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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的两处高地间难得贮块原野， 这极

少数间就有片，不大不小、开满白花，是羊和
人每天必定经行的。 边缘区域的绿，显得尤为
珍贵。 暂且不提这层，就是此处休憩的生灵，
也足够我的一见钟情。

主人家所在的族群就扎在原野深处。 寄
住的人家笑着告诉我，此处的旱獭可多，想看
随时可以见着。 可怜我替门巴图娅牵了几个
月骆驼，连个旱獭的影儿也没见着。

说是“牵骆驼”，实是抱骆驼。 没有绳，得
以一只膀子死死扣住骆驼粗糙脖颈， 将它贴
在身边前行。 门巴图娅初将活计交给我时，我
激动好一会儿，少女情怀泛滥。 待真真正正见
了这阵仗，吓得我心里一阵阵发怵。

这活男子干不干得都讲不定， 我一个南
方女孩子，如何驯得住这样庞大牲畜？

许是瞧我紧张过头，门巴图娅“轻轻”拍
拍我的肩， 以一个游牧少女所有的温柔尽力
劝哄我。 望向她纯黑眼仁，我后怕地点头。

骆驼算不得大，这也是她的细心之处。 金
黄眼睫下有深深纹路， 细厚皮毛不似动物园
中，它同类的臭哄哄味道，竟有些好闻。 经过
修理的耳部清洁可爱，异样的多出一线赤色，
妩媚娇憨得紧。

门巴图娅叫我替这骆驼取个名字，我小心
抚上她脊背间的高高隆起，溺爱般重重地唤。

“小红毛！ ”
门巴图娅笑得仰倒， 拍在我肩上的手愈

发用了力，我攒出笑，吃痛地揉揉后肩。 小红
毛兴奋地拱我的手， 我不得已一样咧出个苦
笑来，门巴图娅冲我嘿嘿点头。

搂住小红毛一刹， 我的手凭空多了好些
力量，叫她乖乖顺顺贴住我的腰际，呼出的热
气濡湿我卷曲的黑发。 走出十几步，门巴图娅
在坡上大声嘱咐：“去旱獭野那边， 可能会看

见旱獭哦。 ”微微回头，我比出个“放心”手势。
快走到另一块土地时， 还望见门巴图娅小小
的身影站在坡上，向我使劲挥手。

多么淳朴可亲的游牧族姐妹啊！
我亲亲小红毛轮廓优美的侧颊，小声讲：

“只有我们了，迈开步子罢。 ”她好像咧嘴笑了
笑，骆驼做出的表情滑稽有趣，我忍不住疼爱
地又将她搂紧一些。

原野上， 一个高挑姑娘紧紧拥只乖巧骆
驼，身后白花停转，有风过。

前方就是林地，不必再远。 我松开左手胳
膊，才发觉根本动不得，一身粘腻热汗。 小红
毛得了我的首肯，一径撒欢似走开了。 我屈膝
盘腿，有轻香盈袖，肌肤与衣料用短暂偎依彼
此轻薄。

这样季节，漫天云絮扯不到针叶林，亦扯
不到阔叶林，只得松松泻在高处，和烟霞淌过
没有国界的天空，可美！ 美得叫人沉沦。

皮肤甫一触松软土地，我怔忪片刻，去寻旱
獭罢！ 被唤作“旱獭野”的地方可有可爱生灵？

细细找寻，这野上每一棵草都认不得。 水
渍不干，凝在根部，泥屑偶有渗入，色泽更鲜
美。 地上一根绳子，羊毛搓出的它仍有羊的温
柔，羊的敏感。 羊毛绳子系住的事物正在放慢
流失。

有族人跟着羊群来。 白羊停在不远处，扭
头久久看我。 族人放歌，可歌声去不到更高的
地方了。 更高的地方是森林。 我想，歌声会一
路沿光触到尽头， 寂静也去不了更高的地方

了。 一条小河，小红毛正熟稔饮着见底的水。
一旁的族人却不过去。 眼瞅着只像是过膝的
水深，实则却有好几米。 我沿河行过，寻找浅
水段，浅水段在哪？

一定有人勒马岸边遥望，一生去不了对岸。
针叶林， 小红毛不再向前， 安静立在原

处。 我停在入口，这是一座茂密森林。 每片树
叶都不是空白的，每眼泉水也一定藏着鱼，每
滴落在发上的露冰凉， 脚边不多的一朵蓝色
小花。

旱獭，你一定注视我从远方寻来，却不现
身。 小红毛可能靠近过你的小小洞穴，门里是
你在我梦中曾镌下的脚步。

这土地一开始只是一粒种子， 后来是一
块化石。 不论何时，旱獭，你总在我经过时深
深躲藏， 却叫我寻到这世界。 这鲜活的边缘
地，是而今快失落且再寻不回的畅快。

没关系，这河没有浅水段，可我看见唯一
一座桥，没人会再勒马长叹。 这边缘，还有再
远方罢。 前行，会扎进未知。 可扎进去的只有
鸟儿和风。 鸟儿被绑缚在羽上； 而风是巨大
的，透明的倾斜。

小红毛向我走来， 我注意到云投下的阴
影，水注过的洼地。

没有旱獭。
唇齿间的深渊，我没寻见你。
羊领着族人又远去。 我重新拥过小红毛，

离开这一片挽歌的桃源。
边缘才是阐释世界的地方吧。

又有风，我被温暖偎着，如是想。
门巴图娅早在门前站好，羊归圈，奶茶是

浓浓的一大杯。 她将小红毛领走，我与小红毛
吻别。 回来后，她问我，好看的眉目都含笑。

“旱獭野美么？ 看见旱獭了么？ 我好久没
见到旱獭，都是家里老人说以前常见。 ”

我啜口奶茶，老人在炉边绣花，金黄的花叶。
“很美，可没有旱獭。 ”是以后也不会有的罢。
门巴图娅同情一笑， 又点着我的额头：

“你爱上这儿了，舍不得走喽！ ”
不置可否。 日头西斜，有人还在欢歌。
旱獭，你属于整个原野，整个森林；而我

属于原野，林地中一条越走越窄的小路。 我注
定寻不到你，但我会一直记得你，你同这边缘
都如此美丽。

才开始你深深地躲藏， 后来在我的必经
之地，端正置放了一枚月亮。

长夜里我抬头遥望，心底洞失浑圆一团，
直到有鸟儿乘风过来筑巢， 我才会感到同你
和你的土地般的微微温柔。 旱獭，这就是和你
有关的所有。

我要离开，同门巴图娅告别，同小红毛告
别，同其他人告别。 门巴图娅含泪告诉我她会
永远替那骆驼保留“小红毛”的名字。

我也哭。
边缘，这样原始的瘾，有太多真谛存在。
抬头，深蓝光滑的天空是多么华丽的新鲜。
弯腰，坦荡粗砺的大地是多么华丽的丰盈。
旱獭。 再会，可我不能再找到你了；
旱獭野。 我收获太多，直至心上的花长成

树，鸟儿于此徘徊。 都因为你。
再挥手，
我空荡荡经过旱獭野，再沉甸甸离去。
风灌满衣袖，
雨打湿眼睛。

旱獭野
湖南省长沙市一中 1710班 谢静熙

当今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现代化技
术时代，书本已不再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
来源，学生能从手机、图书馆、电视、电脑等
途径获得广泛的知识。小学生的思维正由具
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的过渡阶段，而
信息技术正是这样一座桥梁。 在数学教学
中， 把信息技术和数学教学合理的进行整
合，这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创新教育的要
求。现就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作以下几点思考：

一、利用信息技术优化学科内容
数学要贴近生活、生活化，才使小学生

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并且对此更感兴趣。 数
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 对数学产生枯燥乏
味、 神秘难懂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脱离实
际。 因此，数学学习材料的选择应注意联系
学生的生活实际，注重实效性。基于此，课前
教师可将相关资源作一些整理， 分享给学
生，由学生自主去获取有用信息。 例如在小
学三年级学习《认识地图上的方向》时，课前
安排学生通过上网、工具书，询问等方式收
集自己喜欢的地图，课上请同学展示自己的

发现。通过学生自己发现并诠释的内容的方
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扩大学
生知识面，也便于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把现代教育技术融入到小学数学的教
学中， 在教学实践里利用现行的技术手段，
得到文字、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甚至三
维虚拟现实等多位信息用于课件制作，充实
教学容量，丰富教学内容，让运用教学方法
更加多样、灵活。教师利用教学课件讲解，通
过图影制作软件编制素材，制作适合自己教
学的课件，将难点内容融入其中，通过学生
感兴趣的形式展示，帮助学生理解。 通过合
理选择与精心设计，多媒体计算机代替了黑
板、粉笔、幻灯、投影等传统媒体，达到了低
耗又高效的目的。

二、利用信息技术整合课堂教学方法
数学教学， 其核心是培养学生的思维，

而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一个从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当前教育，与时代的
发展、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相比，学生的学
习方式还较单一、被动，缺少自主探索、合作
学习、独立获取知识的机会。如利用计算机，

我们可以创设比传统教学更富启发性的教
学情境， 能设计让学生动手的实验环境，能
灵活自如地进行变式教学；利用计算机能更
有效地使学生领悟数学思想和方法，启发其
更积极的思维活动，引导发现和探索；同时
能使学生交流、小组讨论与“一对一”的个别
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提高小学生的
思维能力。

如在教学第七册《常用的计量单位》整
理和复习一课时，利用网络教室，达成小组
合作模式，进行常用计量单位的分类整理比
赛。以此改变传统只在练习纸上整理数据的
教学手段，教师很难了解到学生整理数据的
全过程， 从而难以对实效性进行把握等结
果。 网络环境的互动性正可以解决这些问
题， 使师生及时地掌握各小组整理的全过
程。学生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
握基本的数学知识、技能和方法，同时获得
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

三、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对数学的兴趣
根据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他们具有好

奇、好动、注意力时间短、持久性差等特点，

这往往影响课堂学习效果。 因此，如何在一
上课就抓住学生的心，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是每个教师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多媒
体信息技术形象具体、 动静结合、 声色兼
备，学生十分感兴趣。 小学数学教学中运用
信息技术，可为小学生增设疑问和悬念，激
发小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积极性， 恰当地
加以运用可以变抽象为具体， 解决教师难
以讲清，学生难以听懂的内容，从而有效地
实现精讲，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提高教学
成效。 比如教学长方形周长和面积的比较
时，我设计了这样的课件：一条线段围成一
个长方形，四条边闪动，表示是周长；长方
形整体闪动，表示是面积。 此时教师无需更
多诠释， 学生直观的了解了周长和面积的
意义，如此不易表述的内容清晰、形象地展
示在学生面前。 这样的教学学生十分感兴
趣，自然学得好

信息技术与数学学科的整合，是对教师
提出了新的要求，让广大教师们为最大程度
地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的优
化整合，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尽一份力吧。

刍议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常德市石门县子良镇中心学校 向伟成

体育学科是一门通过实际的身体练习
增进健康的课程，它所体现出的主要特点是
身体参与、运动技能、运动参与，同其他学科
相比，体育学科与信息技术整合的难度就显
得特别困难，面也较窄，成为体育教学中普
遍存在的一个困惑与难题。 那么，信息技术
在体育教学中究竟有何作用呢？

一、优化传统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信息技术中的资源丰富多彩，各种信息
以多媒体形式出现，如：文字、图像、声音、
视频图像、动画等来呈现，形象逼真、生动、
新颖， 从而为学生创设接近实际的学习情
境。我在讲解，蹲距式起跑时，借用电视录像
演示“各就位”“预备”“呜枪”的画面，它们
能引导学生加深对起跑全过程的要领领会；
其次，运用电教手段，促使学生自发练习，激
发学生兴趣。 正是这种新颖性和感受性，使
学生产生积极的心理体验，并迅速转化为求
知欲望和创造学习的主动性。

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能使示范教学更

易于掌握
向学生们介绍前滚翻的技术动作时，

如果只用传统的示范、讲解，效果总是不理
想。 而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将前
滚翻的整个技术动作借助教学软件， 通过
屏幕展示教师预先录制好的示范动作、图
形分解以及将蹲撑、两手撑垫屈臂、低头、两
脚蹬地、 提臀收腹、 重心前移团身滚动、枕
骨、 肩、 臀部依次触垫、 抱小腿团身成蹲撑
……系列动作用画面配对应的动作名称，这
样让清晰完整的技术动作呈现在学生眼前，
对动作要领便能直观理解， 掌握技术动作也
就更快。 这点也符合了儿童对直观、有趣、新
奇的事物更容易理解， 更具有强烈认同感的
这一心理特征。

三、 运用多媒体，有利于实施个性化教学
现在教学越来越强调个性化， 强调因材

施教。 个性化教学正视学生个体间存在差异
的现实， 根据学生不同的接受能力设计相应
的教学计划， 从而激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
学习潜能， 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就动

机， 最终达到相应的学习效果和锻炼目的。
信息技术成为实施个性化教学的最佳手段之
一。 它打破了传统教学固定的信息传输模
式， 将教师和学生面对面地交流， 变换成教
师、计算机、学生三方面的互动，利用其交互
性创设的师生间、生生间、人机间单独相处的
学习环境， 给每一个学生以单独的指导。 同
时， 学生也可以随时单独向老师提问并请求
帮助。 这种方式对学习有困难， 特别是平时
羞于表达的学生拥有更大的帮助， 使他们有
充分的机会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

四、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能弥补教师
自身能力的不足

由于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 一套完整
的单杠联合动作教学， 很多体育教师并不
能自如地完成，这样一来，教师就畏惧上这
方面内容的课程。 如果拥有多媒体课件的
辅助，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课件的制作
上， 首先采用从体操大赛中截取的单杠动
作让学生欣赏，感受来自体操的美，从而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及信心； 接着运用动画效

果， 把单杠的联合动作进行演示， 配合重
点、难点的文字说明和讲解；最后把具备该
项特长的教师示范动作拍下来，做成课件演
示给学生看，运用暂停、慢放等手段加强学
生的记忆。 这样在多媒体课件的辅助下，弥
补了教师的自身缺点或条件的限制，为全面
的教学打下基础。 教师不用在制订教学计划
时避开自己的短板项目，有利于学生各项素
质的全面发展， 不受教师自身因素的左右。
同时制作课件的过程也加深了教师对各项
技术的理解和认识，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和讲
解技术要领的能力，解决了传统教学中解决
不了的难题。

教师掌握信息技术来进行教学， 不仅拓
宽学生的求知领域，而且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学生学习不仅有广度，也有深度；既发展形象
思维，也发展抽象思维；学习也变得更轻松、
有趣。 只要我们带着创新的精神与探究态度，
在体育学科与信息技术整和的教学进行大胆
实践，那么，这块冷清的角落，也将呈现出一
片葱绿。

谈谈多媒体教学在体育课中的应用
常德市澧县码头铺镇中学 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