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教媒体的应用已延伸到教育的每个角
落，从备课到教学，再到建立微信、家校 QQ
群等新形式， 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教育
教学活动。 在小学数学中适时、适度地运用电
教媒体进行教学，可以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获取知识，增长智慧，具体做法是：

一、实际教学中的运用
（一）身临其境让学生理解数学概念
运用多媒体的实时展现、色彩变更、移动

嫁接等功能，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可以
促进特征的掌握。 例如教学六年级长方体认
识这一课时， 先让学生观察一个长方体的物
体：如牙膏盒、小药盒等，让学生仔细看一看、
摸一摸、想一想，并组建小组讨论，初步感知
长方体的特征。 教师再验证时采用多媒体电
脑演示，运用多媒体可以变化的不同色彩，标
注各个边的组成，然后通过移动、重合、旋转、
闪烁等方法，得出长方体有多少条边（棱），有
多少是相同的长度。 这样长方体的特征就清
晰地、有条理地印在学生的脑海中，形成一个
清晰的印象和认知。 这也就使学生知识掌握
得十分牢固，而且优化了教学手段，减轻了学
生记忆负担，提高了教学效率。

（二）生动演示让学生抓住要义

部分学生对于数学公式的掌握都是强行
记忆、生搬硬套，多媒教学能很好地解决这个
问题。 如在教立方体的面积、体积时，学生在
直观图中判断立方体的形状时很难看懂，那
么我们就运用多媒体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题。 首先根据屏幕上提供的各种图形（图中有
圆柱体、长方体、正方体、圆锥体等，进行随机
的摆放）理解不同立方体的内在联系，结果是
大部分的学生能快速认出来； 其次在图中各
个三角形内加相同的三角形，组成长方形，了
解数学计算公式的缘由；在圆柱体、圆锥体的
动态演示中，我们也直接可以进行比对，从而
导出我们的计算公式； 最后为了直观验证教
学的效果，我利用多媒体制作动画，令各个图
形分别旋转起来， 让学生通过观察屏幕演示
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种直观的演示，就会让学生根据观察，
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提高了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达到了巩固新知的目的。

二、现行教育下的思考
（一）让学生的创新思维得到培养
我们的教育需要引导学生标新立异，培

养其思维的发散性， 这样就可以在强烈的创
新意识支配下， 将大脑中已有的感情和理性

知识信息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成效。 在教学
中，作为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就同一问题从不
同角度出发进行思考， 不追求问题解决的唯
一正确答案，让学生熟悉解题和思考的过程，
哪怕出现了错误， 我们也可以在修正中得到
进步。

（二）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多媒体教学具备大数据、 多信息重合的

特点，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和教学资
源，能激发并发掘学生创造的潜能，提高创新
能力，有利于学生自己去建构知识的意义，提
高认识水平。 经过多年的教学，我认为：在教
学中只有让学生通过有目的地观察、 动手操
作、实践检验等行为，建构自己的知识储备，
才能使其创新能力得到多元化的形成。例如，
在教学统计初步知识这一课后， 要求学生将
我国历届奥运会上所获奖牌的数目、 名次制
成统计表，并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进行数学
的“再创造”，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
国之情， 看到我国在竞技体育背后发展的趋
势，预测今后发展的前景，提高学生对数据进
行采集、 归纳、 分析并做出解释和判断的能
力， 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多媒体网络信息资源
进行探究性学习。

（三）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调动其创新勇

气， 最根本的是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想象
力。 现代网络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为学生提
供了广阔的学习环境，让他们的思维活动不
仅仅局限于课堂，束缚于教师的“传道授业
解惑”，而应在最大限度的伸展空间里，能让
学生有充分展示自我的个性机会，培养学生
独特的创新品质，进行自我颠覆式的创新性
学习。

在实际的数学教学中，以往老师喜欢循
规蹈矩按步骤进行教学， 让学生跟着自己
的节拍走， 对学生的标新立异都是表面赞
扬，让学生的冒险精神被自我扼杀，刚点燃
的创新火花被教师的点评所浇灭。 因此，除
了采用分层次教学外， 还可利用多媒体教
学网络，借助信息传输网络，我们可以在私
下给予学生肯定的鼓励和引导， 及时地与
学生进行对话、交流，帮助其除掉自由发展
的“拦路虎”。

总而言之， 运用多媒体的独特优势进行
教学，能使数学课上得生动有趣，学生爱学、
乐学，使数学课充满魅力，从而提高数学课堂
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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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课堂中运用好多媒体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中心小学 彭清臣

一个有智慧的、高效的班主任，可以通过
班队活动来引导学生。这是班主任工作行之有
效的方法，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班集体建
设的积极途径，更是促成学生良好品行形成的
重要方法。

一、围绕长远的班级建设目标展开活动
一个优秀的班集体，应该是文明的、积极

向上的， 班级里应该有着健康正确的舆论导
向，在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优秀的。 学生能够
得到全面发展，并且能够在某些方面展现出自
己的特长。

在我们这一地区，学生在课堂上语言表达
能力普遍不大理想，班主任每天都忙于处理这
些事情，而这样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开展一次主题为“说
普通话，讲文明语言先行”的班队活动，告诉孩
子们说普通话的好处， 并让孩子们在班队会上
阐述自己的发现与观点，更加行之有效。这样的
班队会活动仪式简单，执行的过程也不难，只是
需要长期坚持。一旦推行并且坚持下来，好处很
多。一则，学生语言文明，行为自然也文明；二则
对学生的写作有着特别大的促进， 习作里的口
语话越来越少，语言越来越精炼。

如今的孩子，周末参加培训班学习的特别
多，我们既是老师又是家长，所以要经常转换
角色关注学生的成长细节。 针对这种情况，可
以展开主题为“我喜欢、我选择、我坚持”的班
队活动。 了解他们参加培训班的初衷，然后与
大家座谈，可以谈拥有一项特长的好处，谈父
母赚钱的艰辛，谈“言必信行必果”的含义，谈
做事半途而废的坏处……让他们自己量体裁
衣，制定出目标；也让他们知道，因为喜欢，才
去选择，如果选择了，就应该坚持到底。这也是
培养他们责任感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 针对常见的问题展开活动
学生是社会中的个体，难免会沾染许多社

会习性，当有些习性对学生的健康发展造成不
良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警觉，并且想办法
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
做起来却真不容易。

一位五年级班主任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
事：一天中午，一个女孩子哭着跑来，说有个男
同学写字条骂她。 我拿过来一看， 上面写着：
“某某喜欢你，长大了他要娶你。 ”怎样解决这
个问题呢？ 他们本来什么就不知道，如果把事
情弄得神秘兮兮，反倒会让好奇心更强。 思来

想去，我就决定将平息这次所谓的早恋行动分
三步进行：第一步，口头批评，让写字条的学生
明白这种做法伤害同学了；第二步，查找根源，
明辨是非，开办一次题为“我们应该看什么样
的电视”主题班会，首先统计看过《一起来看流
星雨》和《恰同学少年》这两部电视剧的人数。
结果，全班九十个人，看过前者的七十余人，看
过后者的仅六人。会上大讲《恰同学少年》的精
华之所在，领学生们背诵《少年中国说》。 让他
们明白， 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崇尚和追求的；第
三步，展望未来、健康发展。 开展一次主题为
“爱情是什么”的班会，为他们朗诵有关爱情的
诗歌，讲述因为有父母之间的爱情，才有了他
们，有了一个个幸福的家。 孩子脸上的表情由
愕然到凝重，又由凝重到释然。 我心中的这根
弦，终于可以松一松了。

三、 发挥学科魅力，开展活动
班主任还可以借助自己的学科教学，开展

一些主题班会，这是几位担任语文教学的班主
任在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讲述的案例，很有分享
价值：

案例一：老师们经常琢磨，什么样的活动
既能有利于班级管理， 又能直接促进语文学

习？ 在建立班级图书角的时候，我就想着在这
方面做点文章， 鼓励孩子们自由组合人马，自
己筹集图书，组建书社，制定自己的管理方案。
所有的同学都要有所属的书社，每个书社都要
有一本读书笔记， 看书人都要写读书笔记，期
末评比出“优秀图书角”。

案例二： 在一次学校的读书月活动中，我
班同学对演讲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对演讲者、
主持人流露出了深深地羡慕之情。 觉察到这一
点后，我马上宣布，两周之后就在班上举行“我
爱读书”主题演讲比赛，自由报名，自己写稿，自
己准备演讲。活动当日，一个个都讲得挺像模像
样的，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在孩子们讲完
之后，我细致总结，引导孩子们找出在这次活动
中的收获，期待他们有更为精彩的表现。

主题班队活动， 是不受时间和地点约束
的，有了问题，就立马开始设计活动方案，时机
成熟，就开展活动，简单、易行、有效。前提只有
一个， 就是有一颗全心全意关注孩子成长的
心。 主题班会是德育的聚光灯，我们应充分发
挥它的德育功能及效应，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
进行品德教育，让童心飞扬，给每个孩子的童
心注入正能量，促进学生良好品行的形成。

多元主题班队会促进学生良好品行的形成
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第二小学 张肇鲤

幼儿园相对于其它阶段的教育来说， 最大的特点是教
师的口语使用特别多，这是由幼儿阶段独有的特点决定的。
幼儿基本上不识字， 其所接受的一切教育、 获得的所有知
识，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成年人的口耳相传，在幼儿园主要就
依靠教师了。 当然，教师在对幼儿进行教育时，为达到教育
目的、完成教育任务，语言上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也称语
言技巧，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教育观念。 在我看来，
幼儿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具有如下语言技巧：

一、是愉快的表达。这一点要求教师不论何时、何地、何
事，当有必要向幼儿说明事理时，都要心平气和。 多数教师
表达积极的、肯定的意见和愉快的情感时，较容易做到这一
点；但在表达消极的、否定的意见和不愉快的情感时，往往
很难做到这一点。 愉快的表达往往会令人心情舒畅，愿意接
受不同的意见和批评。 对幼儿来说更是这样，教师愉快地、
和蔼可亲地向幼儿表达自己的好、恶或指示，可使幼儿更容
易接纳并乐于服从，那种高声叫喊，容易引起幼儿反感和对
抗，削弱了教育的作用，影响教育的效果。

这点我深有体会。 有时，小朋友在吃饭的时，教室里闹
哄哄的，我若高声制止，小朋友大概只能安静一分钟，又开
始吵闹。 我若说：“吃饭的时候讲话就会吃的很慢，这样饭菜
就会凉啦，吃了冷的饭菜会肚子痛的，我们看看那个小朋友
吃饭吃得最好最快，好不好？ ”于是幼儿就不再说话，很安静
地吃完饭。

二、是具有激励性。 鼓励和支持幼儿，是幼儿学习和发
展的重要前提。当幼儿遇到问题不能正确解决，感到灰心与
无助时，教师就要帮助幼儿，用积极的语言引导其探索。 如
在进行识字教学后，经常会请幼儿自己认字，可有的幼儿不
敢读出来，这时我就说：“你试读一下，读错了也没关系呀”
“你是最棒的， 一定读的很好”“这个字应该难不倒你的”等
等激励的语言，他们就会大声的读出来。激励的语言对没有
信心的幼儿来说，无疑是一种支持性的力量，可以成为幼儿
解决问题的动力，坚定完成任务的信心。当幼儿拥有了自己
的发现和看法时，教师也应及时鼓励，不要吝啬“真不错”
“你真行”“你的想法很特别”这些肯定的语言。 因为这些语
言能给幼儿极大的鼓舞并激发他们进一步表现的欲望。

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教育好幼儿、服务好家长，也为了
我们幼儿教师的语言能更加完美，更有进步，我认为幼儿教
师还要努力达成以下要求：

（一）教师要加强自己的语言修养。 语言修养注重的
是个体运用语言的熟练度、准确度和流畅度，及在各种语
言环境中的言语行为。教师的语言修养绝非一日之功，需
要教师日积月累逐渐的形成， 因而要求教师在日常中注
意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教师必须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
古人说“言为心声”，没有丰满的心灵，就没有丰满的语
言；没有高尚的心灵，就不会有高尚的语言。 教师有高尚
的师德，语言才可能健康、文明、丰富、美好。 其次，教师

必须加强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包括语音的训练，即练好普
通话。 包括仪态的训练，例如举止稳重、态度大方、讲究
仪容、从容镇定，还有必要的朗读训练、胆量训练和讲话
训练等等。

（二）教师要掌握幼儿语言发展的特点。 对于幼儿教师
来说，把握幼儿语言发展的特点，是掌握语言技能、运用语
言策略的前提。幼儿语言的发展与思维、理解的发展有密切
的关系。 比如幼儿不能理解“反话”，当教师用讽刺、挖苦的
语言对幼儿说话时，他们听不出老师的正话反说。刚当幼师
时，经常遇到有部分小朋友在其他人都坐好的时候，自己还
在嬉笑打闹，我就用到了反语，说：“看看还有谁没有坐好？”
这样往往没有起好的效果，反而有更多的幼儿开始嬉笑。 后
来看到一篇题目为《切忌对幼儿正话反说》的文章，于是再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表扬一个坐得最好的幼儿，这时被表
扬的幼儿就比刚刚坐得更端正， 其他的幼儿也会陆续坐端
正。“反语”带有负面、消极的情绪态度；幼儿不同于成年人，
老师对幼儿说反话并不能取得在成年人身上同样的效果。
要么幼儿听不懂，要么对幼儿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 切记：
幼儿教师不要对幼儿说反话。

想要做个家长信任，孩子热爱的老师，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 我真的希望幼儿教师能从自我做起，通过自身不懈的努
力，提高自身修养与素质，力求成为真正适应新时期幼儿教
育发展的合格教师。

幼儿教育中的语言技巧与达成要求
常德市石门县新关镇中心幼儿园 胡玉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