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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教研

小学数学的教学对象是儿童， 儿童理性
思维不发达，所以在教学中，让学生多动手操
作、提高动手能力是很有好处的，能极大地激
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确保达到教学目标。
作为一名农村小学数学老师， 笔者将结合自
己工作的经验， 简要地谈一谈动手操作在小
学数学课堂中的用途。

一、动手操作 数学知识从抽象变直观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动手操作能使课

程变得非常有趣，能使抽象的知识变得更直
观，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掌握。 所以，在平时
的教学中，要多想一些让学生动手操作的活
动，要多用教具来进行教学，让学生自己去
动手、动脑，发现新问题进而掌握新知识。 这
样既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课堂气氛也变
得活跃了。

二、动手操作 提高学习效率
老师根据上课内容，结合学生特点，精心

为学生创设动手操作活动， 会更大地调动学
生学习数学的热情，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率。 例如，在学习《认识长方形》一课时，上课
前笔者先要同学们拿出准备好的长方形纸
片，让他们摸一摸、看一看，再自己动手操作，
开动脑筋，找出长方形的特征。 有的小组通过
角度测量发现长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有
的小组用尺子一条边一条边地测量， 发现长
方形相对的两组边相等； 还有的小组更加大
胆，直接把长方形纸片对折，不用尺子去量，
也能发现长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相等……这
样，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操作和实践，发现了长
方形的特征。

三、动手操作 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学习数学的

兴趣高了， 对新知识的掌握也会更快速、牢
固， 所以老师应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 在教学中，要多让学生动手操作，参
与新知识学习， 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主观能
动性，从而确保达到教学目标。 以简单算术为
例，学生的主动性调动起来了，人人动手、动
脑， 能更容易算出答案， 此时老师再趁热打

铁，叫几个同学上台来把运算过程演示一遍，
同学们纷纷举手，课堂学习气氛也更好了。 实
践证明，比起满堂灌的方式，在课堂中让学生
动手操作，更让学生记忆深刻。 这样的教学，
学生由被动变主动，进而更快、更好地掌握了
数学新知识。

四、动手操作 加深学生认识
认识的基础是活动，动手才能变得聪明。

课堂上老师要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
多安排一些动手操作活动， 并加以引导、鼓
励，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兴趣，而且能加深
对新知的理解， 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自主
探索能力。 例如，在学习《初步认识线段》时，
由于线段对学生来说是比较抽象和难以理解
的，笔者拿出一根毛线给同学们看、摸。“毛线
是弯的，怎样把这根毛线变直？ ”同学们议论
纷纷，都动起手来拉毛线，他们得出结论：捏
住毛线的两端，用力向两边拉直。 笔者顺势指
出，把毛线拉直，两手之间的一段可以看成是
线段；然后再让学生换一种方法拉，边使劲拉

边问，“这也是线段吗？ ”得到肯定后，学生对
线段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 这样，既增强了学
生对数学的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又能
拓展学生的想象力。

五、动手操作 促进学生创新
事实证明， 当学生自己动手操作时，大

脑的思维异常活跃， 会产生强烈的创新欲
望。 例如，在教学《有趣的图形拼组》时，笔者
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用两种或多种图形拼
成新的图形，只要同学们图形拼成了，笔者
都会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 在此过程中，学
生创意十足，相继拼组成了机器人、火车等
图形。

总之， 让学生上课动手操作是个不错的
学习方式，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 动脑能
力，还激发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更让学生
的思维得到拓展。 这种方式改变了过去传统
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教学方式。 让学生在
实践中学习，主动去探索，可收到事半功倍之
效。

学校文化是指一所学校经过长期发展积
淀而形成的一种价值体系。 文化立校是从学
校文化出发，确立学校发展的共同愿景，并按
共同愿景制定发展规划和方案， 提升学校办
学品位，以此来助推学校治理。

益阳市海棠学校从物质文化、 精神文
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展开探索，彰
显了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不一样的办学水
平。

一、物质文化建设营造愉悦学习氛围
物质文化是一个学校的显性文化， 是必

要的物质条件。 益阳市海棠学校布局合理的
教学楼、窗明几净的教室、种类繁多的花草、
温暖贴心的宣传标语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校园
文化氛围，校园的各个区域似乎都会说话，给
人一种幽雅、宁静、亲切的感觉。 学校的建筑
分别以德方轩、至静楼、学聚楼、问辩楼、淳和
楼、博雅楼命名，校园大道旁矗立着古代名人
的仿铜像，校墙上的大型悬浮“至静赋”以及
雕梁画栋展翅欲飞的涵泳亭等， 无不彰显其
独特的校园文化。 这不仅会使孩子们逐渐喜
欢上学校， 更会让孩子们不知不觉融入到学

校价值体系中，增加对学校的认同感，增强学
习的兴趣。

二、精神文化建设熔铸学校文化灵魂
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内容， 是学

校的灵魂。 一所有生命力的学校，真正能长盛
不衰的原因不在于物质空间与资产， 最根本
的还是取决于它的教育本身， 是否有一种精
神文化存在于师生的脑海与心灵之中。 一旦
师生、家长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与目标追求，
凝心聚力，学校管理自然井然有序。 益阳市海
棠学校的精神文化核心是“至静教育”，它包
含至静理念、至静课程、至静课堂、至静论坛
等，由此形成学校独有的至静文化。 海棠师生
在共同的目标愿景下，学校行政静心办教育，
老师静心钻研教学，学生上课静悟静思，学校
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

三、行为文化建设彰显师生独特个性
行为文化包括校园内人们的日常言行。

课堂内通过教学活动、文体活动、主题班会
等，将学校精神文化外显出来；课堂外通过
道德大讲堂、阳光课堂、社团活动等，展现学
生不同兴趣爱好和独特个性， 陶冶其情操。

学校注重教师综合素质的养成，每个学期都
要对“四大系列”教师进行表彰，即“职业操
守之最美教师”“两学一做之党员模范”“德
育阵地之优秀班主任”“创文爱卫之道德模
范”， 把优秀教师的先进事例通过学校微官
网、宣传栏进行广泛宣传，让老师们学有模
范、赶有目标。 同时，学校更注重对学生综合
素质的培养， 如长期进行校园之星的评选，
包括学习之星、文明之星、文体之星、义工之
星，让孩子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成为校园
里的明星。

因为喜欢所以选择，因为喜欢所以投入，
学生课内学知识、长才干，课外炼身体、陶冶
情操，学校治理可“无为而治”。

四、制度文化建设助推学校高效治理
制度文化是指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

师生的价值观、行为理念在内的精神成果，是
学校教育治理思想、体制、运行机制及模式的
凝结。

益阳市海棠学校制定出的教师积分管理
考核办法，以制度的形式在职代会通过。《教
师积分管理考核办法》 以分值来衡量教职工

的工作常规与工作绩效，为“334”积分管理教
师考核模式， 分别对老师们的工作量（占
30%）、工作业绩（占 30%）和教育教学常规情
况（占 40%）三项实施积分考核。 此积分考核
办法坚持民主、公正、客观性原则，坚持重实
绩、讲实效原则，坚持定性、定量相结合原则，
坚持自我评价与管理的原则。 通过分级、分类
考核，量化积分、定性评比等多种方式，对教
职工教育教学工作的全过程进行考核， 考核
结果以分值形式计入教师个人业务档案，积
分终身有效，是教师绩效工资、岗位聘用、晋
级与评优评先等各个方面的重要依据。 倡导
与完善师生积分管理评价新制度， 使学校管
理有了灵魂， 使全体师生呈现出一种团结协
作、积极向上的生命状态。

“驰思于千里，不若跬步之必至”。 站在学
校事业发展新起点上，坚持文化立校，助推学
校高效治理，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也
是崇高而艰巨的事业。 只要我们承继优良传
统，弘扬时代精神，坚持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的务实作风，就一定能不断攀上新的高峰，创
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新业绩！

文化立校助推学校高效治理
益阳市海棠学校 徐秋平 汤胜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如何利用
语文教学传承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
当今初中语文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精研课本教材，增强传承意识
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中， 中华民族

以自己特有的信仰追求、 文明准则和思维方
式， 逐步形成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和价值取向。 许多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名家、名著、名篇不断涌出。

我国语文教材的编撰历来注重优秀文
化传统的渗透，尤其是近年来，教育部持续
增加传统文化篇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容融入各个学段的语文教学， 覆盖必修、选
择性必修和选修各个教材。 深研这些课本教
材，合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对全
面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树立起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有着重
要的意义。

二、提高教师修养，构建渗透模式
教师要率先垂范，加强自身修养，争做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的“四有”好老师，要讲政治、有信念，讲
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普遍构建起基

于学科特点的个性鲜明的传统文化因素渗透
教学模式。

要构建渗透教学模式， 需坚持优秀传统
文化教学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
合，与时代精神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
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 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强化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
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 同时，强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的多元支撑， 视情况推出优秀传

统文化精品教育课， 建立传统文化
名师工作室， 制作师生共同创作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微电影”故事片
或视频， 培育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标杆学校， 开展优秀传统文
化主题教育、理论研讨、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 文艺汇演等学习体验活
动。

三、扩大阅读量，提升文化素养
书籍是最好的精神营养品，阅

读是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佳
途径。 扩大传统文化阅读量，可以直
探人性本源，提升文化气质，塑造健
全人格。 如读《大学》，学习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学习做人的准则；读《论语》，
学习温、良、恭、俭、让，学习爱人爱己、心怀天
下、奉献社会；读《中庸》，学习行乎当行，止乎
当止；读《孟子》，学习仁政的民本思想；读《墨
子》，学习兼爱、非攻，等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深入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
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
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教师要与时俱

进，因地制宜健全完善班级经典阅读制度，按
照学期计划给学生制定相应的传统文化经典
书籍书目， 开展好读书笔记评选和读书心得
分享活动；并结合语文学科优势，不断地更新
传统文化学习内容， 搭建展示学生传统文化
阅读的舞台。

四、回归写作，表达深度与温度
近年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各种媒

介，得到了深入挖掘。 但作为学生来说，读与
写的完美结合， 依旧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方式。 写作是一种直面人性、直抵内
心的行为，它以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
神为内容媒介， 用文字的形式直接唤醒人们
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情感， 引发读者的强烈
共鸣。

可以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写作提供
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而写作又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提供了一个优
质的展示平台，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教
师在语文教学中，要因时制宜回归写作教学，
指导学生用文字来承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
内涵， 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学生心
灵、规范学生德行、助力学生成长。

浅议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邵阳市洞口县教育科技局 陈碧娟

动手操作在数学课堂中的用途
永州市祁阳县黄泥塘镇唐家岭完小 冯志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