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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学乐教

听课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中心环节，
课堂 40 分钟一定要让学生充分集中注
意力。 有什么办法让那些游走在课堂之
外的学生第一时间回归课堂？

比如用我的“打电话系列”操作：有
学生开小差了，我就拿起黑板擦，装作打
电话的样子， 拨通正在走神的学生的电
话。有两个学生在讲话，我就会说：“再讲
我要收电话费喽。 ”还有些学生发言声音
特别小， 我就会说：“我这里信号不太好
哦，请大声点。 ”这样打趣既不会伤到学
生的自尊心，又有助于化尴尬为祥和。

对于数学课堂的把握， 我也喜欢以
幽默启智的方式来使学生轻松地理解教
学内容。 讲解数学题时总会遇到这样那
样的难点，单纯重复地讲解算理，学生未
必掌握，还会增加疲惫感。 这时，适当的

情绪兴奋可以让身心重新处于最佳状
态。

在教学“小数的除法”时，被除数的
小数部分仍有余数，要添“0”补位。 难点
来了———“0”从哪来呢？我把问题抛给学
生，学生一个个皱紧了眉头，满堂寂静，
有些学生只是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思
考的样子。

我快速扫视了一下全班， 凡是跟我
有眼神接触的统统低下了头， 恨不得把
整个头部埋进课桌里。 我的耳边仿佛荡
漾着学生的心声：“老师，别叫我。 ”

但总也少不了一些喜欢逗乐的孩
子：“对啊，‘0’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啊？ ”
“这个问题可真难，你会吗？ ”

“那可不？ ”我故作神秘，“天上还真
掉下了个‘0’妹妹呢。 ”

听我这么一说， 学生们听课的兴趣
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都睁大了眼睛，看
看是哪里来的“0”妹妹。

于是，我用板书演练了一遍添“0”补
位的全过程。

“原来是这样啊。 ”学生们立马有了
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感觉。

这堂课，我并没有过多的讲解，只是
适时地注入一剂“兴奋剂”，缓和学生们
的紧张情绪。

课堂本就充满着惊喜与意外， 正是
这惊喜与意外，撩动学生的“沸点”，让课
堂透射出生命的活力。 我喜欢这一形象
的比喻： 课堂应是向未知领域挺进的旅
程， 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意外的通道和美
丽的风景， 而不是一切都必须走固定的
路线。 姚静

天上掉下个“０”妹妹
说起背课文，学生十有八九不喜

欢。 这不，前几天，我布置家庭作业，
让学生回去把一至四单元要求背诵
的段落复习一遍，明天抽背。 学生一
听，脸上乌云密布，一片叹息。

“怎么， 这些段落你们平时不是
都会背的吗？ ”

“老师，是不是太多了？ 有十几段
呢。 ”“是啊是啊， 能不能少布置一
点？ ”学生们恳请我高抬贵手。

“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能行。 回去
试试看吧。 ”我坚持。

回到办公室，回想起刚才学生那
一张张无奈、失落的脸，内心油然而
生怜惜之情。 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
了？ 我知道学生的感受，他们是担心
在抽背时候，一时紧张，把本来会背
的也忘了。

如何既让学生消除紧张情绪，又
能顺利通过检查呢？

我想到了一档电视综艺节目《我
爱记歌词》，要不我也来个“现场记段
落”？

说干就干，我把明天要抽背的课
文段落设计成一道道填空题，制作成
精美的课件。

第二天早自修， 我走进教室，学
生们个个正襟危坐，眼睛直直地看着
我。

“大家很紧张吗？ ”“当然紧张。 ”
“这次抽背换一种方式，叫‘我爱

记段落’。 ”我边说边打开电脑，“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比赛， 按座位轮下去，
填对一个空格，加 10 分，看哪一组得
分最高。 ”学生们很兴奋，先前那种紧
张和为难的表情荡然无存。

大屏幕上， 段落在不停地转换，
被测的学生喊“停”，我就按键暂停，
该生就对面前出现的段落进行填空。
比赛是在轻松、 自在和欢笑中进行
的，20 分钟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最后，第一、第二小组获得并列第一。

虽然比赛结束了，可是学生们还
意犹未尽，尤其是没得第一的几个小
组很不服气，强烈要求下次再比。

变换一下方式，一改枯燥、乏味
的背诵复习为学生乐于接受的游戏，
寓教于乐，一举两得。

董海

我爱记段落

小学数学计算中的有些
算理， 成人看来非常简单，可
在小学生眼里，却没有那么轻
松。 作为老师，我们不妨多站
在儿童的角度思考，为他们掌
握知识做好无缝对接。

“数”与“形”是贯穿整个
小学数学教材的两条主线。在
计算教学中， 要有意识地将
“数”的问题用“形”来直观描
述，以“形”究“数”。例如，分数
乘分数的学习，许多学生对此
只是停留于算法机械的记忆
与模仿：分母和分母相乘做分
母， 分子和分子相乘做分子。
计算正确率也很高，怎样让学
生真正懂得这样算的道理？可
以先让学生根据算式的意义，
画出线段图、面积图等多种直
观图看出结果，再借助图理解

结果中分母（单位“１”平均分
的份数）、分子（阴影所占的份
数）的由来。 由于分数本身比
较抽象， 分数乘分数更加抽
象，所以，仅仅画一次图，学生
还不可能真正理解算理。 要多
进行画图、观察活动，通过图
与式的比较、分析，让学生渐
渐悟出算法背后的道理，还可
要求学生看着算式在头脑中
构图，想象、理解算理。

小学阶段运算能力的形
成，既是知识、技能的习得过
程， 更是思维发展的动态过
程。 教师要让学生在充分理解
算理基础上构建算法，将为学
生的后续学习，尤其是数学化
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基础
性的核心引领。

袁敬丰 吴华

用思维训练提升运算能力

图为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第一完全小学五年级
的学生坐在一起设计自己小组的徽章。 这是该校课堂
改革活动的一个场景。

田元春 陈通鹤 田学梅 摄影报道

学生的发展是全面的。 留守儿童正
处于身心发展时期， 生理、 心理、 发育
等都面临着许多变化。 要想让留守儿童
得到全面健康和谐的发展， 教师就要采
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善于捕捉教育契机，
进行随机教育。 在学校日常教学和生活
中， 教师要组织开展主题活动， 特别是
在学生自由活动的时候， 孩子们会出现
这样或那样的情况， 教师要针对不同的
情况实施容易被学生所理解和接受的随
机教育， 全面优化日常活动， 促进学生
和谐健康发展。 在低年级日常教学与生
活中， 学习与发展是留守学生的显著特
点。 作为教师， 若能以智慧的眼睛、 全
新的理念， 从班级集体活动、 生活偶发
事件和学生不良言行中敏锐捕捉教育契
机并合理利用， 更能帮助学生获得多方
面的学习与发展机会， 较好地促进留守

学生全面发展。 一是在班级集体活动中
捕捉教育契机。 集体活动中， 教师有预
设的活动目标， 但孩子们在活动过程中
往往会受情绪的支配被某种事物吸引表
现出兴奋的状态，会冒出很多的问号。作
为教师，要重视留守儿童这些“小插曲”，
用心抓住教育的契机， 激发其积极主动
的学习热情和探究欲望， 来培养学生良
好的学习品质。 二是在偶发事件中捕捉
教育契机。周五下午是班会活动课时间，
教师经常组织孩子们围绕建构主题“我
生活周围的建筑”展开讨论，在确定建构
内容后分组进行活动。 我国著名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说过：“花草树木是活书，飞

禽走兽是活书，山川湖海是活书。活的问
题、活的文化、活的变化，都是活的知识
宝库，都是活的书。 ”因此，作为教师，不
应该只通过专门的教育活动对学生实施
教育， 而是要用敏锐的眼光捕捉教育的
契机， 善于发现偶发事件中隐含的教育
价值，积极引导，有效促进留守学生的学
习与发展。

“生活即教育”。 留守学生生活的环
节是多样的，生活的内容是丰富的。在平
时的教学和生活中， 教师要透过留守学
生的一言一行，合理捕捉教育契机，指导
学生学习交往的基本规则和技能， 引导
学生换位思考， 学习理解他人、 尊重他

人、善待他人。 教师需要正面教育的榜样
示范，也需要反面教育的讨论思考。教育
是积累的结果，这样的教育是最自然的，
也是最真实的。随机教育是教育理念，善
于捕捉随机教育的机会， 有效利用就会
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随机教育是一门
艺术， 需要教师有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
知识，才能抓住教育契机，促进学生全面
的发展。 作为教师，始终要有一颗智慧的
心，要有一双敏锐的眼，更要有科学的判
断力，从学生的兴趣点和发展需要出发，
关注身边的每一个孩子， 随时随地捕捉
教育的素材，善于捕捉教育的契机，努力
使留守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更加充满
意义和价值，大力促进学生的学习、成长
与发展，较好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和谐
发展！
（“留守儿童自我意识培养研究”课题组）

善于捕捉教育契机 健全留守儿童人格
涟源市教育局 李世奇 文迪光

我的徽章我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