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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初中数学教学的现状分析
1. 没有合理发挥先进教学手段的

优势。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大，许
多学校相继引入了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
备，但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多媒体
在当前数学教学中的效率较低。 所以在
初中数学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教学时需要
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要正确认识多媒体
在教学中的辅助作用， 合理利用发挥其
对教学的优势。 二是不能忽视书本教材
对数学教学的重要性。 三是不能完全照
搬现成的教学课件， 必须根据各个教师
教学中的实际情况对课件进行适当的改
进。

2.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由于
受传统教学习惯的影响， 有些教师在具
体的教学中仍然采用教师教授为主的教
学模式， 没有认识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主体地位， 在课堂教学中没有给学生
留有自由的学习时间， 这样的教学模式
不仅使课堂变得单调乏味， 而且大大降
低了学生的课堂积极性， 严重影响了课
堂的教学效率。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
应该改进现有的教学模式， 为学生留有
足够的自由学习时间， 从而体现学生在
课堂中的主体地位。

3.过分重视题海战术。 数学是一门
比较抽象的学科， 通过增加数学课的习
题量， 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对数学
知识点的理解，加上中考的压力，导致家
长、 教师和学生自己对题海战术都比较
重视， 然而通过题海战术虽然可以提高
数学教学的水平， 但这种教学方法效率
较低，会浪费学生的大量时间，严重的还
可能造成学生的厌学情绪， 降低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效率。

4.教学内容比较单一。有些教师在数
学教学中内容比较单一， 其教学内容仍
停留在教材上，上课没有新意，照搬课本
理论和知识，重视计算的结果，忽视了对
计算过程的讲解， 没有将课本知识与实
际运用联系起来， 在数学教学中没有意
识到数学思想的重要性， 导致学生虽然
会解题却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的情况，
对题目中蕴含的数学思想认识不深刻。

二、改善初中数学教学现状的措施
1.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

师生之间的交流。 教师在初中数学教学
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观能动性， 改变
传统教学模式为启发式教学， 从而引导
学生积极思考。 在课堂上多进行探究性
教学， 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鼓励学生之
间的交流， 培养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而教师在整个活动中仅起引导作
用。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

2.明确教学目标，实行分层教学。 明
确教学目标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前
提，教师必须根据初中数学的教学特点，
同时充分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
计划设计。在整体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教
师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具体教学中的
内容，将整体教学计划分层实施。这样有
利于教学计划的合理有序进行， 从而有
效实现教学目标。 同时在进行分层教学
时， 教师还要充分把握教学的重点和难
点。这样有利于对教学任务的突破，保证
教学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3. 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提高学生的课堂兴趣。 提高学生的课堂
兴趣可以明显提高教学效率， 初中数学
教学也一样， 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手
段和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进行主
动学习和探究，使教学效率事半功倍。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教学
方法和手段， 如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引入
多媒体教学，优化丰富课堂内容，突出课
堂重点， 加强学生对数学思想的理解和
运用。

初中数学教学是初中教学的重要内
容，然而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传统数
学教学模式已很难适应新的教学要求。
数学教学有其自身的教学特点， 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
法。 初中数学教学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
体地位，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明确教学
目标， 同时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
段，从而提高初中数学教学的效率。

随着军队院校实战化教学改革的持
续推进， 军事基础课程教学在学历教育
阶段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 然而在军事
基础课程评价方面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如在教学环节上没有实现全覆盖， 有些
评价方法不能完全契合军事基础课目教
学特点和规律。 因此，很有必要对军事基
础课目教学评价工作认真梳理， 不断加
强和改进。

一、 军事基础课程教学对象的特点
与学习过程

相对于一般的教学训练对象， 军校
学员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智商高，
接受能力强；二是科学文化基础好，善于
从原理、机理上弄清问题的缘由；三是求
知欲望强，善提问题。

对于军事基础训练课目， 尤其是军
事技能的学习，要经历“模仿练习———领
会要领———掌握要领———固化技能 ”这
样一个过程，学习者认知的过程则是“应
当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自觉这
样做———自然这样做”。

二、 军事基础课程教学评价的内容
及重点

军事基础课程教学评价应包括教学
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
学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每个方面都
应明确重点评价事项。

1.教学态度。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评价， 一是全身心投入教学， 言传身
教，遇有危险，挺在前面。 二是充分准备，
认真备好课， 仔细检查装备、 器材和场
地，排除安全隐患。 三是熟悉学员情况，
因材施教。

2.教学内容。评价重点主要看课目教
学的全面性、科学性和示范性如何。 所谓
全面性，即依据教学要求，相关军事基础
知识、技能和创新发展要全覆盖，不能有
缺训、漏训。 所谓科学性，即严格按条令、
教范要求， 讲清讲准动作要领及其隐含
的原理、机理。 所谓示范性，即学员不但
要学会怎样做，还要学会怎样教。 教员要
为学员提供良好的示范，包括备课、教学
装备器材和场地准备、下达课目、讲授、
组织分组训练、小结讲评、考核验收等，
都要规范化，让学员从中模仿学习。

3.教学方法。 课前理论预习。 教员应
将教学课目的训练要点及教学法等形成

文字材料或视频提前发给学员， 让学员
认真学习，达到熟记背诵的要求。 课上精
讲多练。 精讲， 不是简单的时间分配问
题，关键是讲准、讲透，并少占用时间。 多
练，将大块时间用于分组训练，并严密组
织。 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教员指导作用
的发挥。 即能否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并
分类指导。课后延伸训练。教员在教学准
备过程中，应和学员队（连）协调沟通，对
课后延伸训练做出安排。

4. 教学组织。 在军事基础课目教学
中，教学组织是教学有序展开、实现教学
目的的基本保证。 因此，也是重要的教学
评价项。 其重点主要包括： 训练编组科
学，训练效率高；训练场纪律严格，各项
要求和措施针对性强、效果好；教学过程
安排合理，组织指导规范；注重学员战斗
精神和战斗作风的培养。

5.教学效果。 这里所说的教学效果，
主要不是指某一时节、某一次课的效果，
而是学员在最终阶段所反映的对教学内
容的掌握程度。 因此，简单地采用教学过
程随机评价的方法是不能得出客观结论
的，必须对评价方法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 军事基础课程教学评价方法的
优化

专家评价与学员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对军事基础课目教学评价同样是适用
的。 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应有针对性地
进行一些调整优化。

1.评价课目全覆盖。 只要是教学，就
要有评价。 不管是平时课程教学，还是阶
段式集中教学训练，都应纳入评价范围。

2.评价时机全过程化。这里主要指专
家评价， 对一般课程都是采取授课阶段
随机听查课的方式。 在随机抽查中，专家
还应注意询问有关课前理论预习、 课后
延伸训练情况，查阅有关教学计划安排。

3.学员评价客观化。在设置学员评价
项目时， 尽可能避免因个人情感反映而
随意性较大的评价项， 加重客观评价项
的分值比重。 重点突出教学内容的科学
性，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的示
范性，以及教学效果、个人收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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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瑞典教育家爱伦·凯指出：环
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良好的环境是孩子形成正确思想和
优秀人格的基础。 所以说适宜的教育环
境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障， 也是能够更
好实现教育目标的基础。

【关键词】家庭教育环境；榜样作用
曾经看到一幅画面，感触颇深：画面

中有两对母子， 一个妈妈手拿一本书看
得津津有味，孩子也在一旁安静地阅读，
另外一个妈妈在如痴如醉地玩着手机游
戏，孩子凑在一旁观战。 家长是孩子的榜
样，孩子是家长的镜子，孩子出现什么问
题，问题一定出在家长这儿，孩子是家长
的复制品，家长是原件，就像画面中的两
对对比鲜明的母子， 我觉得能很好地诠
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长的榜样作用
对孩子的影响。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方式。 无论
是身体的健康发展， 还是良好道德品质
的形成，都离不开家庭正确的教育。 孩子
身上的多数习惯———无论是好习惯还是
坏习惯， 都是我们父母有意无意培养出
来的。 就像四川人说四川方言，河南人说
河南方言一样，父母每时每刻都在“教”，
以至于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 “教”，这
就是“潜教育”———比“显教育”作用大得
多的本质教育。 意志、胸怀、品德、习惯的
形成，不是通过父母的说教等“显教育”
就能产生效果的， 而是通过父母的行为
即“潜教育”化进孩子的血肉里的。

一、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对孩子教养行

为总体特征的概括， 是在抚养教育孩子
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
方式。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基石与港湾，在
这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 也是最
好的老师，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无
形中效仿的对象。 所以父母要时刻注意
自己的言谈举止， 积极为孩子树立良好
的榜样；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
一面， 学习成绩更不是衡量孩子的唯一
标准。 在家庭教育中，每个父母都应该努
力发掘孩子的闪光点， 给予孩子鼓励与
赏识。 在一个家庭中，孩子不是任何人的

附属品， 他们理应拥有自由的空间与独
立的人格。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个
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
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
的人格。 ”所以我们又可以说，孩子是家
长的镜子。 孩子的言谈举止反映的正是
家长的形象。

二、家长的自身素质
家长的自身素质代表了家庭教育的

整体水平， 家庭教育环境也只有依靠高
素质的家长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 优质
的家庭教育 ，不是优在 “说 ”，而是优在
“做”。 家长对的人格感染和习惯影响，这
是家庭教育的上乘境界。

马宇歌同学是中央电视台 《大风
车》节目的小记者，在学校她乐于助人、
关心集体是出了名的。 老师们都说：“这
孩子小小年纪为什么这么懂事， 这么优
秀？ ”后来人们知道了他的父亲马弘毅送
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的故事， 大家心里
就明白了。 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马弘毅
到学校参加家长会，散会以后，其他父母
领着孩子走了， 马弘毅却让马宇歌留下
来， 父女俩一起把开会的教室打扫得干
干净净，给孩子上了入学后的第一课。

孩子的眼睛就像一架照相机， 每天
都在自己的眼中留下父母的形象。 而现
在， 我们的孩子从父母身上看到了什么
呢？ 一些年轻的父母，一下班回家便只想
着疯狂地娱乐， 有的甚至每晚把饭桌当
牌桌，把客厅当赌场，全然不顾在一旁做
作业的孩子。 难怪有些孩子形成了“享乐
至上”的人生哲学，不想学习，不思进取。
这些能都怪孩子吗？

你想让孩子做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
就先做什么样的人。

家风是代代传递的。 “家长行为”，说
到底是“社会行为”。

父母的行为， 每天都直接影响着孩
子的感受，引导着孩子的思想意识、价值
观念、行为习惯、道德品质、社会公德及
健全人格的形成。

家庭教育的理想境界是： 让每位爸
爸成为孩子敬仰的英雄； 让每位妈妈成
为孩子崇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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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庭教育环境中家长的榜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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