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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创新教育， 创新教育

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作为班主任，常常会面对一个个水平

参差不齐的班级体， 或者说是一个个令人头

痛的学生群体———后进生(差生)，他们有的属

于学习困难，有的属于思想表现较差等，这部

分学生在班上虽说所占比例不大， 但却是良

好的班风学风建设中的最大障碍， 故要形成

一个良好的班风， 转化后进生即成为了班级

管理工作中最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剖析成因，找准转化方法

俗话说：“知人才能善教，善教先须知人”。

要教育转化后进生，事先就要了解和研究后进

生，只有深入细致地了解和研究后进生，才能

把握其思想脉搏和行为倾向，才能从学生实际

出发、有的放矢地开展转化工作。 在做此项工

作时， 应先多方了解这些学生的方方面面，包

括家庭背景、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及当前的学

习、生活、思想状况等，不仅要听取家长的介

绍，而且要倾听任课教师及学生的反映，注意

观察他们的言行表现。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

料后，冷静地分析每一个后进生成因，并将他

们进行分类，然后根据其不同情况，对症下药，

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来解决。

二、倾注爱心，破解转化难题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技巧的全部

奥妙，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陶行知甚至断

言“谁不爱学生，谁就不能教育好学生。 ”由于周围的冷眼和偏

见，后进生的心理往往封闭、孤独，他们明明对老师的爱更敏

感、 更渴望， 但却往往采取逃离甚至敌对的方式拒绝老师接

近，给转化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因此，在与后进生的交

流中,教师首先要倾注爱心，先做到动之以情，进而晓之以理，

再导之以行，切忌简单粗暴，以势压人。 具体一点来说，教师可

以在与后进生的真诚相待中把爱的信息通过诸如备课、讲课、

辅导、批改、课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面采用赞许、表扬、

信任、奖励、委托等措施微妙地传递给学生，以达到“激励”的

效应。 教育实践告诉我们，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手段，教师

情感可以温暖一颗冰冷的心，可以使浪子回头。 当学生真真切

切、明明白白地体验到老师对自己的一片爱心和殷切期望时，

他们就会变得“亲其师而信其道”，不再对老师设防。 而一旦后

进生愿意向老师敞开心扉，转化工作也就成功了一半。

三、激励进取，实现转化目标

人人皆有上进之心，后进生亦是如此，这是潜藏在他们心

灵深处的内在成长动力。 半个世纪前陶行知就这样提醒教师：

“在你的教鞭下有瓦特，在你的冷眼里有牛顿，在你的讥笑中

有爱迪生。 ”但一般来讲，后进生会主观地认为老师瞧不起他、

不信任他，他们想努力上进、改过自新，却既管不住自己，又怕

别人讽刺、挖苦。 根据后进生的这种心理特点，教师在做转化

工作时，不能持有偏见，应充分信任他们，要善于发现他们身

上的闪光点，并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使他们在心理上获得满

足，从而促使他们主动地把这些闪光点发扬光大，在如此的良

性循环中，不断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不断激励他们去完善和超

越自己，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树立牢固的心理基础。 此外，在做

转化工作时，教师不能简单说教，应多与他们接触，多参与他

们的讨论，成为他们可依赖可信任的朋友。 在接触、讨论中将

转化教育的着眼点由结论灌输转向正确思想方法形成的引

导， 使他们能够在社会准则和行为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独立的

思考、 反省， 逐步形成适合社会需要和发展的人生观和世界

观，并感受到教师的关心和帮助，感受到自己在班集体中的重

要地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律意识，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心理

状态和行为习惯。 这样，他们就能树立起“我能行”“我也行”的

信念，实现身心如一的转化。

四、跟踪监督，巩固转化成果

后进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控能力差， 往往会重复犯

同样的错误，即使有了进步，但若教师放弃了对他们的要求、

鼓励和再教育的话，他们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跌下来。 因此，

转化后进生不容易，巩固转化后的成果就更不容易。 这就要求

教师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绝不能轻易对他们丧失信

心，甚至认为他们已经无可救药，没有希望了。 要知道“一锹挖

不出一口井来，一口吃不出一个胖子来”，雕刻一座石像尚且

需要很长的时间，更何况是塑造人的灵魂呢？ 教师应该拿出十

二分的耐性，对后进生加强跟踪监督，反复抓，抓反复，有目

的，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教师持

之以恒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和监督，就一定能预防和减少

后进生反弹现象的发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后进生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

因而其转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只要找准后进生的形成原

因，采取灵活多样、因人而异的教育方式，并对他们倾注更多

的爱心和责任，就一定能取得理想的转化效果。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应试教育”思

想的支配， 教师在语文课堂上只注重于

“满堂灌”、“填鸭式”教学，这样，束缚了学

生的手脚，僵化了学生的思想,没有使学生

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满堂灌”、“填鸭

式”只局限于学生的“学会”？现趣谈如下：

一、设悬念激趣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说过：“所谓智

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兴趣”。 对学生的

学习来说尤为如此，兴趣是他们的内部动

机，是引导推动学生掌握知识与获得能力

的一种强烈欲望。 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应讲究激趣艺术。 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发挥其聪明才智，挖掘

其内在潜力；获得最佳教学效果。那么，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幽默风趣。风趣的语言可以使枯燥的

内容变得妙趣横生，它是语文课堂教学的

添加剂和润滑油； 能打破课堂的沉闷，活

跃课堂气氛，增强感染力，使学生在愉快

谈笑中、欢乐的情调中轻松获得知识。 二

是情境致趣。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我

们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

在于激励、唤醒、鼓舞”。 因此，教师要通过

创设特定情境或渲染气氛，使学生能触景

生情，由情生趣，从而产生强烈的学习兴

趣。 三是设疑激趣。 课堂设疑提问是训练

学生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有效方法。 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如能根据教材重点和难

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鲜而有趣的且

还能达到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问题，便能叩

开学生的思维之门。

二、激求知获趣

教师在上课前运用趣语、问语引出课

题后，学生的心理上已产生了学习知识的

兴趣， 同时基本完成另一个心理准备过

程，此时认定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则及时而

又有必要了。 以往传统的“应试教育”中教

师往往注重精心设计好的目标摆给学生，

说穿了无疑是给学生下达指令任务，这显

然是包办的。 一厢情愿，容易导致学生的

学习限于被动。 素质教育中，我们要把握

好认识标和发展标的本质区别， 因此教师

上课时必须把主动权交给学生。 一堂课首

先让学生根据课文的提示和训练重点，结

合课文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注解， 让他们自

己去思考本课有哪些主要内容？ 其中哪些

内容是重点？ 哪些是难点？ 认定目标，这就

是把主体活动前置， 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意识，保持和发展已

有的良好的学习态度，体现了民主学风，摒

除“保姆”陋习。 然后根据学生自己认定的

目标， 教师再根据自己事先设定好的目标

补充并详细讲解知识层次。 使学生不会感

到目标是强加给自己的， 同时也有利于创

设乐学的情调，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为顺利完成本节课的学习任务奠定基础。

三、励求新得趣

学生通过认定目标这一环节，初步把

握课文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容，但这仅局

限于表层，许多具体问题和知识点并没有

完全弄懂，因此教师针对这种情况，必须

在目标的指定下， 通过分析篇章结构，用

题目形式，以提问方式把一些重点、难点

逐个交给学生，让他们去思考，充分发挥

其想象和思维，开发他们的智力。 如果教

师仅仅只满堂灌式地把一点一滴授给学

生，而不以设疑形式启发学生思考，充其

量只完成了教学任务的一半，谈不上什么

素质教育。

四、质疑难寻趣

通过认定目标，以目设疑，使学生对

一堂课的内容有了全面的了解，但这些知

识仅仅是零散的， 没有进行集中归纳，不

能条理化、系统化。 同时一堂课的知识点

比较纷繁，学生很有可能把握不了重点和

难点，也许会导致舍本求末。 因此，教师在

一堂课的内容结束后，进行纲要式的板书

很有必要。 这主要是有利于学生能通过全

面学习，最后把握一堂课的知识重点和难

点，不至于本末倒置，避免不能做到以点

带面。从而纠正学生错误思维。不过，教师

在板书时不能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越俎

代庖，全盘代替。

五、敢创造葆趣

“应试教育”语文课堂教学的课后小结

往往成了教师的专利， 学生根本没有参与

权，为一改这种模式，使学生的主体表现得

到更好地显现，我打破了教师传统小结的专

利，采用众多学生个别小结，然后，归纳整

理，形成“集体成果”。 这样有意识地培养了

学生的知识概括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

有的学生的小结也许比教师想得更完整、更

周全和更有新意，从而创造性地开发了他们

的思维，挖掘了他们的内在潜力。

利用上述有效途径，使语文课教学不

再是空洞的说教，更不是“满堂灌”，“填鸭

式”。 而是力所能及地把调动和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作为活动中心，避免了语文教

学中的角色错位，真正突出了素质教育时

代的主题。 使语文课堂教学做到了真正意

义上的向主体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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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情境教学法体现了新课程的教学

观念，能改变传统的教师一讲到底、从知识

到知识的教学方法， 从而引导学生从情境

中提取有效信息，并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

解决新情境反映的问题。 这种的教学过程

不仅能帮助学生有效的掌握基础知识、基

本技能， 两且能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

能力，自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一、新课改背景下的小学语文情境教

学的基本内涵

小学语文课情境教学就是为了实现

语文教学大纲中所要求的教学目标，围绕

语文课的科目特点和一定的教学内容，通

过创设真实或虚拟的授课情境，来激发学

生对语文课内容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让其参与到教学中

来。并且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过程里， 在巩固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提

高自身的思考能力、实践能力、动手操作

能力，掌握日常生活中各种现实困难的应

对方法，从而实现教学目的，达到预设教

学效果教学方法。

二、新课改背景下的小学语文情境教

学的实践途径

（一）创新情境实践范式，优化情境教

学的技术结构

1、突出情境设计的生活化还原

突出生活化， 就是要将学生带入社

会，带入大自然，从生活中选取某一典型

场景，作为学生观察的客体，并以教师语

言的描绘，鲜明地展现在学生眼前。 语文

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生活有多么广阔，

学习的天地就多么广阔。培养学生用语文

的眼光，语文的头脑去观察生活，观察身

边的事物，学会语文地思考。

2、强化情境设计的故事性依托

对于小学生来说，特殊的身心特点使

得生动活泼的故事更能吸引他们，将语文

知识溶入趣味性的故事之中，最能引起学

生的注意。 在故事情境出现时，教师伴以

语言描绘，这对学生的认知活动起着一定

的导向性作用。语言描绘提高了感知的效

应，情境会更加鲜明，并且带着感情色彩

作用于学生的感官。

3、提升情境设计的思考深度

在设计教学情境时，要突出其与社会、

生活的关联性，尽管小学生的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不高， 但是他们也已经学会

用自己稚嫩的眼睛观察世界， 并提出自己

的想法。 因此，教师在进行情境设计时，要

注意孩子们所观察的热点，喜欢的重点，难

解的疑点是什么， 并以此为基点去完善情

境设计，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

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

（二）推动学生主体性发挥，优化情境

教学的学生基础

1、强化主动性

传统教育的弊端告诫我们： 教育应以

学生为本。面对当今新时期的小学生，服务

于这样一种充满生气、有真挚情感、有更大

可塑性的学习活动主体， 教师决不可以越

俎代庖，以知识的讲授替代主体的活动。

2、提升感受性

情境教学往往会具有鲜明的形象

性，使学生如入其境，可见可闻，产生真切

感。 要做到这一点，可以用创设问题情境

来激发学生求知欲。例如，《草船借箭》中，

因为条件的限制，教师当然不能将该课的

故事情境设计进行完全的还原，都用生活

真实形象再现出来，但是教师完全可以运

用强大的多媒体技术，借助视频资料从而

给学生以真切之感， 帮助在其对诸葛亮、

周瑜等人物的自主设计基础上，使人物更

加形象，丰满，提升对问题的理解。

3、契合实践性

情境教学注重“情感”，又提倡“学以

致用”，努力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特

定的情境中和热烈的情感驱动下进行实

际应用，同时还通过实际应用来强化学习

成功所带来的快乐。

（三）开拓教师授课思路，优化情境教

学的教师实践

强化“总结反思”的意识，部分教师主

要在课堂最后进行总结反思，小结一节课

的内容与主要思路，这往往是不够的。 这

里“总结反思 " 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教

师在课堂每个情境后引导学生积极总结

反思； 每学习一段内容后回头整理思路，

引导学生自己总结一段话；课尾再总结善

于凝缩，养成总结反思的习惯；其二是教

师在课前、课中、课后持续不断的反思，那

么对自己在实施情境教学中问题的认识

和捕捉可能就要准确的多，逐步向反思型

教师转变。

总之，将小学语文建构与情境之上这

样获取的知识，不仅便于保存，而且还容

易迁移到新的问题情境中去。 创设教学情

境，不仅可以使学生容易掌握语文知识和

技能，而且可以“以境生情”，可以使学生

更好地体验语文内容中的情感，使原来枯

燥、单调的语文知识变得生动形象、富有

情趣。可以说，良好的教学情境的创设，能

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为学生提供良

好的学习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