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

编辑：尹慧 版式：夏艳辉
电话：0731－84326418 E-mail:kjxb0731-178@163.com

论坛

初中音乐开放性教学初探
安乡县城北中学 周亮
开放性教学，是在教学方法、空间、评价
等方面的开放，立足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立足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创设一
种民主、平等、和谐、自由的教学环境，最大
限度地提高学生活动的自由度， 大胆放手，
让学生尝试， 使每位学生成为学习的参与
者、探索者和发展者。 这也是《新课程标准》
向音乐教师提出的要求。 据此，我根据本校
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多年来的音乐教学实践，
在初中音乐教学中大胆进行开放性教学的
尝试与探索。
一、开放教学的原则
1、开放性原则：所谓开放，即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活动和学生与教学内容之间相互
作用上的开放。 在音乐教学中，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
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学会主动学习，获取终
身学习的能力。
2、趣味性原则：人对某个对象感兴趣，
就乐于接触它，并力求认识它，了解它。 学习
最好的动机莫过于学生对学科本身所产生
的兴趣。 因此要以激发学生学习、钻研的兴
趣为着眼点，让学生亲身体验到音乐课堂其
乐融融，积极地投身到音乐知识的学习和音
乐活动的参与中去， 从而达到陶冶情操、启
迪智慧的预期效果。
3、实践性原则：在音乐教学中，我特别
注重学生的参与意识。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
听、唱、弹、跳、演等实践，享受音乐的美，感
受成功的喜悦，同时提高能力，陶冶情操。
4、创新性原则：创新是开放性音乐教学

的灵魂，学生在参与活动、实践操作的过程
中， 往往会用发散思维进行创造性学习，获
得新发现，获取新知识，从而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二、开放性教学的实施策略
1、引导学生兴趣
从学生方面来看，我通过调查，了解到
大多数学生喜欢轻松愉快的流行音乐。 根据
这一实际情况，我在音乐教学中，把教材内
容与流行音乐结合起来进行教学。 我选用了
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符合学生审美情趣的流
行音乐作品，如在学唱《歌唱祖国》时，引导
学生列举一些歌颂祖国的歌曲——
—《大中
国》、《好汉歌》等，并让学生唱一唱。 这样既
活跃了课堂气氛，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使学生从中感受到爱国情怀。
2、拓展课堂教学
在音乐教学中，给予学生展示才能的机
会， 将课内教学活动与课余学习联系起来，
把课堂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 如上《戏曲》
这一内容，课前我就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
每个学生去搜集一些与戏曲有关的资料，并
向自己的父母或长辈请教，学唱一段或几句
在民间较有影响的戏曲片断，如绍剧、京剧、
越剧、莲花落等。 上课时教师要求同学们把
自己学到的戏曲片段，在班上演唱，大家一
起来听，属于哪一种剧种的唱腔。 由于每个
人在课前都请教了长辈， 有了一定的收获，
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表现自我的机会，想在
同学们面前好好露一手。 虽然有极少数同学
不敢在大家面前演唱，但他们用另一种办法

完成了教师布置的作业，把长辈们演唱的戏
曲片段用磁带录了下来，在班上用录音机播
放给大家听。 这样一来，不但使课堂气氛相
当活跃， 而且能让同学们准确地辨听绍剧、
京剧、越剧、莲花落等剧种的唱腔，加深了他
们对戏曲艺术的理解，懂得戏曲是我国民族
文化艺术中的瑰宝。 我认为这种教学效果，
远远超过了教师自己讲解教唱的效果。
3、补充课外内容
从教材内容来看， 传统教材在某些方
面，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了。 教师应当精
选一些思想性、 艺术性具佳的现代流行歌
曲， 如：《龙的传人》、《中国娃》、《好日子》、
《橄榄树》、《中国功夫》等，这些歌曲不仅旋
律优美， 而且都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对祖国、
对家乡的热爱，从而使我们的教学不用丝毫
说教，就能起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作用。
4、联系生活实际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当代社会对
音乐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音乐教学要向
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伸，要全方位
地将学生的音乐学习活动和他们的现实生
活结合起来。 社会生活中伴随了大量的音乐
现象，如礼仪音乐：庆典、迎送、婚丧等；实用
音乐：舞蹈、健身、医疗等；背景音乐：休闲、
餐饮、 影视等。 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欣赏、体
会、学习生活中这些音乐的风格特点，来拓
宽自己的音乐视野， 丰富自己的音乐知识，
激发学生热爱音乐、热爱生活情感，从而让
音乐伴随自己的人生，提高生活的质量。

农村中小学生隔代教育分析
桃源县木塘垸乡中学 邱斌
农民工外出打工，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家
中，由孩子的祖父母辈、外祖父母辈照管、教
育， 这些隔代长辈成为孩子的日常监护人，
担当起教育孙辈的重担，我们把这种教育现
象称之为隔代教育。 据调查，在农村中小学
中，学生属于隔代教育的达 30%，有的地区
（如我们乡）达到了 45%。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
趋激烈，这个比率还将不断升高。 解决农村
中小学生隔代教育问题，是全面建设和谐社
会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国教
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农村中小学生隔代教育出现的问题
及主要表现：
1、 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介入过少导
致的学习问题
一方面，那些父母在外的家庭，由于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文化水平偏低，对孩子
学习上的问题往往不能给予帮助； 另一方
面，父母一方在家的家庭，留在家里的父亲
或母亲由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和田间工作，
也没有时间去关注孩子的学习，这说明了另
外一个问题，由于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偏
低，与城市相比，父母对孩子学习上的辅导
相对要少了很多。
2、缺乏亲情抚慰导致的生活问题
父母在外打工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
较为复杂。由于在外打工，经济较为宽裕，对
留守儿童生活的支付能力较强，所以在生活
（主要是物质生活）， 留守儿童的满意度更
高；但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得到关
爱减少，所以，有些留守儿童不希望父母在
外打工。从年龄角度看，随着年龄的增长，留
守儿童逐渐意识到家庭完整和父母关怀的
重要性，因此，对生活的满意度逐步降低。

3、 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导致的心理问
题
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迅速发育的时期，
对自身的变化、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着自己的
理解与认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烦恼与冲
突。 这时，他们需要有倾诉的渠道，也需要有
人能够告诉他们怎样正确对待这些问题。 家
人在这方面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但由于父母在外，留守家里的其他亲属无暇
顾及他们的情绪情感变化，使得留守儿童缺
少了起码与父母交流的机会。 这种情绪的长
期积累，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二、农村中小学生隔代教育问题形成原
因分析：
1、从社会整体发展来看，农村劳动力大
规模流动与城乡壁垒存在矛盾
2006 年 ， 我 国 农 村 流 动 人 口 已 达 到
2.108 亿，比 2000 年增加了 48.3%，流动人口
的数量不断扩大，家庭化流动的趋势日益明
显。 城打工的农民工无法长期将子女带在身
边给予照顾，原因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
以及与这种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子女免费
或低收费入学， 必须在原籍所在地中考、高
考等制度形成的壁垒。 农民工无法承担子女
入学的高昂费用问题、在简陋的农民工子弟
学校入学无法解决升学考试问题；各地教材
的选用不同使得这些群体的子女在转学后
面临两地教育内容不能衔接的困境等问题，
直接推动了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产生。
2、从家庭认识来看，在经济收入与子女
教育之间取舍失衡
为了改善家庭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离
开了土地，到城市里务工谋生。 他们希望自
己的生活越来越好，也希望给下一代成长提

教师最爱听的是学生成功的笑声。 ——
—安乡县北河口中学高级教师

供更充裕的经济支持。 但在外出务工与子女
就学、教育之间相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前
者。 农业部 2004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劳动力
不外出的原因中“怕影响子女上学”仅占第
一、第二选择的 6.7%。这其中，既有生活压力
的原因，也有教育意识的原因。 但不同原因
导致的结果却是相同的，即：使儿童在不完
整的家庭中成长，在流动——
—留守——
—流动
的变化中长大。
3、从家长自身来看，家长的教育能力与
孩子教育需求之间形成落差
外出务工的家长整日忙于打工，没有时
间与精力过问孩子的学习， 对孩子的困惑、
需求、交往、兴趣的关注就更少了，在家里的
父亲或母亲忙于操持家务，对孩子的教育关
注仅限于让孩子完成作业，家庭教育基本处
于空白状态。 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时期的中
小学生，对学习、生活、自身的变化有太多的
问题需要解决，但家庭不能充分给予他们以
精神上的支持和知识上的解答。
4、从学校教育来看，课程设置与儿童身
心发展不相适应
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完整，留守儿童在心
理发展上存在更多的困惑与问题，他们需要
学校给予更多的帮助与疏导， 需要通过教
师、通过集体的温暖弥补亲子关系缺失对其
人格健全发展形成的消极影响。 但由于教育
理念、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多方面的制约，
农村学校很少开设专门的心理课程并配备
专门的心理教师，也很少有组织、有计划地
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生存教育、安全教育
和法制教育。 这些教育内容不但对留守儿童
是必要的，对生活在社会飞速变化，媒体迅
猛发展这一时代的所有儿童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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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职高学生学习基础 薄
弱，学习习惯差，学习兴趣不高，
尤其是对英语学习的厌倦等现
状， 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去开发他
们的非智力因素， 来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
一、 培养学生良好的性格品
质
性格是人对客观现实的稳定
态度以及相适应的、 习惯了的行 石
为方式和个性心理特征。 先天遗 门
传、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环 县
湘
境的不同，造成了学生不同性格， 北
这些性格对学生的学习存在着很 职
大的影响。 教师要教育学生不盲 业
中
从、不迷信、不耻下问、不依赖他 专
人、不怕困难。 职高教师更要重视
刘
培养学生的性格，培养向上进取、 群
谦虚好学、 踏实刻苦等良好的性 英
格品质。 这些性格品质对学好英
语都是很关键的。
二、 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动
机
动机是激发人们行动的主观
因素， 是人们发动和维持其行动
的心理欲望， 是人们行动的内部
动力。 而学习动机是人们从事学
习活动以达到某种目的和目标的
内心驱动力。 教学中，要使学生学
到知识，形成能力，主要靠学生本
身自觉的学习行为去完成。因此，教师必须重视对学
生学习积极性的激发，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动机。
1、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艺术
性。 因为日益增强的兴趣能诱发学生强烈的学习欲
望。
2、多表扬、多鼓励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方面，而
不是批评、惩罚。因为鼓励是比指责有效得多的动机
激发手段。
3、重视培养学生学习的成就感。 成功是诱发动
机的强烈因素，所以要满足学生的成功感，让学生经
常看到自己的进步，树立自信心。
4、充分利用教材中蕴含着的德育因素，对学生
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
三、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人们将注意持久定向并积极热情探索某
种事物或进行某种活动的个性倾向， 是积极投身于
某种事物或行为的内在心理驱动力。 学习兴趣是学
生对学习对象和学习活动积极探索的心理动力。 有
浓厚的学习兴趣就能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活动中，
从而大大提高学习效果并获得成功。
例如在英语教学中， 教师要千方百计地激发学
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具体做法有：
1、加强目的教育，从需要中培养学生学习英语
的兴趣。目的性教育使学生产生了学习的需要，学习
的需要又转化为学习的兴趣。
2、教学方式多样化，教学媒体现代化。充分利用
简笔画、挂图、电化教学等手段，使学生爱练、乐学，
不断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3、创设英语情景，使学生进入角色。教学中根据
实际情况采用值日生报告、答记者问、看图说话、扮
演角色、做游戏、讨论、竞赛等形式生动活泼地学习，
使教学形象化、趣味化、交际化。
4、培养学习自信心，给学生成就感。教学中要注
意多表扬、多鼓励，多给予学生肯定，让学生品尝到
成功的喜悦，不断获得成就感。
四、培养学生健康的学习情感
教学中，教师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爱好
学习、认真学习的情感：
1、关心爱护学生，使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帮助、
关心、鼓励、表扬、赞许而产生尊重教师、热爱英语学
习的情感。 避免采用批评、指责、嘲讽等引起消极情
感的错误手段。
2、多学多练，给学生更多的实践练习机会，通过
实践获得学习技能和技巧。 避免以讲代练而造成学
生学而不会的焦虑情感。
只有注重培养职高学生的良好性格品质和学习
动机，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健康的学习情感，
才能发掘他们的非智力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