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角思维

理财利率这样学
如何通过合理理财达到

效益最大化？ 在《小小理财世
界》的课堂上，上海市省吾中
学数学教师沈昊就让学生分
别扮演银行定存、 股票、P2P
产品的理财经理，向同学分析
不同产品的优势和风险。

随后，学生组成四个理财
部门， 每个部门都设置了部
门经理、参谋、计算员、验算
员、播报员等岗位，学生们各
司其职， 用 10 万元的模拟资
金进行投资决策。

整堂课上，学生的表现可
以说是相当“入戏”。 在产品介
绍环节，每个“经理”的陈述都

是有理有据、腔调十足，而在模
拟投资会议现场，“员工” 们的
争论也是十分激烈。“我们多投
一些钱在银行定存上， 这样比
较保险。”“银行利率太低，这支
股票的收益一直不错， 我们可
以多投一些钱在这里。 ”“P2P
也可以尝试一下。 ”……

在决定了资金分配比例
后， 各个产品的真实收益揭
晓，通过计算，每个理财部门
的盈亏情况一目了然。

就这样，一道关于利率的
应用题就成了摆在学生面前
的一个实实在在发生的问题。

欣驰

乐教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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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莺的歌声》是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的
一篇课文。 这是一篇小说，篇幅很长。 课前，
笔者让学生们回家预习， 并布置了任务：读
两遍课文，做三处批注，查资料，了解一下苏
联卫国战争，联系上下文或查字典理解“轻
蔑”、“宛转”、“以防万一”等词语的意思。

上课了，笔者先让学生们互相交流一下
查到的资料，以小组为单位检查批注做得怎
么样。 接着，笔者让他们看一看课文可以分
成几部分。 他们很快发现，课文按事情的发
展顺序分 4部分。 于是，师生合作，概括出了
这 4部分的主要内容。

然后，笔者提出一个核心问题，让他们
讨论：“小夜莺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从课文
中的哪些地方能看出来？ ”学生们很机灵，
思维的小火花不时闪现， 很快就找出了一

些重点句子，这些句子表现了小夜莺的机智
和勇敢。

当读到“德国兵走到林中空地上的时候，
突然从松树林里发出一声口哨响， 像回声一
样回答了孩子”时，笔者问学生们：“这口哨声
是谁发出的？ 它的意思是什么？ ”一个男生站
起来说：“应该是游击队员发出的，意思是‘小
夜莺，你可以撤了，我们要开火了’。 ”其他学
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当教师得知学生的思维遇到障碍时，必
须充分利用文本，灵活疏导，以有效地提高语
文课堂教学效果。

最精彩处出现在课堂的尾声。 笔者说：
“同学们，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都写了
小夜莺穿着一件绿衣服， 为什么这么强调绿
衣服？ 你们怎么看？ ”

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们的脑洞大开，纷
纷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名平时很少发言的
男生自信地说：“穿绿衣服，方便逃跑啊！当小
夜莺完成了任务，转身钻进树林里的时候，绿
衣服可以掩护他迅速撤离。 ”

笔者急忙为他点赞，用大拇指示意“有道
理”。

一名女生接着说：“我觉得小夜莺穿绿衣
服还有这种作用： 当敌人最初被他的歌声吸
引的时候，不容易发现他，还以为是真的夜莺
在歌唱呢！这样容易麻痹敌人。”笔者没想到，
学生的想象力竟然这么丰富！

在这节课堂上， 笔者被学生思维的火花
点燃了，也被他们探究的热情感染了。笔者真
心期待以后有更多这样的师生互动， 也期待
多一些这样真实自然的课堂生成。 陆清兰

教学攻略

笔者发现，学生认识事物
需要一个体验过程，如果缺少
这个过程，学生所获知识就是
不真实、不全面的。在“数码动
漫”课程教学中，笔者尽量让
学生自己观察、讨论，并以游
戏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 Flash
动画操作技能。

“老师，我选择的是椭圆
工具，可是拖拉出来的是正方
形，为什么会变形？”一次上课
学生向笔者求助。调整教学策
略后， 学生开始犯“高级”错
误：选按“绘制对象”图标后，
文件“成组”形成矩形蓝色边框，由于学生
选择的白色填充色与背景颜色一致， 所以
看不到原本的图形形状。

对于已经具备一定电脑绘图知识和观
察能力的学生来说，现在正是开动脑筋、自
主体验的最佳时机。 笔者提问学生：“谁能
帮助他回答这个问题？ ” 学生立刻开始讨
论，查找出真正的原因。

在感受到自主式体验的优势后， 笔者
决定在课程中继续增加学生的体验。

以“海阔任鱼游”教学为例。导入环节，
笔者让学生观赏“海底总动员”片段，他们
惊叹于海洋中绚烂的景致，也了解了一些
海洋物种。 正式进入教学环节，学生开始
自主探索，并在观察中想办法让“小鱼”自
然游动，发现“变形点设置”的妙用。最后，
学生分别尝试设置不同位置的变形中心
点后创建“传统补间动画”，比较哪一种更
接近鱼儿游动的真实样态。

观察、比较与操作式体验结合，学生在
实践中记忆知识，靠近探索的“大门”。

在掌握引导层动画后，笔者提出“巧
用引导层动画”的任务。 这个环节是开放
性练习，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尝试探索引
导层动画的个性化应用。 笔者在一旁辅
导，先让学生说出自己的奇思妙想，共同
讨论、完善想法，再由学生实践。创作过程
中学生打破固有思维，认真思考，创作出
许多独具匠心的“引导层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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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夜莺为什么穿绿衣服

编程、组装、调试，一个个小学生成了机器人控制高手，近日，
邵阳市隆回县博思达学校师生在钻研机器人教学。 该校以科技教
育为特色，通过机器人培训和玩转科学、玩转创新等培训活动，培
养广大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 近一年来， 该校 150 多名学生在省
市、国家级科技竞赛中获奖。

通讯员 罗理力

迷上科技创新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第二小学 彭彪

�浅谈如何开展小学德育教育

小学德育教育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德
育教育的好坏， 将直接影响每一个学生的成
长。 小学时期正是人们科学人生观、世界观奠
定基础的重要时期，学生在这一时期具有的认
识和形成的观点，对其一生的发展都有很大影
响。 因此，寻求切合实际又行之有效的德育方
法，已显得十分必要。 特别是在倡导“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当下，这也是学校和班级广泛开展德
育教育活动的一个新亮点。笔者根据多年的教
学经验，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提高自身素养，注重“言传身教”
“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

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灵魂。”教师
要做好学生灵魂的工程师，就必须有高尚的道
德情操，才能以德治教，以德育人。教师要用自
己的人格魅力来熏染学生的行为， 为人师表，
率先垂范。 小学生模仿性很强，教师的一言一
行、 一举一动对学生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笔者在担任小学班主任期间，时刻严格要求自
己，处处以身作则，做学生的表率。 例如：当要
求孩子热爱生活时，自己首先必须要充满活力
与激情；当要求孩子爱护清洁时，自己首先要
打扫好办公室卫生；当要求孩子对人要有礼貌
时，自己就要时刻注意文明用语。同时，我注重
和学生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主动接近他们，
与他们打成一片，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以自身

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我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纳

入德育教学内容，充分发挥学校课堂主阵地、
主渠道作用，确保每周 1—2 课时的集中教育
时间。 采取不同形式的课堂教育形式，学习和
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 教育
引导广大学生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内容， 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促进习惯养成，抓好“行为规范”
良好的习惯重在养成，贵在自觉。 我校一

直坚持落实《小学生一日常规》《小学生守则》
《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小学生礼仪规范》
以及校纪校规，并做到及时检测反馈，经常检
查学生的行为习惯， 发现问题及时批评教育，
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校还开展了
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如“走文明路，说文明
话，做文明事，当文明人，建文明校园”主题活
动；制订学生礼仪规范和文明礼仪歌谣；利用
“国旗下讲话”校会活动，倡议学生“向不良行
为告别”，并进行了“告别不良行为，做文明儿
童”的签名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真正懂
得了文明礼貌的重要性，在全校形成了人人懂
文明、人人讲文明、人人践行文明的良好格局。
例如：坚持一日三查。 查穿着、戴校徽情况；查
迟到早退情况。每个班级都要严格实施德育目
标工作管理，按照教学大纲和学校要求，依据
学生现实表现和思想实际，规划班级德育工作

的总体目标。 围绕总体目标确定系列目标、阶
段目标，并分解成项目目标，使其有机结合，层
层推进。 例如：纪律管理系列中，有课堂纪律、
队伍纪律、卫生纪律、劳动纪律等项，将其具体
量化，便于学生掌握应该怎样做，具体做什么。
在学校和班级共同教育和管理之下，学生形成
了一定的思维定势，久而久之就会自觉养成良
好行为习惯。

三、加强德育教育，实施“活动助教”
结合学校实际， 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活

动，更好地促进德育教育。 例如：利用广播、板
报、手抄报等形式进行法制教育，使学生懂得
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每个学生都要自
觉遵守《小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 又
例如：利用班会对学生进行教育。 每周的主题
班会，先由班主任拿出计划和方案，然后经过
德育领导小组共同研究通过后，方可实施，力
求让每一个学生都从中受到思想教育， 养成
良好的习惯。 我校每周升降旗仪式活动时，都
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让孩子们懂得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学生明白“少年
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 ”同
时，抓好“班队”德育主阵地，上足上好每一节
班队课。 班主任可根据本班级的具体情况，认
真设计班队活动内容，设计好教案，多讲身边
人、身边事，使德育教育实现学校全覆盖。

四、重视文化建设，做到“环境育教”
环境具有审美、约束、学习、导向等诸多

教育作用，美丽的校园环境是一本立体的、多
彩的、富有吸引力的、无声的教科书。 因此，学
校要特别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将其与学校德、
智、体、美等教育活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
相渗透， 形成一个有利于控制情绪、 陶冶情
操、美化心灵、激发灵感、启迪智慧的良好环
境，达到环境育人的目标。

我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德
育工作中，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教育活
动，组织学生读一本爱国主义书籍，观看一部
爱国主义影片，学唱一首爱国歌曲，讲一个爱
国主义故事，以此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
情感；开展文明校园、文明班级创建活动，促使
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卫生习
惯、节约习惯和交通习惯，督促学生改掉不良
习惯，树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小公民。

总之，小学德育工作是一个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受之于情、育之于心，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的过程。 我们必须真正把德育工作作为
头等大事来抓，坚持德育为先，守好阵地，树
立“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全员育人”意
识，把德育工作融入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
面。 把学生培养成精神独立、人格完整、品德
高尚、懂得担当，能够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终身发
展。 我相信，在我们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下，
德育之花会盛开在校园、社会的每个角落，会
在学生的心灵上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