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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华塘中学 张易龙

历史课堂教学政治化问题的优化探究

摘要：中学历史课程具有综合性特点，不
仅涵盖古今中外，而且纵横多个学科，其中尤
以“政史一家”的关系深入人心。 然而随着新
时代的来临与变迁， 大量政治性内容走进历
史教材，如何将其讲出历史味道，平衡历史与
政治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笔者将结合
部编本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 就这一问题失
衡的影响与建议两方面展开阐述。

关键词：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政治化；优
化探究

历史学科与政治学科的关系犹如同根而
生的姐妹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诚然，一门
学科的成长过程与后续发展离不开对其他学
科的养分汲取。 但是，伴随历史教材政治意识
的强化， 许多教师在圉于原有意识与经验不
足的情况下， 常常把一堂初中历史课程上成
了政治课程。 例如，部编本人教版历史八年级
下册中第三单元主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为主线， 内容涉及十一届三中全
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理论指导地
位的确立等政治性较强的内容， 并与今天社
会的主流倡导内容相近。 有些教师在教授这

一单元时，缺乏历史立意的思考与分析，完全
根据教材或者借鉴前人的教案来给学生上
课。 结果，学生最大的感受就是：历史老师与
政治老师进行了角色互换， 历史课听成了政
治课。 这样的教学处理会造成三方面的不利
影响：其一，初中学生活泼好动，热衷于幽默
有趣的课堂，纯政治化的内容讲授会降低学生
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兴趣；其二，历史学科教
师的专业素养发展会受到阻碍，难以实现自身
突破；其三，历史课堂失去历史味道，不符合新
课程改革的理念， 难以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
史料分析、家国情怀等学科核心素养。

那么，针对历史教材中政治化强的内容，
该如何通过教材内容分析与设计出一堂具有
历史味道的课程呢？

一方面，要求教师提升专业素养，充分挖
掘教材中的历史内容。 教师作为课堂的领跑
者，在面对历史课堂政治化这一问题时，不仅
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在顶层设计
推陈出新，寻找教材中的历史线索，搭建古今
中外历史的桥梁。 例如，人教版初中历史八年
级下册第 11 课《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中国梦宏伟蓝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新发展理念”“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紧紧
围绕“中国梦”展开，教学目标在于使学生认识
到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启发学生为中
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整篇内容的时代感和
政治感十分强烈，该如何凸显历史味道呢？ 教
师可以追溯到古代与近代历史：如引用宋代诗
人郑思肖《德祐二年岁旦》中“一心中国梦，万
古《下泉》诗”，借助诗中作者表达的“收复中
原”的愿望来探析古代人的中国梦。 接下来将
镜头拉至近代， 让学生感受屈辱的近代历史，
了解近代各个阶级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繁荣
富强这一中国梦所作出的努力。进而将眼光投
射到今天的中国,理解中国梦的含义、实现中
国梦的途径，以及中国梦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关
系。 教师通过从历史角度对教材的挖掘，一堂
富有历史味道，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的历史课堂
就得以丰富立体的展现。

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营造课堂氛
围，为课堂的历史味道增香添味。 历史课堂政
治化问题除了内容的偏离之外，课堂氛围的单
调沉闷也是一大问题，因此，即使在内容上做

不到高水平的历史素材开发，也可以采取多种
方法来弥补课堂氛围的不足。 例如，同样是部
编本人教版历史八年级下册中的第 1课《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改革前《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更加突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
体会议的内容，这一子目的内容设计上没有闪
光点， 教师则可以采取创设历史情境的办法，
推选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得出会议内容，打破
一碗平水灌满堂的做法，使课堂活起来。

总之， 教师在对待历史课堂政治化这一
问题时，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中追求
创新，在反思中不断进步，打造一堂真正富有
历史趣味的活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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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建设和谐社
会的过程中，对公民加强诚信教育，建设诚信
社会至关重要。 小学阶段是儿童身心迅速发
展的时期， 也是其思想品德的形成时期。 因
此， 要促进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就要从培养小
学生的诚信品质开始。

关键词：小学生；诚信意识；培养
由于受社会生活中某些失信现象的影

响，当代小学生的“诚信”意识也受到了一定
的冲击和挑战。 欺骗老师、家长和同学的事情
在学生中时有发生，钢笔、文具盒丢失的事件
在班级中也经常出现。 那么，该如何对学生展
开诚信教育呢？

一、开展主题班会活动，让学生明确诚实
守信的基本含义

教师可组织开展以《做文明小公民》为主
题的班会活动，引导学生通过讲诚信故事、分
享诚信名言等多种方式，反思自己的行为，学
会明辨是非，明白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
不可以做，不断提高自身素养，进而形成优良
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二、寻找生活中诚信的榜样，“以人育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小学生的模仿力

非常强，凡是他们感兴趣的事，向往的活动和
钦佩的人，他们都愿意去模仿。 这就要求教师
要通过榜样的力量对学生实施诚信教育。

第一，教师要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 正如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要把学生造就成什么
人，自己就应当是什么人。 ”由此可见，教师的
世界观、道德情操、生活作风等都可对学生产
生重大影响。 一个讲诚信的教师，才能培养出
讲诚信的学生。 教师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就
必须先做到，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学生树立
榜样，在他们的心田中撒下诚信的种子，让学
生在耳濡目染中自觉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第二，要充分发挥同伴效应。 相关心理研
究表明，学生在与同伴进行交流、学习时，将
有助于形成习惯。 我曾与学生们玩过《谁是
倒霉蛋》的游戏。 让每个孩子轮流抽签，谁抽
到做有记号的纸条谁就是“倒霉蛋”，并接受
相应的惩罚。 当我逐一分完纸条后，还不到
半分钟， 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男生站了起
来，将纸条紧紧拽在手中。 我轻声问他：“没

人知道是你，你怎么这么快就站起来啊？ ”小
男孩的声音虽然小，但说出的话却让我受到
很大震撼，“因为要守信用！ ”结果可想而知，
小男孩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还得到了大
家由衷的敬佩。

三、家校配合，共造诚信环境
（一）创设校园诚信环境
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能够使学生在社

会化、 人性化、 科学化的环境中接受诚信教
育。 学校在校园环境建设过程中，要注重诚信
教育氛围的营造，如：对“诚信教育”长廊进行
精心设计，或在学校宣传栏、教学楼墙壁上悬
挂有关诚信的名人名言，让每一个地方、每一
面墙壁、每一处角落都能说话，将校园打造成
为引导学生养成诚信意识的主要场所。

（二）创设班级诚信环境
在学校积极开展诚信环境氛围创设的同

时，班级也应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创设诚信环
境氛围。 如：在班级布置上，设立以诚信为主
题的黑板报、班训、专栏等；将“尊重科学、实
事求是、不弄虚作假”定为班级诚信道德基本
范畴目标；将“诚信为本、做人在先”的道理牢

牢记在心中，努力成为一名诚实、守信、正直、
不欺、不瞒、品德高尚的中国公民。

（三）创设家庭诚信环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对孩子

的影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对学生进
行诚信教育需要家长的密切配合。 家长要自
觉做到诚实守信，为孩子树立良好榜样，方可
让学生坚信自己心中的诚信概念。

四、加强教学德育渗透，“以学育诚”
在课堂教学中， 学生最容易将动态的思

想与心理变化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便可趁此
机会对其实施诚信教育。 以《思想与社会》课
程中的《诚实守信》一节为例，教师可在课上
给学生讲述《立木为信》的故事，使学生了解
诚信的意义与价值，树立诚信意识，懂得“诚
信，乃立身之本”的道理，学会在现实生活中
如何讲诚信。

小学生诚信品质的培养是一个长期、复杂、
系统的过程，它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通力合
作、相互支持，更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长期不懈
的努力， 我们应在学生孩提时就对其诚信意识
予以培养，使诚信之花盛开在孩子的心中。

邵阳市洞口县岩山镇中心小学 付湘伟

刍议如何培养小学生的诚信意识

衡阳市珠晖区东站路小学 肖国红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是开启知识大门的
金钥匙。 小学生如果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就
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表现出对数学学习
的一种特殊情感，学习起来乐此不疲，这就是
所谓的“乐学之下无负担”。 新课标指出：“数
学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
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 教师应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
活动的机会， 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
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
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
动经验。 ”浓厚的兴趣对学习的推动力是任何
强制力量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教师在数学教
学过程中，要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优化课堂结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一、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新教材增加了联系实际的内容， 为学生

了解现实生活中的数学， 感受数学与日常生
活的密切联系，增加对数学的亲近感，体验用
数学的乐趣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例如：教
师在讲授新教材第二册“元、角、分的认识”一
课时，可将此课内容编制成“同学们去商店买
东西”这样一个情境，把例题和练习题设计成

商店里发生的事情， 学生和老师分别扮演顾
客和售货员的角色。 在商店里，售货员阿姨拿
出各种钱币让学生分类， 接着让学生认识各
种面值的人民币。 讲元、角、分的进率时，还可
以这样设计： 小明去商店买一支笔要花一元
钱，但他只有面值一角的钱，请问他要给售货
员阿姨几张一角的钱才够一元呢？ 学生在恰
当的生活情境中，通过小组讨论，互相交流，
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学习积极性，久
而久之，大家学习数学的兴趣会越来越浓。

二、 注重动手操作，调动学习兴趣
学生在数学课堂上通过亲自动手画一

画、剪一剪、摆一摆、比一比等活动，将学习内
容在有趣的操作中牢牢记住， 可达到动中促
思、玩中长知、乐中成材的目的。 例如，在教学
“直角梯形”内容时，为了活跃学生的数学思
维， 激发大家的探究能力， 使其主动获取知
识，我是这样引导学生自己动手操作的：授课
前， 让学生在一张纸板上任意画出一个梯形
并剪下来，然后在剪下来的梯形上画一条高，
再沿着这条高线剪开， 然后提问：“裁剪后的
图形是什么图形？ ”同时引导学生观察“这条
高线与梯形的上下底相互垂直” 从而发现和

认识直角梯形。 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学习数学
知识，不但开动了脑筋，活跃了思维，还拓展
了思维空间，提高了课堂效率。

三、开展多种竞赛，提高学习兴趣
根据儿童好胜心、自尊心强，爱表现自

己的特点， 教师可以通过多种竞赛活动，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一年级上册中
第 102 页第 4 题“看谁算得对”，教师可设计
“夺红旗”竞赛，这种教学方式符合低年级学
生争强好胜的心理特征，能有效激发学习兴
趣，提高学习效率。 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来
说，为了提高他们的计算能力，还可以开展
“计算接力赛”“争当数学小博士”和“师生竞
赛”等多种竞赛活动。 对疑难问题可采用“打
开智慧锁，摘取智慧果”等竞赛活动来启发
学生自主思考。 孩子们在“竞赛”中得到自我
“表现”的机会，必将唤起自身的内驱动，从
而调动思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学习兴趣
也会更加浓厚。

四、利用现代手段，激发学习兴趣
现代化教学手段集图文声像于一体，将

静态的书本立体地呈现出来，化抽象为具体，
化无形为有形，化静态为动态。 它有着鲜艳的

色彩、动态的画面、优美的音乐、滚动的文字，
符合小学生喜欢新鲜事物的特点。 多媒体还
可以同时调动学生的视觉与听觉， 吸引学生
怀着强烈的学习热情参与到教学中来。 如在
学习“厘米和米的认识”这一内容时，我事先
在课前制作了精美的多媒体课件。 课件中有
两个可爱的物体：一个叫课本，一个叫黑板，
它们正在为自己的长度发愁。 此时又出现了
两个小朋友：一个是直尺，一个是米尺。 直尺
和米尺分别为它们量出了长度。 这时新的问
题出现了，两次测量的结果都不一样。 最终学
生明白了其原因在于一个单位是厘米， 另一
个单位是米。 通过这样现代化教学手段，让学
生体会到统一测量工具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这样便顺利地进入了教学。

总之，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 激
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方法有许多， 只要与
教学内容紧密联系， 能够激发小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促使其主动参与就是好的教学法。 随
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 教师要认真学习新理
念，不断创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模式，
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素养， 大幅度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