

“邻居伙伴”……但仅做到这些，孩子们就能写出一篇托物言志
的好文章了吗？ 显然是不够的。

于是，我决定让信息技术这位“大神”来助我一臂之力了。
我先用手机中的相机拍下了我从各个角度看到的那两棵雪松
的图片，并上传到电脑中，接着我利用“百度”找到了一篇极好
的用来引路的托物言志例文———《爬山虎》， 然后用 ＰＰＴ 软
件将搜集到的资料以及托物言志文章的写作技巧进行有序的
整合。当我把整合好的资源利用作文指导课分享给学生们的时
候，我能从大家惊喜的眸子中深切地感受到他们那种发自心底
想要立马动笔写作的兴奋和激动。 就这样，我的学生们在我的
一步步精心地指引下都交上了令我满意的托物言志的文
章———《我们校园里的两棵松树》。

二、信息技术的融入，可以拓宽学生的写作视野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生活是作文的源泉，源

头盛而文不竭。”可见，要写得出作文、要写好作文，不去真正体
验生活、细细打量生活是做不到的。

我常常不停地反思，发现我们的学生缺少了生活的真实体
验，更缺少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于是，我开始着手在实际教学
生活中运用我已熟练掌握的信息技术手段，利用有限的时空条
件大胆地为学生们“智造体验”。 我尝试应用了多屏互动技术，
作文课堂中学生们创作出的佳句、佳段、佳文得以即时分享。同
时我还随时录制师生们学习生活中的精彩场景，运用“爱剪辑”
等软件进行精心编辑，按主题进行资源归类，然后适时将这些
生成的极有生命力的资源带进作文课堂展示。

从此，《一场精彩的篮球赛》再也不需要只凭回忆或空想来
写作了；《春天的踪迹》 再也不需要全靠积累或记忆来杜撰了；
谎话作文就这样慢慢地从我的作文课堂里退出了。犹记得我在
讲授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一文时，我特地上“百度”找到了朱
德先生的《回忆我的母亲》、老舍先生的《我的母亲》、邹韬奋先
生的《我的母亲》、赵丽宏先生的《母亲和书》等开展群文阅读，
之后再指导学生们写作命题作文《我的母亲》，结果本次作文训
练我班所有学生的作文都真诚美好，值得一读。 我还利用课余
时间使用超级录屏 8.0 软件录制作文指导微课，并将微课小视
频带进作文课堂，给学生们带来全新的作文课堂体验。

诚然，一个语文教师要能将信息技术手段运用到炉火纯青
的地步，完完全全地玩转我们的作文课堂，毕竟不是一件想办
就能办成、想做就能做好的事情。我深信，只要我们语文教师与
时俱进，持之以恒地做生活的有心人，大胆地将信息技术巧妙
地融合到我们的作文教学中来，假以时日，必能静待花开！

浅论将信息技术融入初中作文教学的妙处
长沙县黄花中学 朱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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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中学学生学习现状分析
普通中学在县域内教学机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提升

此类学校学生教育教学质量具有普遍意义， 这需要我们从学
生的学习现状分析入手：一是学生生源参差不齐。 从初一新生
整体升学成绩的情况来看，优等生不多，后进生不少，一般成
绩的学生占绝大部分。 各个层次的学生在学习基础、 学习悟
性、学习动力等方面差别较大，学习起跑线高低不一。 这样的
生源情况对开展教育教学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二是班级学习
氛围不浓。 也正是基于第一个特点，优等生学习目标不高，中
等生学习目标不明，后进生学习信心缺失，造成了普通中学班
级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不浓， 基本上很难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
竞争学习局面；三是教师教学任务繁重。 教师针对不同学习层
次的学生开展不同的教学，课堂教学任务成倍增加，教学精力
和时间有限，教学质量提升难度很大。

二、充分重视和发挥班主任的作用
普通中学的学生学习现状不容乐观， 教师作为教育工作

者，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班主任是教师中的“排头兵”，发挥
好他们的作用非常重要。

第一要具备良好的师德。 班主任的思想、言行对学生
的影响深刻，班主任要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凡要求学
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才能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
作用。

第二要深入了解学生。 要教好学生、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班主任就要充分了解学生， 分析学生的心理特点， 从实际出

发，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班主任要了解每一位学生的
思想状况和心理特点，了解他们的家庭和周围环境，在此基础
上采取合适的方法和手段对其进行教育。

第三要树立良好的班风。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针对
上课不专心、交头接耳、做小动作，下课追逐打闹、抄袭作
业、考试舞弊、粗言秽语等一些不良习气，班主任要经常组
织学生通过主题班会等形式，学习《中学生守则》《中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端正学生的思想，规范其行为，从小事抓
起，从细微处着手，逐步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创设良好的
班风、学风。

三、有效提升班级教学质量的方法
1.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班主任要相信与信任学生，培养和大胆使用班干部，让学

生自己管理自己，培养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是做
好班主任工作的重要一环。 在班级管理中， 可开展班委值日
制、卫生值日负责制，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班级工作秩
序井然。 还可采用让学生写周记的形式，让他们把自己的所思
所想、发现的问题和好的建议，在周记中反映出来。 通过这种
形式让学生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教育。

2.充分做到因材施教
不弃后进生。 在班集体中，班主任应该营造平等、和谐、友

好的气氛，让后进生们感受集体的温暖和同学间的友谊，让他
们认识到自己也是班级的主任。 发挥每位后进生的长处，大胆
吸收这些后进生参与班级管理， 让他们在管理中克服自身不

良的行为习惯。
提升优等生。 对这类学生，班主任要做到不专宠、不迁就，

时时提醒他们不仅学业要优， 更重要的是人品要优， 心胸要
广，心理要健康。 通过严格要求，警钟常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
学习目标，克服自身的弱点，不断取得更大的进步。

博爱中等生。 中等生往往是一个班级中容易忽略的群体，
他们有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是班集体的镜子，是班集体的中
间力量。 班主任要充分重视这些学生，科学掌握他们的心理特
点，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因素，引导他
们向优等生看齐。

3.建立和落实与任课老师、家长联系制度
在班级教育教学中， 科任老师和家长的密切配合必不可

少。 班主任需充分运用好科任老师的力量，积极主动地与科任
老师加强联络、共同协作。 平时要多联系、多询问，主动到科任
老师处了解学生的情况，包括上课听课情况，作业情况、测试
情况以及是否发现不良倾向等。

通过家访、电访、家长学校交流等形式，和家长保持经常
性的联系和沟通，督促家长在生活上、学业上、思想上对孩子
进行关心和帮助，为孩子创造有利于学习的良好家庭环境，对
子女在校外活动和家庭作业上的辅导和督促， 有利于培养孩
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 使其更进一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
性，从而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相信通过多方面的合力，班
主任一定能真正把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关爱
每一个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谈班主任如何促进班级教学质量提升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第四中学 向利琴

“竞赛得分”题是“鸡兔同笼”中较难的一类问题，其难点在
于理解、计算“对一题与错一题相差的分数”这一知识点，孩子
们受典型“鸡兔同笼”题的影响，常习惯用减法来计算。 如:人教
版四年级下册练习二十四第 5 题第⑴小题：“如果答对一题加
10分，答错一题扣 6分，2号选手共抢答 8 道，最后得分 64 分。
请问她答对了几题？”学生常见解答过程如下： 10×8=80分，
80－64=16分，10－6=4分，16÷4=4（道），10－4=6（道）。 学生
答：她答对了 6道题。

为了让学生理解对一题与错一题相差分数的正确算法,我
设计了如下铺垫：1．对一题得 5 分，做错不扣分，对一题比错
一题多得（ ）分。 2．对一题得 5分，错一题倒扣 2 分，对
一题比错一题多得（ ）分。

有了这样的铺垫，大半数学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终因学
生没有亲身的体验，因此解题的正确率仍达不到满意的效果。

今年教学“竞赛得分”题前，我开始思考：放手让学生尝试
解答“竞赛得分”题，孩子们肯定会用“10－6”来计算对、错一题
相差的分数，如何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错误？ 并根据已有的知识
经验，去解决问题呢？ 我决定从学生的错误解答入手。

师（出示练习题）：答对一题加 10 分，答错一题扣 6 分。 2
号选手共抢答 8道，最后得分 64分。 她答对了几题？

学生开始动笔，我在教室里巡视了一圈。 全班 88 人，除 2
人选择了列表法，其余学生都选择了假设法。 我请了两名学生
到黑板上进行板演，生 1用的是假设法，生 2用的是列表法。

生 1：假设她全答对，她应得的总分是：8×10=80分。 80－
64=16分，是全对比实际多的分数。 10－6=4分，算的是做对一
题与做错一题相差的分数。用多的总分 16除以对、错一题相差

的分数 4，得到做错的题是 4道。 8－4=4道，做对的题是 4道。
生 2：我先假设她答对 8 题，每题加 10 分，得 80 分，与题

意不符。再假设她答对 7题，答错 1题。答对 7题就得 70分，错
一题还要倒扣 6 分，所以 70－6=64，她得 64 分，正好就是正确
答案了。

有学生说：“不对，有问题？”过了一会儿，开始有学生嚷嚷：
“我知道了，假设法的算式有问题，答对一题与答错一题相差的
分数不是 10－6=4分，而是 10＋6=16分。 ”

看一些人瞪大了眼睛，我追问道：为什么是 16分呢？
生：我们可以从列表法的表格中看出：做对 8 道得 80 分，

做对 7道，做错一道，总分是 64 分，80－64=16 分，所以答对一
题与答错一题相差 16分。

听了他的一番讲解，孩子们有的点头，有的鼓掌，还有少数
人满脸疑惑。

师：同学们，我们都知道求相差数用减法，这道题中，计算
答对一题与答错一题相差的分数，用 10－6怎么就错了呢？ 数
学是讲道理的，谁能把这个道理讲明白？

教室里又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我班号称“丁教授”的学
生站了起来，“错一题倒扣 6 分， 就是－6 分，10 减－6 就是
10＋6=16，负负得正嘛！ ”

呵！ 这小子，连负负得正都知道了，我表扬了他的超前学

习，又利用数轴简要地讲解了一下 10－（－6）=10＋6 的道理，
孩子们都露出了满意的笑。

接下来，我让学生用假设法解答练习二十六第 4题第⑵⑶
小题，正确率几乎高达百分之百。

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解题，两种都“有理”的解答，两个
不一样的结果，引起了学生思维的碰撞。“不可能都对呀？ ”是学
生发自内心的感慨。“问题出在哪儿？”我的追问激发了学生进一
步探究的欲望。黑板上表格中的数据给了学生重要的提示，在对
两种解答过程的观察、比较、思考中，学生找到了问题所在：求
对、错一题相差的分数不能用 10－6，而要用 10＋6计算。“我们
都知道，求相差数用减法，用 10－6怎么就错了呢？ ”“数学是讲
道理的，谁能把这个道理讲明白？ ”第二次的追问再一次引起了
学生的思考。 最后，负数的知识对这一难点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倒扣 6 分就是－6 分，10－（－6）=10＋6=16。 就这样，“竞赛得
分”题的难点被突破了，假设法解答的过程更顺畅了。

教学“鸡兔同笼”时，我们都高度关注了画图、列表、假设等
方法之间的联系， 学生能在画图或列表中感悟到假设的思想，
因此，由画图或列表引出假设法是水到渠成的。但在解答“竞赛
得分”题时，由于受到惯性思维的影响，学生常常忽略了这些方
法之间的相互佐证和检验。 在本节课中，我尝试着让学生主动
地去发现列表法和假设法之间的联系，突破了解答“竞赛得分
题”的难点。学生通过列表，发现了“对、错一题相差分可用加法
计算”这一规律，再用假设法解答，答题正确率有了明显的提
高。由此可见，数学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学会知识，更要弄清楚
各知识点之间的纵横联系，互为印证，让学生找到知识的生长
点，从而更好地“发现”新知，实现数学知识的“再创造”。

数学难点巧突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第二小学 张肇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