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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生物学习的重要性
生物是研究生命现象与生命活动的

一门自然学科， 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 人类的生活、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
展都离不开对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 人
类通过了解树木的结构、作用，会知道如
何保护树木，会更加的爱护森林；通过了
解食品保存的方法， 学会懂得关注食品
健康，关注自身的身体健康。 当然，如今
社会技术的飞速发展，如试管婴儿技术、
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都是得益于生
物技术的腾飞。

初中阶段正是学生青春懵懂的时
期， 需要通过学习生物知识来促进学生
心理的健康发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而
且，对于生物学习中的实验操作部分，可
以极大地锻炼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为
他们认识这个世界打下基础。

二、初中生物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部分老师、学生对生物课程不予

以重视。 生物一直被当作副科，其主要原
因还是生物在学科考试中所占的分比不
重，导致老师和学生都不太重视，甚至认
为可以通过其他学科的成绩来弥补生物
的不足。这种想法完全忽视了生物课程开
设的意义。

（二）学习缺乏兴趣，无法调动积极
性。初中阶段是学生刚开始接触生物知识
的阶段，许多同学都是带着好奇心来学习
的，可一旦真正接触生物，新鲜感很容易
被冲淡，课本知识难以形象地理解，从而
失去对生物的学习兴趣。比如 DNA、染色
体等，需要学生化抽象为具体，自身去消
化的抽象知识。

（三）老师讲课形式单一，缺乏多样
性。 部分老师在授课时，不懂得借助其他
道具来帮助学生理解、消化，而是一味地
将知识硬塞给学生，按课本内容从头讲到
尾，到头来学生还是一无所知。

三、初中生物教学优化的措施
（一）提高对生物学科的重视，增强

生物学习的意识。 针对不重视生物知识
的学习这一问题，各个教育部门、职能机
构应当早日把对生物教学的重要性提上

日程，加强对学生的课程考察，重视老师
对生物课的课程安排， 从老师和学生着
手，双管齐下，增强学生对生物知识学习
的意识。

（二）培养学生对生物学习的兴趣，激
励学生主动学习。 俗话说：“兴趣是学生最
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增强对生物学习的
兴趣，才会主动去学习、去消化所学。 为
此， 生物老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课堂的趣
味性，把生活与课本知识结合起来，借助
实验、多媒体视频、图片图文等展示知识
点给学生看，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当
然，在生物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也要积极、
及时地鼓励学生， 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让
学生不再认为生物课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能主动去学、去接受。

（三）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良
好的学习习惯将会使学习事半功倍。 不
仅针对生物这一门学科， 其他学科也是
如此。在学习之前，我们必须先明确课堂
应掌握的知识重点， 有目的地学习才会
更加集中注意力，才能把知识进行记忆
与消化。 在上课时，我们一定要紧跟老
师的步伐，把老师标注的难点、重点都
进行适当的标记， 方便复习时有迹可
循。 尤为重要的是，在课堂结束之后，一
定要温习当天所学的知识，正所谓“温故
而知新”。这样即使是再难的问题也总有
被消灭的一天。

（四）丰富教学方式，增强学生主观能
动性。 老师扮演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
是知识的“传送带”。 在讲课过程中，老师
也要注意自己讲课的方式。首先可以从情
感的角度去引起学生的共鸣。 比如节约
用水、不滥砍乱伐等课程讲授时，可以借
助一些辅助道具， 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水
资源、森林资源的重要性；其次，老师在
上课时，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他们可根
据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制定讲课流程、查
阅学习资料，然后向其他同学展示；最后
老师进行评点，并进行课程补充。 这样既
营造了一种平等和谐的上课氛围，又增强
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增强了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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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自主能力 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初中生物教学实践的点滴心得

一、倾听的误区
著名的教育学家叶澜说：“如果从形态的

角度看。 我们认为教育起源于人类的交往活
动”， 而交往常表现为师生之间的倾听与问
答。 但留心观察课堂，会发现很多有关倾听的
生命元素在流失。

（一）虚假的倾听。 课堂上，老师提出问
题，被点名回答的同学兴致昂扬地回答着，可
是老师一会儿眼睛紧盯着书本， 一会儿目光
游移不定，一会儿忙着板书，或者
在学生回答的中间含糊的发出一
些简单的回应敷衍了事。等教师完
成自己的教学准备，轻描淡写地将
刚才问题的答案说一遍，就继续下
一环节的教学活动。

（二）不健全的倾听。一位教师
在上《幸福是什么》引导学生自学
这篇课文时，提出学生自己对幸福
的理解。 有的孩子说，幸福是有一
个温暖的家；有的孩子说，幸福是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有的孩子说，
能在宽敞、温暖的教室里面学习就
是幸福……孩子们的回答五彩缤
纷， 而教师为了突出文中表述，总
结道“我们就要像文中的孩子一
样，因为幸福就是帮助别人”。幸福
的定义就是这样的狭隘吗？孩子们
所说的，老师充耳不闻，那样深刻
的幸福感就被课文中的观点轻而
易举地代替了。

二、理想的倾听
教师倾听学生是尊重学生的

重要体现，教师的倾听是实现师生
对话的前提。老师希望学生愿意更
多的和自己沟通，就应该仔细倾听
学生自己所表达的理解内容，并在
此基础上开展指导，这远比老师一
味的讲解来得更有效。

（一）倾听发问之音。 一次教学中，我问学
生们阳光有什么颜色， 同学们的回答各种各
样；当我问到“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一个学
生意外的声音打乱了我的节奏与预想， 他问
到“老师，阳光是什么？ ”我回答：“光能让我们
看清世界上的东西。 如果没有光，我们周围的
一切就会是漆黑的一片。 会发光的物体很多，
太阳就是其中的一个。 而流传有关太阳的神
话故事也有很多，像《太阳山》《后羿射日》”正
当我准备用神话故事激发同学们的兴趣的
时，刚才提问的同学却一直低着头，像是在思
考。 我轻轻地走过去，才发现，原来有缕阳光
悄悄地溜进教室，照在了他的腿上。 他对这缕
阳光产生了好奇，才有了质疑。 在课后，顺着

这个提示，我们去室外上了一节名为《捕捉阳
光》的活动课。

（二）倾听意外之音。 教学中，我常自问是
否按孩子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了，是否从学生
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问题。 在孩子眼中的世界，
有很多的独到之处，他们的许多见解极其富有
独创性，常令我们这些成年人耳目一新。 作为
教师， 我们有责任来保护这些独创的幼苗，理
解孩子们奇妙的思想火花。

（三）倾听争论之音。 在二年
级的语文园地中有一则故事叫
《骑驴》。 课堂上，大家在讨论文中
的主人翁老爷爷该听谁的时，班
上的毛馨蕊同学说：“如果我是孙
子，我就坚持让老爷爷骑，因为应
该孝顺老人。 ”而游恬同学说：“如
果老爷爷年纪大了，孙子又小，那
么就应该两个人一起骑， 这样可
以早点到达目的地。 ”徐宇洋同学
说：“如果爷爷身体好， 孙子的年
纪小，那么就该让孙子骑，因为孙
子年纪小，体力差，走路慢，会跟
不上爷爷的步伐。 ”这时，刘宇妍
同学站起来说“其实谁骑都可以，
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议论呢？ 我
觉得生活中要学会坚持自己的想
法和意见， 不要轻易地被别人左
右了”。 听完孩子们的讨论，我出
来赞扬什么也显多余， 因为我看
到， 在坐的孩子们在争论和表达
中，已经找到了这则故事的真谛。

一个和谐的充满活力的课堂
是离不开教师良好的倾听习惯的。
教师的倾听， 是对学生的一种尊
重， 更是课堂教学本身的需要，而
倾听的第一要义在于接纳。教师要
给学生表达的机会，允许学生有不
同的意见和看法，鼓励学生富有个

性的表达方式与内容。教师必须以平等的态度
看待学生，只有平等地对待才能真正地接纳学
生，同时也被学生接纳。

教师在倾听学生讲述时不应只是保持沉
默， 还要从学生的发言中听出其言下之意，要
努力理解发言者见解中的关键点，并依据学生
的情况和自己对所谈问题的理解进行判断与
反馈。 教师，作为一个引导者，不止要注意倾
听，还要以一个伙伴的态度参与到学生的学习
实践之中，在实践中感悟学生的需要，从而帮
助学生也完善自我。

让我们做一个懂得倾听的课堂施教者，让
课堂散发出充满韵味的温馨，其乐融融，欢心
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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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为礼仪之邦，音乐教育历史
悠久，影响深远。 古语云：“乐以教和”，古
代特别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 古人把音乐
列为“六艺”之一，作为学习的必修课；后来

“琴、棋、书、画”更发展成为文人雅士的必
备技能。音乐与人的社会地位、文化品位息
息相关，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同和追崇。曾几何
时，音乐的地位被严重弱化。

新时期，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音乐
教育在城市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广大农村
地区，音乐教育现状仍令人担忧。

笔者自 1990年参加工作， 一直专职任教
音乐，是中学音乐一级教师，长期扎根农村基
层，对农村学校薄弱的音乐教育设施与落后的
音乐教育现状深有体会。 通过个人工作实践，
我认为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学要实现重构之路
任重道远，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更新音乐教育理念，改善音乐教学设
施设备条件

不少农村学校教育观念落后, 仍有重应试、
轻素质的情况。 音乐教育设施需添置，但财力却
是难以逾越的困难。 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其实是
观念问题，如果音乐教育得到重视，资金问题是
可以尝试找到突破口的。 笔者为筹措资金，就曾
四处奔走，最终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添置了
多种必要的音乐器材，建成了一间多功能音乐室

和一间舞蹈室， 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舞蹈队，为
学校的艺术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帮助学校艺
术教育地腾飞。

二、夯实音乐基础教育，提高学生的艺术
素养

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太大,不少农村学
校的孩子是乐盲，不知道聂耳、冼星海，更没有
机会参与音乐活动。 乃至于今，音乐在不少农
村孩子的眼里还几乎等同于唱歌。没有欣赏过
古今中外的经典名曲，不会演奏乐器，更无缘
参加合唱团、乐队的训练和演出……

针对农村孩子艺术素养“一穷二白”的现
状， 笔者认为骄艳的花朵必须从沃土里培育，
音乐基础就是艺术素养的沃土，不提高学生的
音乐基础，艺术素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从抓好课堂教学开始，在课堂教学中用心钻
研，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案，从识
乐谱、教乐理，到教会演奏常见乐器，欣赏古今
中外的经典名曲。 硬凭借自己的音乐功底，采
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

兴趣，把他们领进音乐殿堂。在我的指引下，不
少孩子开始喜欢上音乐课， 课堂上欢笑阵阵，
校园里歌声嘹亮。

三、坚持开展课外活动，着力培养更多艺
术人才

现在不少农村学校，音乐课常常无端被压
缩节数，改上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课。 或者勉
强开设，却因为无设备、无师资，变成老师简单
教唱或干脆上自习课，这种现状是对艺术教育
的最大伤害。 笔者常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
有兴趣的同学开展兴趣小组活动。我长期兼任
学校舞蹈队与音乐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训练
中总是一丝不苟，对所有的学生以慈爱之心悉
心辅导，让学生由易到难地掌握音乐基础知识
与技能。 在学校的少年宫活动中，我担任舞蹈
小组的指导老师，在我的指导下，更多农村孩
子接受了艺术的启蒙、熏陶。

现在，艺术教育成为我校办学的一大特色，
每年为县内高中、 职业学校输送了大量艺术人
才。近十年间，共输送音乐尖子生 97人；凭舞蹈

特长进入汉寿一中深造的学生 22名；三独比
赛屡创佳绩， 历年来共有 42 人次获县级奖
励，26人次获市级奖励； 尤其是初中组独舞
连续六年包揽全县冠、亚军，初中组独唱选手
代表汉寿县参加常德市比赛三次夺冠。

四、积极参加比赛展演，彰显艺术教育
社会价值

我在组建兴趣小组，培养大量艺术人才之
后，还为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积极响应
上级号召， 每年都认真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级、
各类活动，学生也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荣誉。 我
创编指导的群舞《奶奶鼓》《稍息立正站好》《春
天孩子的梦》等，均成为校园文艺舞台上晶莹闪
亮的明珠。 大量的比赛、展演，不仅使孩子们展
示了自身才艺，增强了自信，更很好地展示了学
校艺术教育的成绩，赢得了家长的赞誉，同时也
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提升了学校的影响力。

随着学校音乐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我也一
步步成长起来：2010 年被选拔为常德市中小
学音乐骨干教师；2012 年被评为湖南省校园
文学艺术联合会文艺导师；多次在省市县艺术
活动、比赛中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

总而言之， 我们要全面推进课程改革，促
进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更新农村教育理
念， 改善音乐教育设施条件， 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积极为音乐教育发展创设良好的发展环境。

浅议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学的破局之策
常德市汉寿县崔家桥镇中学 刘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