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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正、反比例应用题是有其独特的
思考方法的，所以在教学的设计上重点放
在指导、解答正反比例应用题的思考方法
上。第一层次，先做判断练习，判断两个相
关联的量是否成比例，成什么比例，因为
这是正确解答正反比例应用题的基础。第
二层次，进行最基本的正反比例应用题的
训练， 着重训练学生怎样找对应关系，如
何正确判断，然后再动笔做题，目的是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第三
层次，进行间接的正、反比例应用题的训
练， 目的是在原来分析问题的基础上，使
学生的思维更高一步。

一、培养学生选择信息、判断关系的
能力 刘大妈上个月用水 6 吨， 水费 9.6
元。 然后出示三条信息：A.张奶奶上个月
用水 8 吨；B.王叔叔上个月用电 25 度；C.
赵爷爷上个月水费 19.2 元。问：“三条信息
中哪些信息与第一条信息相关？为什么？”
学生经过辨别、筛选，得出与第一条信息
有关的有 A 信息和 C 信息， 因为水费的
单价一定，而 B 信息无关。 教师再引导学
生根据组合的信息提出问题，引出数学例
题。

对于例题建构，寻求条件与问题之间
的内在联系，旨在培养学生的信息判断能
力，为解决数学问题奠定基础。 教师不再
提供标准的信息，而是注重让学生从众多
杂乱信息中选择、 提取相关信息进行组
合，以选促思，感悟潜在的“单价一定”的
隐含数学关系， 培养学生信息的匹配能
力。又如在解决路程、速度、时间的关系时
可以作如下联系：

1. 一辆汽车 2 小时行驶 140 千米，照
这样的速度， 从甲地到乙地共行驶 5 小
时。 甲乙两地之间的公路长多少千米？

（1）先用算术方法解答。
（2）分析题中的数学关系：

想：①题中有哪三种量？
②哪种量是一定的？
③谁和谁成什么比例？

（3）用比例知识解答，指名板演。
二、培养学生整理信息、解决问题的

能力 新课标下的解决问题与传统的应用
题不仅是提法的改变，更是教学理念、目标
的更新。传统应用题教学以获取解题技能，
学会解决数学问题为目标； 而解决问题则

关注数学信息的收集、整理、处理、运用，以
培养学生的解决现实生活问题能力为目
标。 教学目标的差异决定了教学行为的区
别。而在解决问题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引导
学生对原始、复杂的信息进行个性化的“整
理”，将其转换为直接、简洁的有效信息，让
学生在信息整理中发现其中的数学关系，
培养学生整理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学生处理信息、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在学生整理完信息，明确各部
分之间关系后，教师放手让学生用比例知
识独立思考：“列出算式， 比比谁的方法
多？ ” 再让学生交流他们的多样化算式：
（1） 9.6/6=x/8；（2） 9.6/8=8/x（3）6/9.6=
18/x；（4）9.6×6=8x……教师引导学生对
所列出的算式进行辨析、交流，去伪存真，
互享经验智慧。

解决问题教学中，不像传统应用题教
学关注的标准单一的解题模式，以提高解
题技能。 教师更加注重为学生提供探究时
空，让学生自己去探究解决问题，所以往
往呈现出优劣并存、正误交杂的多样化解
题策略，再通过交流辨析，实现不同的学
生学习不同的数学，培养学生用数学知识
灵活多样地处理信息能力。

例如：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长度 5 米
的标杆，影长是 14 米。 照这样计算，一座
塔的影长 148 米， 这座塔的高度是多少？
学生解决后，教师呈示：在太阳光的照射
下，一座塔的影长是 148 米，要求这座塔
的高度，根据比例知识，我们该怎么办？ 学
生提出用一个较矮的参照物（如人、旗杆
等）去收集相关数据来计算。 教师因势利
导补充“长度 5 米的标杆，影长是 14 米”
这一信息，再让学生去解决。

解决问题教学练习中，教师用问题解
决的思想，让学生参与解决问题策略的重
构过程， 让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
样既巩固了数学解题技能，又提高了学生
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体现了解决问
题根本意义所在。

总之，教师对数学教学中解决问题的
教学，要深入领悟新课标对解决问题的要
求， 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目
标，大胆地扬弃与创新，就能构筑原汁原
味的解决问题数学课堂，焕发解决问题的
生命与活力。

书声朗朗是“书香校园”的
基本特征。“书读百遍， 其义自
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
诗也会吟”， 充分说明了朗读的
重要性。朗读不仅仅要由口腔发
出声音，更是心、眼、脑等器官神
经中枢的合一。 目随文移，心逐
文走，朗读时的注意力要求高度
集中。语文课堂朗读是将课文中
的语词、句子、段落的有声化，利
用声音的大小、缓急、感情的变
化生动体现文本的魅力，融合视
觉、听觉、感觉，赋予文章一种新的生
命。情在“读”中，“读”中生情。朗读可
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增强阅读理解
能力；可以培养审美能力，发现、感受
作品的美； 也可以提高写作能力，在
阅读朗诵中积累好的词语、 句子、段
落，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运用。 下面
粗浅谈谈我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训练学生朗诵的方法。

一、走进作者，理解作者，置身于
“我就是作者”

一篇好的文章，只有透彻地了解
了作者的生卒、经历、作品、成就、影
响以及创作背景，才能明白他所要表
达的感情，教学时我经常引导学生走
进作者的内心感情，置身于“我就是
作者”，在反复朗读中，他们越加声情
并茂、恰到好处，很容易就能整体把
握好文本。

古诗词语言精练， 内涵深刻，意
存高远，教学时，学生更难把握其思
想感情。在教学毛泽东的《忆秦娥·娄
山关》时，我引导孩子们先了解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
领导地位，会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
稼祥组成了军事指挥小组。为了继续
长征，红军经娄山关北上，准备于泸
州与宜昌之间渡过长江； 但遇到阻
碍， 毛泽东果断地决定二渡赤水，折
回遵义，于是再次跨越娄山关。 2 月
25 日凌晨，红军向娄山关挺进，在红
花园与黔军遭遇， 黔军仓皇应战，败
退关口， 红军沿盘山道猛烈攻击，傍
晚时分终于把这座雄关控制在手中，
使大部队顺利通过， 迈向胜利的前
程。 由于这一仗意义重大，诗人心情
无比激动，在战斗结束不久即挥笔写
下此词。 所以在还没有指导朗读时，

我就能从孩子的朗读声中感受到了
作者的战胜娄山关的喜悦之情。 稍
稍指点之后， 孩子们就很好地读出
战争的惨烈，战士们无畏的精神，豪
迈的气概， 以及打胜仗后的喜悦心
情， 配上音乐， 孩子们读得更动听
了，真的是诗如歌。

二、走进文字，品味文辞，置身
于“我在情境中”

中国文字美得无可挑剔， 中国
汉字有韵律之美和灵性之美， 足以
浸润心灵让我们为之动情。 在朗诵

中要注重从字里行间感受文章意境之美，
将无声之文辞化为有声之朗读，将无图之
文章化为有图之意境。有时，体味好某个、
某些词汇和句子，就是把握住了整篇文章
的重点。故在朗读中，对于重点文辞、文句
要加以强化，让学生深刻理解，更能达到
“一辞通全篇”的效果。

叶圣陶先生也说：“美文需美读。 ”在
教学老舍先生的《草原》时，我充分利用教
材，指导学生朗读，我觉得这样对学生理
解语言文字，掌握规范的语言文字大有益
处。老舍先生用亲身经历向读者介绍了草
原的天、草原的地，以及草原上生活的人
们。 学生在我的指导下通过反复朗读，从
草原蓝蓝的天、绿绿的草，蓝天上的朵朵
白云，草地上白色的羊群，这些明丽的色
彩深刻体会“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
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体会
“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
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
诗。 ”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记忆力最好的
时期， 教师充分利用教材指导学生朗读，
甚至熟读成诵， 让学生直接感受语言，积
累语言材料， 了解多种语言表达方式，就
能学会运用语言文字准确地表达自己的
观点，抒发自己的感情，从而发展语言。

读来的东西感受最深，记得最牢。在语
文教学中，每次遇到美的文章、好的文章，
我都会分享给学生们，每周五也是我和学
生们约定的读书日，在班会课上也常常举
行朗诵比赛。 朗读之美，不仅让孩子们在
课堂学习时心旷神怡，陶冶性情，提高语
文素养；还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朗读技
巧，提升语文学习兴趣，积累更多优美的
词句，丰富自己的认知范围。走进孩子，让
他们爱上朗诵、爱上阅读、爱上语文，为他
们插上腾飞的翅膀，这也是作为一名语文
教师的欣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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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班主任面临的更复杂的社
会环境、 严峻的社会现实对班主任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次参加班主
任六项核心技能的理论培训， 如同一
遍遍审判自己的灵魂； 重新审视自己过
去的班主任工作，更加感到受益匪浅。 作
为一名长期工作在一线的班主任老师，
特别是做为一名新时代的班主任， 更要
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立足新形势，用
心谋划，科学管理，持续发展，不断提升
自己的核心素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我们在班主任工作中应该掌握
哪些技巧？ 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呢？

深入了解班级学生。 我们既要了解
自己所教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
心理特点， 又要考虑不同学生的个性特
点。中小学生有抗拒、自卑、困惑、虚荣等
心理，同时渴望独立却又意志不坚定，角
色混乱，特别是一部分留守儿童，心理更
为复杂。学生个性气质有胆汁质型、粘液
质型、多血质型、抑郁质型等。 了解和研
究学生心理特征的方法多种多样， 有观
察法、谈话法、研究分析法等；其中运用
最多的最好的是通过课堂教学、 课外活

动、团队和班级活动全面观察学生，以及
和学生面对面交谈，访问学生家长、同学
朋友、任课教师等与学生相关的人，从不
同方面了解学生的性格和爱好以及生活
背景，熟练掌握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学
会了解班级学生是开展班主任工作的第
一步。

组织建设好班集体。 第一、提出班集
体奋斗目标，达到凝聚全班力量的目的。
第二、选择和培养班干部。班主任要学会
挑选和培养班干部， 建立班集体领导核
心。 加强学生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的能
力。第三、培养正确的集体舆论和优良的
班风， 正确的集体舆论和良好的班风会
形成一种巨大的正能量， 对每个成员都
有熏陶、感染和制约的作用。 第四、加强
对班集体纪律的管理， 好的纪律有利于
学生更好地学习， 也可以使整个班级和
班级成员变得更加自律。 第五、组织丰富
多彩的班级活动。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
能够开发学生潜力，焕发学生精神，增长

学生知识，促进学生才能、特长的发挥。
加强班级凝聚力，增强班级荣誉感。

加强班级日常管理。 关于班级日常
管理，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班规，班级管理
的各方面要细化到项，具有可操作性，另
外在日常班级管理中我们应坚持如下原
则。 第一，严格遵守学校规定，不折不扣。
第二、做到一视同仁，公平公正。第三、要
注重发挥学生干部的积极作用， 放手让
班干部管理， 一方面能够培养班干部的
能力， 另一方面也使全班学生有学习的
榜样，教师只要把握大方向。

学会开展心理教育工作。 班级心理
教育工作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
小学生心理问题疏导及其矫治。 作为班
主任，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发现
存在异常要及时疏导， 必要时候可以寻
求专业人员的帮助。近些年来，中小学抑
郁症发生率日益提高， 我们应密切关注
学生的心理动向。 第二、青春期教育。 青
春教育包括生理教育、 心理教育和情感

教育，中小学生特别是初中阶段生理
发展迅速，班主任应根据青春期发育
特点，采用各种方式进行相关情感教
育。
按时组织主题班会、团队活动。 确立

班会主题，我们应该做到：第一、根据学
生的学习状态、思想动态确定班会主题。
第二、根据班级偶发事件确定班会主题。
第三、 根据学校整体工作要求确定班会
主题。 第四、学生自主确定班会主题。 在
主题班会中要拒绝批斗会式、 老师独角
戏式、班干部表演式的班会。 要充分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畅所欲言。 在每次主题班
会中要使每个学生都能认识到本次主题
班会的意义及所要解决的问题。

把握好表扬和批评的度。 做为班主
任要学会艺术性的表扬和批评。 关于表
扬和批评，班主任应做到善于表扬、及时
表扬、乐于表扬、有针对性地表扬、用好
幽默式批评，把握好表扬和批评的度。 总
之在日常工作中应做到多表扬少批评。

在班主任日常管理工作中，灵活地、
综合性地运用好以上班主任工作技巧，
就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班主任工作。

掌握班主任工作技巧 认真做好班主任工作
隆回县雨山中心小学 刘翠莲

小学数学教学中用比例解决问题的策略
邵阳武冈市新东中心小学 罗玉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