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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毕业前，我真诚地向
他们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够为
未来的学弟学妹留下真情寄语。
于是，一本本崭新的日记本的扉
页上便留下了他们送给学弟学
妹发自肺腑的箴言。 孩子们还建
议我将这种做法与之前的美文
欣赏结合在一起，于是我的特色
语文课“真情阅读”便产生了。

课堂上， 我先确定爱的主
题，由学生推荐文章，然后再精
心选择，印刷后装订成册，成为
学生“真情阅读”的教材。

最初，孩子们阅读文章后我
鼓励他们用一句话写出自己的
感悟心得，把师生间的“口耳授

受”变成“心心交流”。同时提出“三精”：
一要“精诚”，说发自内心的话；二要“精
练”，说言简意赅的话；三要“精妙”，说
富有文采的话。 师生在讲评中对话，在
对话中交流，进行思想碰撞，提升了人
生境界，构筑了师生的精神世界。

后来，我又完善了“真情阅读”的环
节， 按照初读文本———爱的初体验，再
读文本———爱的深感悟，联系生活———
爱的进行时三个方面进行。 同时，我邀
请家长参与其中，班主任寄语、学生寄
语、家长寄语……使老师、学生、家长间
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现在，我又在阅读后鼓励孩子们相
互交流心得，同龄孩子彼此间的真情交
流更加打动人心。 这心灵的对话、文字
的沟通、心灵的碰撞，尽显文字的魅力，
也凸显了语文教学特色。

汤伟

课堂进入了有趣的识字环节， 出现
了“嘻”字，旁边还有一张小女孩笑嘻嘻
的图片。我问道：“同学们，这个小女孩在
干什么呀？ ”

嘉木笑着说：“她正笑嘻嘻地看着我
们！ ”

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表情， 也是最
动听的“语言”。 于是，我继续问：“哦，小
女孩为什么笑嘻嘻呢？ ”

“她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她吃到了
好吃的。 ”“她考了 100 分。 ”

“同学们的回答真有意思！上学期我
们在语文乐园七里学习拟人句时， 还说
到了小鱼在小溪里干什么呀？ ”

奕萱说：“小鱼在小溪里嬉戏！ ”
我顺势在黑板上写下了“嘻”和

“嬉”。“这两个字，还挺容易弄混淆。不过
不用担心，学习就要善于归纳和总结。今
天来归纳一下， 你还知道哪些读音是
xī 的生字？ ”学生们的大脑开始快速转
动，一下子说出来了十几个。

“瞧！ 夕阳西下，小鱼在小溪里快乐
地嬉戏， 老师希望你们每天也能笑嘻
嘻！”我边说边画，迅速构成了一幅画。当
大家都沉浸在画面中时， 小叶说：“我们
班还有两个同学的名字里面有 xī———
峻熙和曦文。 ”“谁能把这两个 xī 加进
去，说几句话呢？ ”我继续说。

“小书虫”贻宁说：“夕阳西下，小鱼
在小溪里快乐地嬉戏，溪边种着西瓜，峻
熙和曦文在笑嘻嘻地吃西瓜。 ”一听到同
学的名字在画面里，大家都乐开了花。希
蕊按捺不住了， 说：“那里应该还有许多
动物吧。上周我去动物园玩，看到了金丝
猴、大熊猫呢！ ”我也激动地说：“是啊，大
熊猫是稀有动物，我们要珍惜它们！ ”

爱问问题的孟诚有疑惑了：“为什么

这些动物叫稀有动物呢？ ”我说：“稀有动
物也叫濒危动物。 ”一些平日里“见多识
广”的小家伙立刻接上了茬。 于是，我给
学生讲起了海拔 2000 米高的可可西里
曾经成群结队生活着的藏羚羊， 谈起了
产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白鳍豚……我对
学生们说：“夕阳西下， 小溪像一条白色
的飘带，叮咚叮咚地唱着歌，流向远方。
几条小鱼在小溪里嬉戏， 几只丹顶鹤在
说着悄悄话， 几头白鳍豚在打水仗……
不远处，大熊猫在林间快乐地吃竹子。我
们要珍惜现在的一切，保护动物和环境！
你们说对不对？ ”

“对！ 珍惜现在，保护环境！ ”学生们
大声齐呼。

“我提议，现在拿出你们的画笔，展
开想象，描绘出刚才咱们讨论的画面，并
配上更多含有 xī 的生字。 ”

“太棒啦！ ”学生们欢呼起来。 只见，
有的学生描绘出班级郊游图， 有的学生
画了人与动物的漫画， 有的学生画了爱
心……他们的脸上都是“笑嘻嘻”的。 此
刻，我相信学生都知道“小女孩为什么是
笑嘻嘻”的了，因为她看到了同学之间纯
真的友谊，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李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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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为什么笑嘻嘻？
乐学乐教 且行且思

5 月 3 日，平江县虹桥镇天岳中学青年教师发起了“流动”课堂活动。
青年教师走进该校六年级和九年级假期互助学习小组， 为参加假日互助
学习的留守学生，带来了“送上门”的作业辅导和“零距离”的教学。

李松桥 摄影报道

“流动”课堂

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略谈
隆回县思源实验学校 阮海燕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
实验在物理学的发展中有着重大的意
义。 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的基础，同时也
是物理课堂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
主要渠道和有效手段， 它能帮助学生打
开物理知识的大门， 调动物理学习的积
极性， 巩固学生的知识， 提高学生的能
力，激发初中学生的兴趣。 所以，在初中
物理教学中，实验教学至关重要。

一、利用物理实验，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一切学习的动力。 我们应以

物理实验为契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
助学生打开物理知识的大门， 调动物理
学习的积极性。

物理实验是神奇的、有趣的，我们可
充分利用学生都想做实验的心理， 引导
学生将知识点掌握牢固并运用于实验之
中，让学生乐于学习。 例如，在《大气压》
一节的教学中，教师先演示母子管实验，
在大试管中注入水， 将略小的试管放入
大试管水中，然后提问：若手拿大试管倒
置，小试管会不会掉下来？ 大多数学生肯
定认为小试管会受重力的影响而掉下来。

在学生充分发言后， 教师接着做实验，这
时学生惊奇地发现小试管不但没有掉下
来，反而在滴下水的同时缓缓上升，觉得
非常神奇同时感到疑惑不解。 这时，教师
及时点拨： 是什么使得试管缓缓上升的
呢？ 这就是大气压，学习《大气压》这节内
容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通过有趣的
实验，学生兴趣盎然，课堂效果可想而知。

我们要重视实验情境的创设， 充分
凸显学生的主体性。 例如，在做《压力的
作用效果》这一实验时，要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体性， 进行科学分组， 并且设置组
长、记录员、器材员，明确分工，指导学生
在进行实验之前先将小桌、海绵、砝码、
木板等实验器材准备妥当， 在老师的指
导下，让学生动手、动脑、观察、比较、归
纳、分析……保证实验有序进行。通过实
验，激发兴趣，就能让学生逐渐地爱上物
理、爱上物理课，拿到开启物理知识大门
的“金钥匙”。

二、利用家庭条件，重视家庭物理实验
物理实验必不可缺， 但有一些学校

物理实验器材不足，时间安排不够，师资

力量缺少，还有部分教师不重视物理实验
教学，很少引导学生进行物理实验。 结合
种种不足，我们可以实施家庭物理实验。

家庭物理实验的布置， 首先要与家
长沟通，让其明白实验的流程和意义。 其
次，布置的物理实验，应当简单易操作，
实验材料也应能在家中就地取材。 另外，
家庭物理实验应有很强的趣味性， 让学
生乐于参与。 最后，家庭物理实验要有很
高的安全性，实验效果要明显。 例如在学
生学习“光的反射”这一知识时，就可以
布置一个家庭物理实验。 让学生利用镜
子、纸片、纸壳等物品进行实验，引导学
生主动探索物理知识， 提升学生的物理
综合素质。

三、充分发挥自主，进行物理实验的
优化和拓展

进行初中物理实验， 受条件限制或
者实验本身因素的影响， 我们可以进行
实验的优化设计。 例如，在滑动摩擦力的
测量实验中， 物体在光滑表面上匀速运
动，其摩擦力等于拉力，但是在实验中会
存在一些漏洞， 如手拉动弹簧测力计时

手很难保持匀速， 加速和减速都会导致
实验数据有误差。 为此，我们选用功能性
好有利于实验操作的器材进行实验，如
使用遥控汽车保持匀速拉动弹簧测力
计。 此外，还可优化实验方案，保持测力
计静止固定于墙壁， 被拉动的物体放置
在长木板上， 通过拉动长木板测得物体
所受的摩擦力， 这种方式可以读静态的
弹簧测力计示数。

随着中考的改革， 现在很多考题已
经不再是重复物理课本上的实验， 而是
更多地考查对物理实验中一些教学器材
的改进或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 为此，
我们应对课本中设置的实验进行有益拓
展和创新。 如实验内容的拓展，利用现有
实验资源对课本设置的探究内容做适当
增加，从而拓展出新的探究内容，拓展实
验内容更有利于学生对平时学习中易错
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知识有更直观地
认识。

总之，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离开实
验，物理就失去了其精髓。 我们一定要充
分发挥物理实验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