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小学数学教学现状分析
从客观角度来说， 小学数学仍处于传

统的教学模式，老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时，由
于过分注重结果而忽视了过程的重要性。
比如在对数学公式的掌握上， 老师只要求
学生记住公式， 却不要求学生理解透彻公
式的来源。老师虽然会通过大量地联系、举
例，来帮助学生记忆，但这种死记硬背的方
法并没有增强学生对公式的理解， 只是方
便在遇到类似的问题进行生搬硬套而已。
由于缺乏对公式的理解， 往往会把类似的
公式记混淆， 从而做题时陷入更加迷茫的
状态。

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 老师在课堂
上永远在充当一个“演说家”的角色，学生
一味地在下面听教师的讲课、做笔记，这样
反而使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减少了， 也忽
略了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这是明
明学生学得很认真， 成绩反而上不去的原
因之一， 这也会严重影响学生对数学的学
习兴趣。

二、小学数学教学的优化措施
（一）仔细研究课本，合理备课，把教材

与生活相结合。 俗话说“教学有法无定法，
贵在得法”。 作为一名小学数学老师，既要

完成教学大纲里所规定的教学目标， 还要
注重对学生智力、学习能力的培养。 因此，
教师在授课前必须要认真地钻研校本教
材， 明确教学大纲的目的与要求， 上课时
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使数学教学真
正地达到“善师者，学逸而功倍；不善师
者，学劳而功半”的效果。

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小学数学教师，不
仅需要用全新的教育理念来武装自己，不
断地加强自身的业务学习， 还需要及时地
走下讲台， 主动走近学生， 和学生打成一
片， 及时地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与实际需
求。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这对于高效率
的课堂教学是大有益的。

（二）善于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新课程
改革以后， 小学数学教材更加注重对学生
实践能力、 自主探究能力以及合作交流能
力的培养，教学内容也不限于授理论知识，
其中还包括信息的多样、开放且多元化。例
如，在数学授课时，老师可以通过把图片与
声音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除此
之外，教师可设计一些具有代表性能引发
学生思考的问题， 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机
会。 对于一些相对较难的问题，教师也可
以适当地进行指点，拓宽学生的思路，让学

生掌握更多的知识。
（三）利用多媒体等手段辅助教学。 小

学生由于年龄特征不成熟， 自我管理、约
束的能力较差， 上课时无法做到专心听
讲。 倘若要调动学生的注意力， 首先就必
须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其中可以通过
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来辅助教学， 化静态为
动态， 化抽象为具体。 借助多媒体课件的
重现力， 把学生和知识融为一体。 小学数
学在整个小学阶段的学科中占据着重要的
地位，小学数学正是学生步入“数学天堂”
的第一步。 作为一名数学老师， 需要不断
地摸索新的教学方法， 及时更新相关的教
学观念， 转变教学思路， 在实践的教学中
总结经验， 为全面促进小学生综合素质的
培养打好基础。

综上所述， 小学数学教学也需要我们
主动去摸索、探究，这样才能提升学生的学
习效率，老师的教学水平也会得到提升。这
就要求教师营造一种平等的学习氛围，让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同时教师应该鼓励学
生独立、自主的思考，主动寻找问题的解决
方案，还可以通过与同学的合作讨论，寻求
更多的解决方法。 相信通过有效地探究性
学习，学生的学习效率一定会稳步提升。

关于小学数学教学的优化策略
益阳市南县茅草街镇完小 毛卫红

森林培育是通过树木和森林， 利用太
阳能和其他物质进行生物转化， 生产人类
所需要的食物、工业原料、生物能源等一切
生产过程。近几年，我省围绕“健康森林、美
丽湿地、绿色通道、秀美村庄”等林业发展
为主题， 开展相关建设活动来加强对森林
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林区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森林资源数量和质
量相较提高、分布更为合理，为林业区域经济
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就我省森林培
育工作展开基本研究，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森林培育的现状
湖南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省，森林资源

丰富。 据资料显示， 全省林业用地面积
1299.8 万公顷，占全省总面积 61.4%。 湘西
是全省林业用地最多的区域， 湘南次之；而
湘中、湘北地区林业用地相对较少。 全省森
林覆盖率 59.57%， 其中张家界市为森林覆
盖率最大的城市，达 64.85%；其次是怀化地
区，为 63.32%；郴州地区、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及永州市其覆盖率都接近 60%；最低
的是岳阳市，只有 34.60%。

尽管我省的森林覆盖率高， 但是树木年
生长量较低。 由于品种不适宜、造林密度大，

导致树木每年平均生长不足 1 厘米， 不少树
木已经向“小老树”方向发展。 这充分说明我
省树木的产量还有很大的增值空间， 造林和
培有计划还有待落实提升。

益阳市的林业用地较全省来说， 使用地
相对少。 除树木本身生长较慢、创造价值较低
之外，办理树木采伐证花费的中间时间、集体
办理采伐证的无关费用、 出售树木时没有竞
价拍卖等情况存在， 尤其是树木在采伐之后
树根留在土壤造成的浪费， 是造成了农民栽
植树木丰产而不丰收， 林业所带来的收入较
低的重要原因。

二、提高森林培育的途径
（一） 协调好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的关

系。 森林培育要实现“双增”目标，就必须保
证每年造林要有一定数目的增长，不得由于
任何理由而减少造林面积。 林业建设是重
点工程的建设，在讲究数量的同时，要把提

高质量放在第一位。 为此我们要在坚持植
树造林的同时进行森林的经营， 做到数量
和质量的统一。

（二）协调好森林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在
森林培育方面，保护是手段，利用是目的。 森
林培育首先要在保护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
上，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协调、保护与
利用森林资源的关系， 充分挖掘林业的多种
价值功能。

（三） 协调好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关
系。 生态与产业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
系，二者缺一不可。 我们只有建立起相对完
备的生态体系，满足社会对林业的多样化需
求， 林业产业发展才能有坚实的资源基础。
唯有设立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才能推动造
林绿化，保障生态建设，保障森林的可持续
经营。

（四）协调好护林和建林的关系。 作为林

业站的一员，要落实管护区域、管护任务和
管护措施。林业站要与护林员做好管护区内
防火、 防治病虫害和防止乱捕滥猎的工作；
要及时制止滥砍滥伐、 破坏林地的采砂、采
土、采石等行为，打击非法征占用地等。 为
此，管理好护林员队伍是生态林业建设任务

能否落到实处的核心。 针对护林员工作地点
分散、 时间弹性大、 人员专业素质不一等特
点，林业站应对护林员进行公开选聘，在专业
知识的学习与培训、护林员的目标与责任、考
核兑现、淘汰解聘等环节强化管理。

（五）加大对生态公益林的营造。 益阳市
地处湘北，是北方寒流南下的必经风口，益阳
市湖堤线长，又是湖南粮、棉、麻、鱼的重要产
区。 为了保障农业发展和堤垸安全， 本区从
1998 年启动“中德合作洞庭湖生态造林”项
目，并于“十五”期间完成“水上保护林”“湖区
防护林”“水源涵养” 等三个生态林体系的重
点项目。

三、结语
总而言之，如果要加快对森林的培育，我

们要不断深化森林培育投资改革， 因地制宜
建立适合我省当前森林管护工作的新机制，
全面提高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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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健康森林”主题目标鼓与呼
———关于全省森林培育的研究与探讨

益阳市鱼形山街道林业管理站 陈勇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 在教
学中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培养学生的
创造力是推进素质教育、 发展学生综合
素养的重要策略。家长望子成龙心切，过
早给孩子买来临摹的画册， 忽略了孩子
自身对所画对象的想象。教师在美术课
堂教学中过多地干预孩子， 从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他们对所描绘对象的理解， 让孩子
在不经意间对色彩、 形体形成了一种固定
模式，从而阻碍了孩子创造力的发展。 把孩
子创作的激情扼杀在像与不像之间， 从而忽
略了孩子自身情感的流露，也就是意的表露。
因此，想要冲破这种禁锢，把孩子引向自由创
作的情境中， 这是小学美术教学首当其冲的
目标。

一、注重因材施教
我们要正确对待学生的差异，适应每个

学生的特点，以不同的方式有针对性的进行
指导，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例如：在制作动
物雕塑“牛”时，对于那些造型能力强的学
生， 他们一般稍加指导便能较好地完成作
业。 而另一部分学生特别是基础较差的学
生，则可以降低难度，在创作前让大家谈谈
牛的特征，对牛的认识，充分表达自己的创
作想法。 教师指出在练习中，我们只要抓住
这些特征，可以进行新颖、独特的想象，能够
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就行了。 不要将学生
的思想拘束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这样就能

打破原来单一的技能训练教学模式。引导学
生按表现性美术教学的要求认识对象、表现
对象，在表现中体会美术创作的乐趣，这样
不同的学生都有机会在各自特长方面表现
其领先的优势。 这种在教学内容组织中，将
与意志相关联的指导性目标和与情感相关
联的表现性目标交替地安排， 也形成了节
奏上的变化。实践证明，那些独立性强、富有
审美个性的学生其想法往往与众不同，其做
法也常奇怪独特，因而也最具有美术的独创
能力。

传统的美术教育常常用统一的标准来规
范学生的美术学习， 限制了学生审美个性的
发展，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潜能。 可见，只有重
视学生的审美个性特征和差别为客观存在，
尊重学生的审美个性，支持其独创立新，因材
施教，才能使不同的学生各得其所的发展，使
尖子人才脱颖而出。

二、激发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对美术学科的兴趣， 是培养学

生创造能力的前提条件， 其本质在于释放孩
子们潜在的创造力， 也就是让学生有积极创
作的能力， 这才是培养学生对美术产生兴趣

的最终目的。
教师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好奇心，有了好

奇心才有可能去模仿，同时在模仿的过程中
展开想象，在想象中迸发心灵的火花，这就
是创作，而创造力就在这样地想象过程中才
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当然，对学生作品的充
分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
兴趣的产生，不是一成不变、永不消失的。 教
师对学生要尽量多一些鼓励，不要打击其积
极性，要引导孩子仔细观察，合理想象，并注
意循序渐进。 兴趣才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
匙，是学生的入门老师，是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的重要前提，也
是保持学生良好的创作激情的基础。 在教学
中，要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
探索，切身实践，比如运用积木、笔屑、泥团
等材料进行拼图，只有通过操作、观察、想象
等训练，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拓展自己的创新
思维能力。

三、保护创新思维
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的艺术素质， 完成

教学目标的主要环节， 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
美术认知水平和创作能力。 而课堂中利用多

媒体直观呈现一些教学素材是当代课堂
常用的一种手段，它直观而便利，更利于
孩子接受。 比如利用多媒体进行欣赏教
学，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能为
学生从多个角度， 多方面， 提供大量直
观，形象的感性材料。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与教学还能从美术学科自身的特点出发，巧
用活用，化虚为实，化无声为有声直到美术教
学达到最优化。 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
力，也不同程度地激发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学
生通过教师的讲解、范画及优秀作品的欣赏，
对于作画大都心中有数。 但是许多学生喜欢
“依样葫芦”， 尽管有些学生表现得还相当不
错，但就作品而言缺乏创造性、缺少个性。 教
师在肯定的同时，应多鼓励他们标新立异，突
破定势思维的影响，突破范画等的约束，敢于
独群蹊径，即便有的学生作品显得幼稚、荒诞
或丑陋，但这恰恰是他们的创新意识的流露，
有的说不定还体现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教师应及时予以保护和激励，切不可挖苦，讽
刺学生或将这“一棒子打死”，扼杀学生的创
新思维。

总之， 小学生美术创造力的培养是与教
师的不断鼓励和教学理念的及时更新是不分
不开的，教师要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培养学
生良好的意志和品质； 小学生要不断提高兴
趣，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善学苦练又勤于探
索，不断发展和提高自己的创造力。

浅析小学美术教学中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常德市澧县银谷国际实验学校 鲁俊

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这
个春天的雨也是平凡的很，但
听起来却像一首悠扬的小令。

我早早地起了床，看到天
空并没有要下雨的意思，便走
出家门。 在路上，我遇见了我
的朋友，我见她手里拿着一把
伞便问：“今天会下雨吗？ ”她
笑着回答：“不知道，反正带把
伞以防万一。”我点了点头，继
续低头走路。 突然，下起了毛
毛细雨。 她帮我戴上帽子，我
望着她笑了笑。可是这雨越下
越大，我焦急地跑着。 我想起
了她有伞啊，便对她说:“先把
你的雨伞打开吧”。

“哈哈，还是我好，你要感
谢我啊！ ”我用异样的眼光看
着她，干笑到：“呵呵，谢谢你。 ”她笑着把伞
打开说：“不用谢。 ”

我在伞下沉思着“这几天一直都下雨，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啪、啪、啪”雨还
没有太大，所以在只是有一点细微的声音。
我来到学校，发现雨又停了。

上了楼，大家都已到学校。 在上早自习
的时候，雨又下了起来，只听见“哗啦、哗
啦”的声音。

这雨真调皮。
指导老师 刘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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