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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将微课合理应用于小学英语教学
石门县第一完全小学 刘伊娜

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互联网技术广
泛应用，各种移动终端先后亮相，现在的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使用自己的移动设备
学习原来在课堂上由教师通过讲授传递
的学习内容。教师亦可以改变自己的教学
方式，将课堂上要讲授的重、难点或易错
点制作成微课视频让学生自主学习，课堂
上来更好地进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通
过讨论与交流，帮助学生答疑解惑，或者
给予学生个性化的辅导。 微课的出现，如
一缕春风， 为困境中的英语预习带来生
机。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入手，浅谈应该如
何将微课合理应用于小学英语课堂中来。

一、课前预习，激活旧知
课前预习是小学生进行英语学习的

重要环节, 它能够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
趣,明确英语学习的内容和目标。 小学生
学习英语最大的拦路虎之一就是单词的
记忆，由于小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差，注意
力集中时间短， 记忆单词多以机械记忆
为主，造成单词记忆过程中枯燥乏味，单
词记忆不准确。 在新授课前如何激活学
生的认知体系中已存在的相关词汇，就

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新的内容。 例如
在学习《Touch� your� head》一课时，有许
多关于身体部位的新单词，如 head、arm、
foot、leg、neck等，而在此之前的一课《It’s�
a� mouth》中，学生已经学习过 nose、face、
ear、eye、mouth 等词，因此在上课之前教
师可以制作一个微课《Our� body》，通过
图片出示不同的身体部位， 利用思维导
图帮助学生进行回忆复习， 既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 又激活了学生脑海中已
学过的单词，为新课做好了铺垫，顺利过
渡到本节课的学习，一举两得。

二、课中学习，提高效率
微课集图形、图像、声音、动画、文字

于一体，能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
活跃课堂教学气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它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各种信
息，将一些抽象的、难学的知识，通过图、
文、声、像等教学信息使之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使教学内容趣味化，使师生之间的

信息交流变得丰富而生动。 而且一节微
课解决一个问题， 在整体连贯的同时又
自成篇章，学生使用微课学习，可以在课
堂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小学英语教学中
有很多的关键句型， 这些是学习的重难
点。 例如四年级学生刚开始接触现在进
行时态，教师在制作微课时，可以将班上
的学生作为素材， 拍摄多张学生正在写
作业、读书、玩游戏、吃饭的照片放入微
课中， 同时在照片下标注 writing、read-
ing、playing、eating 等等，这样学生就能很
直观地知道动词后面加上后缀 ing 就表
示这个动作正在进行， 也就是英语中的
现在进行时， 因而本节课的难点迎刃而
解，课堂效率也大大提高。

三、课后复习，巩固消化
由于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足，学

生也没有使用微课学习的习惯， 因此教
师要发挥好引导作用，及时提醒、检查、
监督， 使学生逐步养成使用微课学习的

习惯，把学习变成一种主动的行为。 教师
制作成教学视频后， 可以发布到班级微
信群， 学生在家里观看视频并完成相应
的任务，及时巩固所学知识，让学生感受
到精彩的课堂上留下的余温。 例如学习
名词的复数形式时， 掌握名词复数的变
化是一个难点， 教师可以录制一个微课
来归纳名词复数的变化规则， 帮助学生
理清思路、了解规则，由于名词单数变复
数变化规则很多， 学生在课堂上难以当
堂掌握消化，课后通过反复观看微课，可
以帮助学生巩固记忆。

总之， 微课作为目前一种新型的课
堂教学形式， 不仅改变了教师的教学方
式，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真正体现
了以学生发展为宗旨的教学理念。 它能
够实现对知识的有效传播， 符合当前个
性化和深度性的学习要求， 打破了传统
教学中存在的条条框框， 使小学英语课
堂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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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偏小，对新鲜

事物充满了好奇， 尤其对色彩鲜明、个
性突出的内容更加感兴趣。 微课就是充
分利用了小学生的这一特点，将抽象的
语文知识转变为形象、 具体的内容，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以一种身临其境的
真实体验，拉近学生与语文知识之间的
距离。

例如，在教学《心正笔正的柳公权》
时，我运用微课将柳公权的简介、成就
等背景介绍绘声绘色地展示出来，让学
生直观地了解到柳公权对中国书法艺
术的影响，为学习他正直敢言的良臣形
象打下较好的基础。 这样，既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 又拉近了时代距离感。
在教学《西风胡杨》《火把节》《走进丽
江》《富饶的西沙群岛》时，如果我口述
它们的美，学生可能无法真实地感受到
祖国河山的神奇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
情，这样我就采用微课模式，为学生呈
现西北沙漠、云南丽江、凉山彝族火把
节的相关景点、 节日的图片或视频，让
学生入情入境，从而产生浓厚的兴趣与
教师共同参与到教学活动当中。

二、提高教学效率，突破重点难点
教育专家胡铁生说:“一节课的精华

总是围绕某个知识点或者某个教学点
展开，精彩的环节都是短暂的,瞬间的。 ”
而微课的特点正是时间短、 针对性强、
精简高效。 小学语文课堂往往面临学生
理解能力较弱， 重难点不易掌握的情
况，借用微课组织教学，则能帮助学生
掌握重点、突破难点，达到将知识消化
的目的，真正地让课堂教学变得“活”起
来。

例如，在教学《顶碗少年》时，我通
过微课播放“第一次顶碗失败———第二
次顶碗失败———第三次成功顶碗”的动
画视频，让学生真切感受顶碗少年坚持
不懈的精神， 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悟
出“敢于坚持拼搏，才能获得成功”的道
理。 在教学《左公柳》时，我通过微课播
放左宗棠的人物小传，侧重突出收复新
疆这一壮举，紧接着展示西北边塞的柳
树图片，引导学生抓住“高大茁壮、英勇
无畏、坚韧顽强”这些词语来感悟自然
之树和精神之树。 这样，视听结合，声像
并茂，学生也在教学情境中更好地理解

和领悟了文本内容。
三、激活学生思维，增强语文综合能

力
汉语言博大精深， 诸多古诗文内容

能感悟但不易表达，可意会而难以言传。
借助微课，可以加强教与学的互动，让学
生积极思考， 引导学生大胆发表各自的
意见，发挥自身想象力和创造力，有效地
去解决问题。

我在教学《登黄鹤楼》时，首先利用
微课，播放了一段优美壮观的黄鹤楼、长
江的景象， 把这首诗的意象很好地表现
了出来，也成功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有学生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黄鹤楼
心不甘，我以后一定要去看看”；还有的
说“离别是伤感的，而喜爱游山玩水的李
白在情深意重的惜别之中， 也流露出了
一丝羡慕与向往”。这样，通过微课辅助，
让学生受到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极大地调
动了学习的积极性， 有效增强了学生的
自主探究能力。

四、提升教学水平，利于教师与时俱
进

国外的教育心理学专家曾经做过一
项研究： 人们接触一个新鲜事物的注意
力，平均值为 10 分钟。 当下的微课刚好
符合这一人类认知特点。 现在的学生喜
欢微课，因为这种模式既节省了时间，又
解决了问题。 现在的很多年轻教师也喜
欢微课，他们刚刚参加工作，在教学的重
难点上有时也和学生一样把握不到位，
而通过观看优质的微课资源， 可以积累
经验，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同时，教师
制作微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
与学习的过程。久而久之，不仅学生对知
识的储备量越来越多， 教师自己的专业
化基础也会得到夯实， 综合业务能力自
然会得到提高。

总之， 微课符合当代小学生身心发
育特点，能提高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起
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同时对促进教
师的专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们
小学语文教师要因课制宜， 积极引入微
课教学模式，构建有效语文课堂，营造轻
松、 愉悦的大语文氛围， 促进小学生全
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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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学美术
学科对小学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
用,�社会对其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伴随着
“微时代”的悄悄来临，在小学美术课堂
中使用微课,� 已成为了小学美术教师研
究和创新实践教学的一种新技能。

【关键词】微课 美术课堂 应用
微课是以教学内容集中、 教学形式

简单为特点的“经济实用”型课。 微课虽
“小”,� 但教学内容与目标正好可以对课
堂教学发挥重要作用,�“小”中见大。因其
音频和视频的感官体验， 能极大地满足
学生的好奇心， 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自行录制，让学生充满了亲切感，
教学效果好。在美术教学中，应该在哪一
环节使用微课，使用时应注意什么，如何
使用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呢？ 在
此浅谈几点感受。

一、微课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微课导入在讲授新课时必不可少，

美术课也一样。 在这一环节使用微课，可
以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加强对知识
背景的了解。例如在讲授中国花鸟画时，
可根据教学内容， 寻找运用水墨为表现
手法的动画片， 截取以花鸟为主画面的
部分。 因为小学生看过的动画片全都是
电脑绘制的， 几乎没有见过用水墨表现
的动画，画面一出现，就会牢牢吸引住孩
子们的注意力， 这时结合着画面表现的
主题，导入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从而激发
兴趣，带动课堂。

二、微课讲解突出课堂重点难点
传统的美术教学要求美术老师课前

准备大量的资料和示范画,� 这一方面大
大增加了老师的教学工作量,� 另一方面
也容易导致灌输性质的被动教学,� 课堂
教学缺乏主动性。 而美术微课短短的几
分钟浓缩了绘画方法、名作赏析,�可以结
合录制教师幽默风趣的讲解方式,� 通过
视觉、听觉的感官体验,�引导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教学氛围中学习,� 从而大大提高
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引导他们主动理
解和掌握美术教学中的重点难点。 例如
在讲授中国花鸟画时， 传统教学方法的
示范环节,� 短短几分钟根本不能让学生
感受到从构思到勾线再到涂好颜色这一
系列过程。 然而通过微课 5 分钟左右就
可以展示绘画细节与技巧， 水墨浓淡干
湿程度等，缩短了教学时长，还将学生的

被动学习悄悄地转变为主动学习。同时,�
当学生绘画或手工制作过程中遇到难点
时,�可以将微课重复播放，学生通过反复
学习，作业效果就会好很多。 相比于传统
的美术课堂教学,� 美术微课的问题设立
集中、目标突出,�更加适合美术教师的需
要。

三、微课应用实现教学资源共享
在传统的美术教学中， 由于科目的

特殊性以及课时时长的限制， 许多知识
传授主要是通过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讲
述， 虽然能够使学生掌握良好的基础知
识， 但是却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相对较
差， 不符合当前美术教学的要求和美术
人才的培养方针。 我们将一些有趣的美
术教学视频“共享”到班级微信群中，让
学生通过手机在家自学, 作为课堂的延
伸，实现家校教学资源共享。 例如在教学
《编篮子》一课时,�趣味性很强，传统教学
短时间不可能示范全过程,� 更不可能演
示多个篮子的编法, 课堂上可以通过微
课，展示不同材质的编织条,示范各种编
织小篮子的不同方法，但是要学生学会几
种编织手法,� 40分钟也很难实现。课后再
将微课发送到班级微信群中,学生回家进
行巩固练习,一举两得。 许多孩子回到家
中,通过手机观看微课，按视频介绍的材
料编织,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和创作
作品。 有的学生和家长一起学习编制，家
长将孩子的美术作品再通过手机拍摄微
视频反馈到微信群中，其他同学也能被感
染到，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这是传统美术
课堂难以想象的。最后进行学生作品展览
的时候,� 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学生作品材
料丰富、样式多样、创造性极强。

总之，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
微课作为教育的新生事物， 给我们提供
了诸多启迪，为高效、创新的美术课堂提
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 美术微课的出现，
让小学美术课程更加丰富多彩， 它让学
生如身临其境，更加直观的认识事物，激
发学生的兴趣和创作灵感。 作为一名新
时代的小学美术教师， 我们必须紧跟潮
流，提高信息化、专业化水平，在美术教
学探索中不断前进， 使小学美术课堂教
学更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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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微课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石门县第一完全小学 何悦

巧用微课，助力小学美术课堂
石门县第一完全小学 阳洁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