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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写作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
也是高中语文教师多年来探讨的课题。

一、读是写的基础
1. 现代文的阅读。 对阅读能力的训

练，一要通过朗读背诵分析等练习进行，
有些现代文，如抒情散文，语言优美，字
字珠玑，描写生动，情景交融，在简要的
分析后主要指导学生反复朗读。 要求朗
读的声音洪亮，感情充沛。 这样的文章能
读出感情，读出抑扬顿挫，也就自然加深
了对文章的理解， 从而也理清了作者的
思路。 现代诗歌，句式长短不一，节奏性
强，读起来感情激越，朗朗上口，要让学
生反复朗读直至能流利背诵。 在指导学
生阅读时，教师要介绍一些朗读常识，如
标点停顿、节奏和重音等。

2. 对古诗文的阅读。 古诗文言简意
赅，寓意深刻，音韵和谐，哲理性强，教学
时在疏通文章后要安排指导学生熟读背
诵，过去对古诗文的吟诵之法不可取，因
为它腔调冗长抑扬夸张， 读来语言毫无
生气。 我们要让学生用现代普通话的语
气、语调进行朗读，学生在朗读背诵中形
成“语感”，能够自己领会实词的含义，领
会虚词的用法， 在背诵中加深对思想内
容、结构层次语文运用的理解。 有些议论
文语言准确，说理透辟，层次分明，论证
有力，如《隆中对》，在提示课文的中心问
题后，主要引导学生独立分析，引导学生
自己得出结论。 对古代诗歌在朗读时让
学生领悟诗中对偶句式的语势和诗中创
设的意境。 古代诗歌，一般格律整齐，字
数相等，读来押韵和谐，语句精炼，用字
准确，背诵效果最佳。 这样根据课文的不
同特点，不同体裁，对学生进行朗读、背
诵、分析等训练，日积月累，逐步提高学
生阅读理解分析思考能力。 这种阅读训
练使学生心中有几篇典型范文垫底，再
加上广泛的阅读和日常观察为学生写作
练习准备了素材，积累了资料，展开了图
式，打下了基础。

二、写是阅读的升华运用
1.现代文的写作训练。对写作能力的

训练要与阅读训练密切进行， 根据讲读
范文的体裁安排写作训练。 讲读记叙文
就写记叙文，讲读说明文就写说明文，讲
读议论文就写议论文， 讲读抒情文就写

抒情文。 讲读课文相对集中，写作训练也
应相对集中，讲什么就写什么，从而提高
学生写作的积极性。

2.对古诗文的写作训练。对古诗文的
写作训练要放在学生对文章分析理解
后，对原文的翻译和改写上。 古文言简意
深哲理含蓄，在翻译时要求学生做到信、
雅、达，即符合原文原义，语言优美富有
文采，流畅通达符合文法。 对一些叙事诗
歌的写作训练要放在体裁的改写上，可
让学生将诗文改写成故事， 在改写时学
生可以虚拟人名，展开联想。 这样能使学
生反复阅读诗文，寻找可用的借鉴，从而
进一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推动阅读能
力的提高。

三、读是“源”，写是“流”
读和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各有不

同的要求，不能互相代替，但是它们又有
密切的关系。 人们常用“读是源，写是流”
这个比喻性的说法， 我以为是很有道理
的，这就是说读不仅是基础，也是源泉。

鲁迅先生曾以亲身的经验谈到了读
和写的问题，他在写第一篇白话小说《狂
人日记》 之前的准备工作时说：“大约所
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和一些医学上的知识。 ”诗圣杜甫说：“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由此看来，读的
书越广泛， 知识越丰富， 写的基础才雄
厚，写作源泉才深广。 对学生来说，不仅
要读课本上的知识， 还要大量阅读课外
书籍，要从读中学习字、词、句，学习立意
谋篇，学习写文章的基本方法，此外学生
还要从读中学习各种知识———自然科学
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还要学习马列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要从读中培养健康
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社会生
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也是学生学
习写作的源泉， 教师要安排学生深入生
活，搞社会调查，积累素材，引导学生确
立主题，概括选择材料，激发学生的写作
积极性，提高写作能力。

综上所述， 学生读的能力和写的能
力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 读是写的基
础，要从“读”入手，补漏补缺积累词汇，
以读促写，从“写”字着眼，观察分析开拓
思路以写带读， 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必须
在读的指导下在写的实践中培养。

小学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基
础学科， 但由于它概念抽象、逻
辑思维强， 容易使学生产生枯
燥、乏味、厌学的情绪。 要使学生
去掉这种思想负担，必须激发学
生对数学的兴趣，让学生认识到
学习数学的重要性。 小学数学在
整个基础教育中有着极其重要
的地位，它的许多内容来源于现
实生活，可以运用到生活实际中
去， 是十分具体而有意义的内
容。 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结合
小学生的生活实际，讲解数学知
识，引导学生用数学知识解决日
常生活中的问题，让学生体会到
数学知识王国里的乐趣。 例如组
织小学生搞“一日生活数学知识
用多少”的统计活动，让学生向
家长、亲友、邻居采访他们从事
的工作中运用数学的情况，让学
生了解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
各行各业都离不开数学。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首先，利用课本习题有目的地激

发学生兴趣。 [例题]：我国领土辽阔
广大，南北相距约 5500 千米，东西相
距的千米是南北相距的 10/11，东西
相距约多少千米？这道题从分数乘法
应用题上讲，并没有特别之处，只需
讲 清 可 用 式 子 5500 ×10/11 或
5500÷11×10 解答就行， 若教师讲
题时从德育、兴趣角度引导，效果就
有特别之处了，让学生懂得，我国领
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我们要珍惜
每寸土地，决不能浪费丧失。 通过这
样的作业，不但让学生巩固了分数乘
除法， 同时还能启发他们学习历史、
地理等知识的兴趣，受到爱国主义教
育。学生觉得做这样的作业既有知识
性，更有趣味性，增强了做作业的劲
头，减轻了精神负担。

其次，经常开展课外活动。 兴趣
是可以迁移的，在课外活动中对数学
的兴趣， 能够迁移到课堂教学中，经
常开展课外活动既能使学生的紧张
情绪得到放松， 对数学产生兴趣，又
能使学生的个性爱好和创造才能得
到充分发展。

二、在备课、授课上下功夫
要想达到既减轻负担，又提高质

量的目的，备课是教学过程的重要
环节，是上好课的前提，更是减轻
过重负担的有力保证。备课时要做
到脑中有大纲、腹中有教材、胸中
有教案、目中有学生、案中有习题，
重点难点要评写在教案上，装在脑
子里。

授课是教学工作的主要渠道。
要想将学生过重负担减下来，必须
在课堂上下功夫。授课时做到以老
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训练
为主线、以育人为主旨的“四为主”
方针。 课堂上要体现出讲授要精
当、步骤要紧凑、方法要灵活、知识
要准确、设计要巧妙、板书要新颖、
效率要高的特点。这样才能使学生
接受得快，学得轻松。

三、恰当地把握作业度
所谓“度”， 辩证唯物主义认

为： 任何事物质和量的统一体是
“度”，度是一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

量界限，是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
范围。 教学中的作业度，就是学生的承受
能力与教学要求的统一， 把握好这个
“度”，不但是巩固教学成果、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 检查教师授课能力的需要，而
且是减轻学生作业量的标准。

适度的作业既是教学的客观要求，也
是检查作业是否过重的尺度，布置作业如
何才能适度呢？ 第一，布置的作业质量要
高。布置时要认真选择，反复比较，全面衡
量，做到“一精二活三导向”，即精心设计
练习题，数量要少，质量要高；作业要具有
启发性，不机械重复，有利于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作业题的设计要有指导学生学习
的作用，一部分是巩固性练习，另一部分
是启发性练习，拓宽知识面。第二，布置作
业的数量要适度。 如今各种练习题、测试
卷名目繁多，使学生整天忙于解题、答题、
改错，结果学生没有总结、归纳、思考的时
间，既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又影响学生的
健康成长。适度作业就是以课本作业为主
体，以学生承受能力为前提，以巩固知识、
开发智力为目的。 经测算，小学生主科家
庭作业一般每科每次以不超过 20 分钟为
宜，课堂作业每次 25~30 分钟。第三，布置
作业的难易要适度，难度大的作业布置过
多，学生容易失去信心，产生厌烦心理，要
把重点、难点的作业放在课堂上做，这样
老师可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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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化学实验 激发学习兴趣
自主探究 全面素质

摘 要：动机，使学生有源源不断的
动力，自主主动地探求化学知识，全面提
高学生素质。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
学， 初中化学教育就是要全面提高学生
的素质，以化学知识为载体，全面融合能
力、方法、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为学生的
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而化学实验的目
的更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诱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使学生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自
主主动地探求化学知识。因此，怎样进行
化学实验教学尤显重要， 现将我多年的
化学实验尝试浅谈如下。

(一)从生活中的实验入手，引发学生
对身边化学知识的探究。

化学与生活联系紧密， 生活中处处
涉及化学知识。 从化学知识在实际生活
中的应用入手来创设情境和设计小实验
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 激起他们的求知
欲。比如让他们用 PH试纸测定日常生活
中的用品，如洗衣粉、洗发精、护发素的
PH 值。 了解酸碱度对人体的影响，在学

习“燃烧与灭火”时，我和学生做了“纸盒
烧水”的实验：在做好的纸盒内盛满水，
将它小心地放在铁支架的石棉网上，点
燃酒精灯，让火焰对准纸盒底部加热，过
一会儿，纸盒内水烧开了，纸盒却安然无
恙。 通过这一实验，学生准确地了解燃烧
的条件，整个课堂气氛活跃，效果显著。

(二)通过家庭小实验，让学生既巩固
了知识，又热爱了生活。

家庭生活是孩子成长的一大环境，让
孩子们在玩的时侯，能享受到知识带来的
乐趣。我给学生的家庭作业基本上都是动
手玩的游戏，我要他们在家里用筷子夹黄
豆，用吸管向盛满水的玻璃杯内吹气来模
拟药品的取用和排水法收集气体的基本
操作。在学习了碳酸盐与酸溶液反应的知
识后，给孩子们布置了“鸡蛋在醋酸中游
泳”的实验，让他们既理解了物理学中的
浮力知识，又得知蛋壳中含碳酸盐，还有
像自制简易净水器、自制炭黑，观察煤和

液化石油气的燃烧以及检验它们的产物
等，有的学生和家长一起完成。 这样能使
他们的认识与情感、 动脑与动手平衡发
展，把学生的兴趣维持得更持久。

(三)改进课本实验，开拓学生思维，
扩大知识界面，还能获得美的享受。

化学课本中的演示实验， 能使学生
明确知道实验过程、现象和结论，适当地
改变课本实验，能开拓学生思维，使学生
创造性地设计实验。 在学习“测定空气中
氧气含量”时，可以采用聚焦镜将阳光或
其他光对准集气瓶内放在细沙上的白
磷，来代替点燃红磷实验，一氧化碳还原
氧化铜实验可将其简化： 直接将铜丝在
酒精灯上灼烧转化为氧化铜， 然后迅速
插入一瓶装有少量澄清石灰水的一氧化
碳锥形瓶中，然后振荡，观察并分析。 二
氧化碳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可以形成美
丽的喷泉。 这些实验现象很美，可以给人
以美的享受，同时引导学生注意、感受、

体验和追求化学之美， 也能使学生保持
学习化学的深厚兴趣。

(四)探究性实验可以锻炼学生自主
探究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从发现问题、提出假设、设计实验、得出
结论，每一环都是探索和概括，从而提升
学生的全面素质。

在学习二氧化锰对过氧化氢溶液的
催化作用后，提出了一个探究性实验：红
砖粉末或水泥块能否对过氧化氢的分解
起催化作用呢？

在学习了铁生锈的原理后， 提出了
探究性问题： 食品包装袋内暗红色的干
燥剂主要成分是什么？ 等等。

通过一系列探究实验的设计， 使学
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让学生
在现实生活与主体活动的交互作用的和
谐统一中获得生动、活泼发展。

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
能纸上谈兵。 学生不能只看实验，还应注
意培养调动学生动手实践的积极性，让
学生通过实践去体验、应用所学内容，从
理论到实践，进而主动地探索和创新，使
学生形成一种难能可贵的学习品质。

浅谈初中化学实验教学
常德市鼎城区双桥坪镇中学 廖建国

试论高中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策略
常德市安乡县第五中学 任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