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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课堂

7 月 8 日，在邵阳县下花桥镇五里村五里坝生态养殖园里，五里完
全小学学生贾芳两姐妹在妈妈指导下学习查看监控操作技能，帮爸妈看
管 300 亩稻田和池塘，以防飞鸟啄鱼及人为偷盗。

据悉，该县 100 余个家庭农场主的孩子，带领暂时不能与爸妈重聚
的部分留守孩子，充分利用暑假投入别样的生态实践课，学习并掌握全
程监控的科学管理技能，长见识、开阔视野。

通讯员 黎建成 黎锦玉

端午假期过后，由于事务繁杂，早上的
语文课耽搁了。下午，笔者和美术老师交流
了一下，准备借用美术课来补上。语文课按
进度应该上《索溪峪的野》，笔者也顺便看
了一下本节课的美术教学任务， 做到了心
中有数。

上课铃响过， 当笔者拿着语文课本走
进教室的一刹那，学生们一片“唏嘘”声，一
脸失望的神情， 所有学生都准备好了画纸
和彩笔……于是， 笔者从语文书下面拿出
美术书：“同学们，大家误会我了，今天我客
串一把美术老师，由我来给大家上美术课，
请大家把美术课本翻到《心中的风景》这一
课。 ”

顿时，教室里传出一片欢呼声。
接着， 笔者尝试引导学生：“今天这节

美术课， 要求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用心构图， 运用以前学过的透视等方面的
知识， 抓住景物特点， 画一幅美丽的风景
图。 ”说话间，笔者打开事先为语文课准备
的课件， 出示索溪峪的风景图片，“大家现

在看到的是张家界的索溪峪， 这里风景如
画，让人流连忘返。 谁能说说你看到的索溪
峪有什么特点？ ”

学生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 他们七嘴
八舌：“悬崖很陡峭”“这里山清水秀”“索溪
峪树木苍翠，溪水清澈”。 笔者没想到他们
能如此细致地观察景物。 有的学生侧重山
石的险峻、高耸，甚至说出了石头的纹理特
征； 有的学生详细观察了树木的分布和色
彩，甚至说出了树木的名称；还有的学生重
点说了水流的清澈见底，蜿蜒蛇行，水中石
头若隐若现……

惊喜之余， 笔者又趁机引导：“大家观
察很仔细，说得很准确，但是为了画好索溪
峪的美景图， 想不想对索溪峪了解得更详
细些？ 咱们语文课本第四课有对索溪峪具
体详细的描述，大家认真读一读课文，想一
想索溪峪的景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

教室里响起一片“唰唰”的翻书声。 5分
钟后，学生准确说出了索溪峪的景物特点。

“那么，现在请大家回忆索溪峪给自己

留下的深刻印象， 参照课文中描写索溪峪
的优美语段，展开想象，用彩笔画出你心中
的索溪峪吧！ ”学生在笔者这个“冒牌”美术
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创作。

笔者并没有说过多的话， 学生纷纷看
图片、读课文，也充分发挥了想象。 20 分钟
后，一幅幅不拘一格、“野”味十足的索溪峪
美景图呈现在笔者面前。 画中断壁悬崖拔
地而起，直插云霄，悬空的巨石摇摇欲坠；
峰峦起伏、绵亘蜿蜒；也有充满童趣的，画
的是猴子和游人嬉戏的图景。 他们还给自
己的作品取了名字：“一线天”“百丈峡”“西
海峰林”……

这节课， 笔者仅仅出示了几张索溪峪
的图片， 并没有按照惯常语文课的思路引
导和讲解， 却让学生了解了索溪峪的景物
特点，感受到了索溪峪天然、野性的自然风
光，既完成了美术课的教学任务，又实现了
语文课的教学目标， 巧妙地进行了语文课
与美术课的融合，一举两得。

何永平

我们班每月一节班会课会作为孩子
们的生日课。 这节课是孩子们最期待的，
老师们也十分重视。

一次生日课后， 笔者筋疲力尽地指
挥孩子们打扫卫生。 有孩子跑来说：“老
师，生日课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笔者说
道：“老师也没办法，实在是太累了，没有
更多精力准备。 ”

“那为什么不交给我们自己来做呢？”
如何承包？ 班级进行讨论，成立了生

日课项目小组———总策划：负责每次生日
课的总体策划和安排；调查组：负责调查
当月哪些同学过生日，并把姓名报给节目
策划组；PPT小组： 负责每次生日课 PPT
的制作；节目策划组：负责主持人的筛选，
节目的组织和安排；板报组：负责生日课
黑板的布置；后勤组：负责其他杂务，如桌
椅摆放、教室卫生、蛋糕领取……

有了项目小组，生日课果然发生了很大变化：
走进教室，孩子们一片忙碌。 有画板报的，有排练
节目的，有摆放桌椅的，还有在对稿的主持人……

可是，第一次生日课闹出一个乌龙。 当小寿星
们欢呼雀跃地上台，准备接受生日祝福时，突然有
孩子大声喊道：“老师，刘 XX 哭了！ ”现场安静了
下来，大家都在疑惑，他怎么哭了呢？

旁边的孩子替他回答：“老师， 他也是这个月
的生日，但主持人没有念他的名字！ ”一位主持人比
较机灵，马上接过话：“现在让我们热烈欢迎刘 XX
上台，祝他生日快乐。 ”掌声响起了，小刘也抬起头
来擦干眼泪，走上台去。

小小的乌龙就这样过去了。 反思会上，调查组
表示下次统计生日时一定更加细致。

然而，下次生日课又出现了问题。 生日课即将
开始，负责策划的孩子找到笔者，一脸沮丧地说：
“老师，张 XX 没有做 PPT，我们上周提醒她了，但
她还是没做。 ”笔者把他拉到旁边悄悄问：“现在生
日课马上要开始了，你认为抱怨有用吗？ ”他摇了
摇头。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
他想了一下，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 PPT，

让主持人宣读相关内容？ ”
总策划走向张 XX，拍着她的肩膀笑着说：“没

事儿了，可以不用 PPT了，我已经想到好办法了。 ”
听到这句话，小张非常惊讶，马上按照总策划的方
法积极行动起来。孩子们同样收获了满满的祝福和
快乐，更收获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学期下来，生日课不仅培养了一批策划、组
织小能手， 而且孩子们把生日课中学到的经验慢
慢应用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他们渐渐学会了如
何处理问题，自主管理能力也越来越强。

丁晓薇 陈晓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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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课上出语文课“风景”

食堂“小鬼”来当家
浙江省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推出了“小鬼当

家”食堂志愿者活动，拓宽学生劳动教育的渠道。
该校成立了“小鬼当家”志愿者项目，并出台了

活动方案，还设立了专门的“小鬼当家”工作室，设
计了 LOGO、服装、评价证书，制定了各项工作制
度，并结合德育处星级少年评比，在四、五年级共
16个班级每班推选出 16名志愿者。

经过岗前培训、跟着食堂阿姨学习打菜、独立
打菜、正式上岗等系列培训，志愿者都进行了“小
鬼当家”体验。“小鬼们”当家后，对厨房职工付诸
的辛苦感同身受，不仅爱上了劳动，也多了一份体
谅之心，平时那些挑食、抱怨的现象得到了很大改
善。 很多学生在劳动中懂得了感恩，回家后也会主
动做家务。

学校决定把这项活动与德育课程相结合，尝试
在学校“五好”（好品行、好学力、好身心、好气质、好
生活） 课程体系下推出以食堂为依托的劳动课程。
等新学期来临时，“小鬼当家”将成为一个全新的系
列活动，志愿者范围也将从现在的四、五年级学生
扩展到全校学生。 叶青云

午间“扯闲”
与学生谈话的机会无处不在，主题教育谈话是班

主任们常用的方式。 可是单纯、空洞的说教，只会让学
生听得只打哈欠，更会从心里抵触。

“扯闲篇”是笔者喜欢的一种教育方式，寻找合适
的契机，运用巧妙又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开展教育活动
可以帮助学生改正不良的学习、生活习惯等。

笔者常常喜欢坐在教室里吃饭， 因为吃着聊着，
和学生的距离也在不断拉近。 笔者的那些“闲篇”也就
是这样开始扯的。

这一天，笔者又端着饭菜坐进了教室。 班级的“挑
食鬼”凑过来，嬉皮笑脸地说：“周老师，你今天的菜比
我好！”“是吗？”笔者已经听懂了他的意思，“你那个干
菜蒸肉我喜欢，要不咱俩换换？ ”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但是他很快与笔者交换了菜盒。“周老师，今天我们聊
会儿吗？ ”聊了几次，“精灵鬼”好像有些摸到笔者的
“门道”了。

“嗯，不过今天，我是有个问题要请教大家！ ”笔者
改变了进入话题的策略。“什么？ ”听到老师有问题要
请教，大家的兴趣一下子来了。

师：我家邻居最近请教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
孩子回家不肯马上做作业？

生（七嘴八舌的状态）：我也是……我妈妈也常常
这样批评我的……

师：那大家放学后回家马上做作业吗？
生：不做。 （大多数举手示意）
师：那你们一般做什么？
生 1：一边吃零食，一边看课外书。
生 2：我要出去玩一下，边吃边玩。
师：哇，大家都是这样边吃边做作业的啊？
笔者心里暗暗想，怪不得最近的作业本上，总是

有油脂、饼干碎屑什么的。
生 1：这样可以节约时间。 休息 15 分钟后就能做

家庭作业了。
生 2：我更节约，一边做作业，一边吃点心。
……
师：大家这么珍惜时间啊！ 可是，周老师认为 15

分钟太急了，你起码可以先休息 30 分钟再做。
生：真的啊？ （兴奋、满足地笑）知道了。
师：不过听了大家的安排，最让我担心的是一边

吃一边看书不利于消化，一边吃东西一边运动更有害
于健康。 若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大胆地跟老
师或家长说“这是不科学的！ ”

从“回家后就马上做作业吗”这样一个很简单随意
的话题开始， 引领着学生们一步步展露出他们学习生
活的“实况”，从而很有说服力也很自然地提醒学生养
成科学的学习、生活习惯。 同时，又鼓励学生去纠正长
辈或教师可能犯下的错误， 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正
气和个性。 这个“闲篇”扯得挺自然，收效也很好。 周红

深入浅出建构趣味物理课堂
在物理教学过程中运用具有艺

术美的教学语言是一项重要的教学
能力。 初中生还不习惯比较抽象和理
论性较强的思维方式。 这就要求教师
用生动、直观、形象的语言对物理问
题进行描述，引导学生在大脑中想象
出相应的一幅清晰的物理图景或一
个物理模型，使学生身临其境、乐在
其中，帮助他们实现从形象思维到抽
象思维的过渡，逐步提高他们的思维
能力。 例如，电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但
是看不见、摸不着，理性思维还没有
完全建立起来的初中生很难理解这
个概念。 在讲述《导线与用电器并联
电流的流向问题》一课时，教师打个
形象的比方有助于学生理解。 于是，
笔者说道：“某车辆从 A� 地到 B� 地
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有收费站的
公路，另一条是与这条公路并行的一
条公路（不收费）。 如果你是车主，会
走哪条路？ ”大部分学生都倾向于选
择后者。 笔者进而说道，“电流和你们
一样聪明。 它通过灯泡就要耗用电，
所以会选择不耗电的导线。 于是，灯

泡就被短路了！ ” 在轻松的环境中，
学生对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进
入最佳学习状态。

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幽默风趣的
语言， 更容易激发初中生的学习兴
趣。 比如，凸透镜成像特点是初中阶
段的重点和难点。 鉴于此，笔者为了
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就打了这样的
比方：“照相时，某个人头顶地、脚对
天。 为何会这样？ ”学生们一齐答道：
“凸透镜成倒立的实像。 ”在热闹且充
满知识性的课堂氛围中， 学生们将
“凸透镜成倒立实像” 的特点铭记在
心中。

在物理课堂上引入学生熟知的
成语，也会激发学生的兴趣。 比如，笔
者在讲《光的直线传播》一课时说“管
中窥豹， 时见一斑”， 引导学生记住
“光沿直线传播”的原理。 又如，在“参
照物”的定义引入过程中，笔者借用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引导学生从物
理的角度分析楚人的错误，他们很快
就明白了参照物的概念。

郇成状

“监控”实践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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