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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股“微”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全
世界正在进行一场“微”革命。 教育界也因“微
课”的产生迎来了自己的微时代。 2011年萨尔
曼·可汗的“可汗学院”传入中国，如一声春雷
响彻我国教育界，让正处于课程改革焦灼期的
人们看到了新希望。 微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
统的教学模式，无论是在预习部分还是重难点
突破或是知识巩固练习，微课都能够以精小的
视频呈现。 在小学英语课堂中应用微课，对于
培养小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起到了很好
的促进作用。

一、利用微课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
习热情

现在的小学英语教材中，有大量的英文儿
歌和童谣。 这些歌曲、童谣和每单元的教学内
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学生喜欢学唱这些歌
曲及童谣， 一方面学生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
另一方面有利于师生共同打造积极欢乐的英
语课堂教学氛围，促使学生进入一种积极的学
习状态。例如，在教学动物一课时，可以在微课
中加入《Animals》这首儿歌的视频，这首歌曲
和教学内容关联很大，学生边用手打节奏边演
唱歌曲，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学习状态，而且劲
头十足。 同时，还可以多拍摄一些各种小动物
的照片放入微课中， 引导学生进行口语训练，
并用英语介绍自己家里养的小动物。 这样，学

生不但学习了词汇，口语还能得到锻炼。 再比
如在教学《Banana� milk� shake》一课时，老师可
以提前录好制作香蕉奶昔的小微课，将制作过
程演示出来， 并用字幕标注每个步骤的英文，
这样学生容易被声音、图像和有兴趣的内容深
深吸引，达到新课程导入的良好效果。

微课包含大量的图片、动画信息，使教师
在传授知识时更加直观生动，学生学习更热情
高涨，课堂氛围更浓厚。

二、利用微课突破重点难点，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

根据有效数据统计，学生有效学习时间最
佳为 6-15分钟。 微课讲述一个教学知识点，这
个知识点是供学生自主学习时， 仍必须要教师
讲述才能理解的内容，是学习的重点、难点、易
错点。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可组织
学生对事先录制的微课进行分组讨论。 小组讨
论的学习氛围给学生更多展示、 表达自我的空
间，也给学生创造了运用英语的机会，既可以调

动学习的积极性，还能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例
如，在作文写作指导课时，教师针对课堂内容制
作微视频， 通过视频详细阐述小学英语写作技
巧，包括人称、时态的运用等。观看视频后，每小
组合作完成一篇文章，且全班进行交流，进一步
师生互动，同时对个别学生进行单独辅导。学生
不仅能够根据微课视频自主学习， 还能在小组
内相互学习，还可得到老师的针对性辅导，这样
使得课堂教学效率大大提高。

在课堂上，教师组织学生针对自主学习阶
段提出的困惑展开讨论，并适时给予引导。 对
于学生无法解决的问题，教师要再次引导学生
思考，同时，教师也要根据学生提出的困惑，利
用微课视频引导材料，辅助学生答疑解惑。 这
样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点，同时也能提高
学生的交流能力、质疑能力。 在传统课堂教学
模式中，微课资源可以很好地辅助教师突破教
学重难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利用微课进行巩固练习，构建知识

网络体系
学习时， 应在每堂课后安排充足时间用

来做知识的巩固练习，恰当的运用微课可以
起到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作用，有助于学
生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体系。 小学生由于年
龄小， 刚开始学习英语就要掌握大量的词
汇、语法和句型，因此，很多小学生对于英语
的学习普遍感到吃力。 很多不能在课堂教学
中及时完成学习任务，需要在课后复习巩固
所学知识。 教师可针对每堂课的教学重点设
计微课视频， 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观看，复
习巩固所学知识。 每课知识及时回顾、每单
元知识及时梳理， 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结构，
形成知识网络体系，达到对知识和方法整体
把握的目的。

微课不仅改变了教师的教学方式，也改变
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宗旨
的教学理念。 它对学生学习有辅助作用，更对
教师专业发展与自身发展起着重要促进。我们
应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微课的应用与实践研究
中， 让微课成为小学生英语学习“隐形的翅
膀”。 总之，微课发展潜力无限，现代微课教育
代表了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时代新潮流，其必
将开辟出现代教育的一片新天地！

（本文为常德市教育立项课题《微课在小
学课堂中的应用研究》研究成果）

让“微”风吹进小学英语课堂
———浅谈微课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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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代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
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运强。 ”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
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
主义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
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

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我国经济、 社会
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 但在新时代
背景下，中职院校的现状却令人担忧。 生源
被高中层层淘汰，最差的学生读职高，这是
社会的共识。 这些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往
往存在很多的问题， 知识底子薄、 思想消
极、纪律性差等许多坏习惯。 老师们虽有热
情，但是学生接受新知的能力有限，又没有
高考的压力， 久而久之， 就产生了职业倦
怠。 面对这些现状，改变师生精神面貌，建
设校园文化则为当务之急，也为立教之本。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毛主席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

等于没有灵魂。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
每个中国人应有的正确的政治观点。 没有这
一点，就是一个没有中国魂的中国人。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
上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

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
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我们的校园文
化建设必须跟紧党的思想步伐，与时俱进，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学习理论，多组织
实践活动。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宣传党的路线
思想，践行党的理念信仰。在保证党的常规工
作正常化的基础上， 不断加强党员的党性意
识、宗旨意识、组织意识教育，加强对党员经
常性的教育工作，提高党员素质；在学校的各
项工作中，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切实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政治核心作
用。党组织要做校园文化建设的引路人，要为
学校人才的培养指明方向。

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就是坚守中华民族的魂。 如何坚
守？这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大问题。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 整理挖掘与之相符
的中华文化精华，而不能照搬照套。 并要坚
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想。

学校可建立中华文化讲堂。 聘请校内
外行家定期面向师生开讲座。 针对社会热

点、思想动态，回归文本、回归主流、回归核
心，有的放矢。 如从儒家倡导的社会责任感
使命感中，既可以让教师重拾师道尊严，找
回职业价值； 也可以让每一个学生重新认
识自我，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思考中
探索人生的意义， 觉悟到每个个体在新时
代中的意义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新
时代属于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
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这样，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个人价值观被唤醒，强烈的要
求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传承文化传统。

学校还可以开展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的实践活动。 如带领学生参观常德市区的
大小河街、 老西门等传统文化气息浓厚且
生命力蓬勃的地方。 走进工业园区，感受现
代工商业中的传统文化气息。 在相关专业
中，例如空间设计、服装设计中用传统文化
因素设计作品。 建立校园传统文化节，组织
传统节日活动， 发掘散落在民间的传统手
工业等。 让学生在实践中坚守文化传统。

三、结合当今时代条件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 科技发展突飞

猛进。 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及时地运用现代
科技的思想和手段。 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了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得出了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结论。 从此，解放思
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思想深入人
心。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科技得到更大程度
的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民是
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具
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具有
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
大梦想精神的人民。 ”用创造、奋斗、团结、
梦想的精神构建新时代的新青年的灵魂，
支撑他们的人生信仰， 这是校园文化建设
结合当今时代条件的重中之中。

学校可以大胆引进新的专业、 新的理
念、新的技术，培养师生钻研技术的素养，
营造优秀的文化氛围。 如我校连续几年在
国家省市各级技能大赛中频频获奖， 就是
师生工匠素养的体现， 也是我校校园文化
建设的成就。 我们还将借资源整合、两校合
并升格的东风，大力鼓励师生的创新精神。
为社会，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具有匠魂的工
人和工程师！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
下去，定能到达。 中职教育步履艰难，但是
我们有往上攀、走下去的精神，用我们的
汗水和智慧，努力建设校园文化，办好中
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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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小学生的阅读兴趣，传授学生阅读的
方法，使学生进入阅读角色，提高阅读质量，做
到真正地有效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有
效阅读应以读为本、以悟为主，灵活形式、提升
兴趣，激活思维。

一、以读为本，准确流利
教师在传统的阅读教学中， 常常无视学生

的自主性，教给学生的多是如何分段、分层，概括
段落大意和主题思想，分析作品的写作特色。 在
这样的阅读教学中，学生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教师
对作品的解读，而不是学生对作品的自主阅读。

在教学中， 我特别重视对学生的阅读训
练，指导学生在通感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朗
读，要求在朗读每篇课文时，要用流利的语言
读出语气、读出节奏、读出情感。首先要正确地
读，要求学生用普通话，声音洪亮，吐字清楚，
读准字音；其次是流利地读，要求读得连贯自
然，不读破词句；再次是有感情地读，在读音正
确、速度合适的基础上，把握语气的轻重缓急，
尤其是要读好人物的对话。以《表哥驾到》文中
的一段文字为例：

我有点生气地说：“我吃一块排骨够了，另
一块你自己吃得了！ ”妈妈不高兴了：“看这孩
子，多不知好歹！”通过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
读，有些同学读出了“我”因为妈妈的偏心而生
气；有些孩子读出了“我”对妈妈的孝顺。 从妈

妈的话中，有些同学读出了责备，有些同学读
出了无奈，有些同学读出了伤心……

而在《爸爸》一文中，妈妈冲着爸爸的照片
说的一句：“你还要不要这个家呀？ 下次你回
来，再也别想走！”有些同学从中读出妈妈对爸
爸的责怪； 有些同学读出妈妈对爸爸的思念。
可见尊重学生的感受，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地位。

以读为本不是形式上的读多少遍，而是每
读一遍都要达到应有的目的。 阅读教学中，教
师首先要让学生明白阅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
才是怎样读好的问题。通过朗读理解课文的主
要内容，然后找出不能理解的词句；读中领悟
修辞手法的妙用， 发现文章是如何布局谋篇；
读中揣摩文章的写作顺序……

二、以悟为主，读中感悟
读中领悟，就是把读书与思考结合起来。只

有把读和语言的感悟、积累、运用结合起来，然
后从中习得方法、搜集信息、发展思维、获得审
美，学生才能从大量的读中感悟到语言的妙用，
更利于形成阅读和表达的能力。 因此在教学中

要注意对重点语句的点拨， 诱导学生通过朗读
吟诵，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和熏陶。 如教《卧薪
尝胆》一课，我先提出问题“勾践睡在柴草上，品
尝苦胆，他这样折磨自己，就能报仇雪耻了吗？”
然后引导学生读课文的第二节最后一句， 让学
生明白勾践这是在激励自己发奋图强。 理解了
这一点， 学生就能更进一步理解卧薪尝胆的比
喻意义了。再如《表哥驾到》一课，“我”和表哥
见面的情景，“我” 没有用英语向表哥等人问好
遭到妈妈的白眼，“我” 扫兴地回房间做飞机模
型去了。 从中，有些同学读出了“我”的担心、扫
兴、伤心；有些同学读出了“我”的机智，为不让
自己难堪，知道给自己留好退路。而做飞机模型
排遣郁闷这一段，有些同学读出了“我”内心的
强大。 这样，通过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加深了
学生对作品的理解， 加深了学生对人物个性的
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阅读水平。

三、灵活形式，激发兴趣
课堂教学要避免单调乏味，有效的策略

之一是设计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让孩子们
在灵活多变的教学过程中， 充分享受到读书

的乐趣。 从不同的角度来设计，读书的形式也
就多种多样。 阅读形式有引读、范读、赛读、评
读、品读等，阅读速度有速读、慢读、跳读等。
教师要给学生充足的读书时间， 让他们按照
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自己喜好的文章， 为学生
创设多种多样、 自读自悟的机会， 在生动活
泼、乐此不疲的朗读中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
语言的表达能力。 如我在教《卧薪尝胆》一课
时，是这样引读的：

一个堂堂的国君，穿粗布衣、住石头房，而
且还给吴王养马、拉车……呼之即来，挥之即
去。（男生读）国王尊贵的身份荡然无存，这不
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屈辱，更是对他人格的
侮辱啊！（女生读）这是饱含血泪的日子，这是
渗进心灵深处的屈辱！（全班齐读）这更是忍辱
负重、度日如年！

通过这样反复读，学生对勾践卧薪尝胆的
真正含义理解透彻了。实践证明：通过引读来理
解课文内容，引领学生感悟人物的个性，可以习
得方法、启迪思维、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读思、
读说与读写结合，先说后写，水到渠成。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读是悟的基础，悟是
读的深入。 我们在平时的语文课堂教学中，要
让朗读贯穿阅读教学的全过程，让学生在朗读
中理解、积累、模仿、创造，全面提升学生的综
合语文素养，真正做到有效阅读。

语文课堂有效阅读教学点滴

常德市汽车机电学校 谈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