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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语文课堂兴趣盎然之我见
澧县城关中学 卢金枝
曾几何时， 我们的语文教学走向了单
调乏味，走向了枯燥无趣，以至于学生们讨
厌语文，害怕语文，甚至于渐渐远离语文。
究其原因，不是在于学生，而是在于语文教
师自己，是我们用死记硬背、机械训练、保
守固执关起了语文乐园的大门， 让学生们
在这座知识的宝库面前，只有望而却步。要
想重启语文乐园的大门， 让学生在语文的
乐园里自由自在地遨游， 以下的几点做法
不妨一试：
一、用教学的艺术魅力，诱导学生“懂”
语文教学是一种艺术
作为老师， 我们应该努力赋予语文教
学技能方法以艺术的美， 让学生快乐、喜
悦、迷醉。
（1）激趣，让学生在情境中“乐”语文在
上《狼》这一课的时候，为了达到读者与作
者心灵的沟通， 我设计了一个答记者问的
小环节， 我班梅蔓和曹玉玲两位同学扮演
记者，像模像样，她们设计的问题尖锐，在
采访的时候很快进入角色， 又是和被采访
的对象握手又是说再见的，她们落落大方，
面带笑容， 给听课的老师留下了很深刻的
印象，课前我只是稍微点拨了一下，创意的
部分据她们自己说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在
教学《童趣》时我给了学生 5 分钟的时间盯
着教室里的电扇，让他们切实的体会到“项
为之僵”的感受。 教师创设了情境，使课堂
由“平面”变得“
、立体”，使课堂成五光十
色、富有张力、充盈美感的信息场，从而激
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让学生情不自禁
地“乐”语文。
（2）走向社会，使学生在实践中“用”语
文学生的学习， 大多必须以其生活体验为
基础，因而应该强调在自然中学习，在社会

课本中的课文都是精而选之， 具有典
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比如让学生找找身
边的不规范字，为身边的实物写广告词，有 型性。 怎样使学生品味到更多的名家名篇
的同学在给保护小草拟广告词的时候是这 呢？ 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课外阅读的具
样说的
“
小草在睡觉，请从旁边绕”；有的同 体要求。针对这一点，我广泛发掘班级学习
学给喜良车行设计了这样的广告“车到山 阵地，让学生广泛阅读。 其一，我在班中开
前必有路，有路必有喜良车”……让学生在 辟了“每周必读”，让学生诵读、摘记，并进
生活中用语文， 积累语文。 老师要转变观 行评比。其二，我充分利用每天晚读报的时
念，坚持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的教学方 间， 把每周星期天的读报时间设定为听读
式，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欣赏课，向同学们介绍一些名作，让学生欣
二、用语文的自身魅力，吸引学生“品” 赏、品读，体会到了诗情画意。另外，我还让
语文
同学们作好课外阅读摘记， 并不定期进行
语文是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也 交流，从而在班中掀起了广读诗文的热潮。
三、用教师的文学修养，感染学生“爱”
是传承社会文化的载体，是与人的生命共存
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 语文
情。”语文中有无穷的魅力等着我们去挖掘。
要想叫学生喜欢语文， 教师首先必须
（1）、紧抓课本中的佳作美文，让学生 是语文的爱好者， 并有着较为扎实的语文
反复诵读
功底和宽厚的文化积累，只有这样，才可能
课本中很多课文，无论是写人、叙事， “
厚积而薄发”， 才可能吸引学生、 感染学
还是描景、状物，无不充满着迷人的美。 我 生。 为此，我特别注重理论学习，努力提高
紧紧抓住课文中每一个真、善、美要素和亮 自身的文学修养， 努力以美的教学语言去
点，激发学生去咀嚼、品味、感悟、欣赏，使 感染学生， 注重平时和学生交谈时的语言
学生的性情得到陶冶和感染， 心灵得到净 美。 和学生谈话间， 我经常会兴致勃勃地
化与提升。每一篇佳作美文，我都是让学生 说：“我送你一句话！ ”“我想起一句诗！ ”在
反复诵读。 在教学中我一般都会安排这样 学生的作文本上我也经常会写上这样的
几个层次的读： 自由大声读， 读通顺读准 话：“老师希望你吃得苦中苦， 成为人上
确；分小节细细品读，每读一个小节，又分 人！ ”学生显然对这些名言、古诗是非常感
几个层次，比如教学第一小节时，首先是让 兴趣的，在我的感召之下，他们也逐渐开始
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大胆地试读， 然后我 积累名句， 现在我班基本上每个同学都有
让学生分小组分角色读， 在相互交流帮助 自己的摘抄积累本， 这样学生就在不知不
下，学生越读越投入。我再请同学进行比赛 觉中走进了语文的乐园。
读；分节读完，请学生将全文配乐诵读。 经
总之，语文教学的本位就是重积累、重
过这样一系列的诵读后， 学生真正地品味 感悟、重读书，我努力把握住这一点，让每
到了语言文字的魅力。
一堂语文课都上得有声有色，有情有趣，让
（2）、扩展课本外的名家名篇，让学生 学生真正地爱语文，让学生真正地懂语文，
广泛阅读
让语文课真正成为学生的学习乐园。

还原古典诗歌之美
—古典诗歌的教学方法探索
——
汨罗市八景乡九年制学校 李拥军
二、还原诗歌的意境
我国是诗歌之国, 诗歌艺术几乎已经
成为我国文学历史的代名词。 所以在现行
古典诗歌大多采用了情景交融的手
的中学语文教学中, 古典诗歌也占有重要 法， 所以古典诗歌在画面的表现力度上很
的比例。 但是古典诗歌毕竟距离学生生活 强， 在教授时教师要让学生的认识总是从
的时代久远,学生对此比较陌生,加上在古 感知开始的，通过感知，形成表象。 教师就
典诗歌的传统教学中,把优美的诗歌“字字 是要利用形象的可感性、直觉性,抓住形象
解释、句句过关”,惟恐有所遗漏,甚至“字斟 的分析，感情的熏陶，运用生动优美的语言
句酌”到对一些令许多学者、专家都感到困 向学生展开作品所描绘的生动画面, 在作
惑的难以考据的字词也不放过, 大大破坏 品所描绘的形象与学生思维之间架起一座
了诗歌的美。另外是教法缺乏新意。所以教 桥梁,使他们感知美,热爱美。
师要调整教学方法,使之行之有效,还原古
我们可以借助意象组合画面, 还原诗
典诗歌之美, 让其在现代生活中依旧绽放 歌的丰富画面。 无论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绚丽之花, 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效提 浅草才能没马蹄” 的早春郊景那即将绽放
高自己的审美意识。
的喜悦生机，还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一、还原学生的兴趣
长江滚滚来”的秋日的悲寂；是“明月别枝
古典诗歌是美的， 当然这种美绝不是 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靠老师喊喊口号，学生就能心领神会。诗歌 取蛙声一片”的清朗自然，轻松愉悦，还是
以短巧精练而著称， 学生很难一读到诗歌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人生禅境，这
就被其打动。 指导学生对古典诗歌作品做 些形象之美无须分析讲解，不能断章取义，
适当的鉴赏、评析，让学生认识古典诗歌的 只要我们闭上眼睛，用心灵的视觉，都能感
整体美感,体味诗中之情,想象诗画之景，理 受到那份诗意之美。所以教师以不讲多，不
应成为古典诗歌教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所 多讲为原则， 把古诗本身质朴的美展现给
以作为一名引导者的教师来说, 在教学过 学生，不要贪多求全，引领学生在诵读的基
程中我们首先要完成的是酝酿诗歌, 酝酿 础上， 调动学生的自身的生活积累与审美
出诗意的情境, 激发学生的兴趣去体会情 经验，通过艺术的联想与想象，用美妙的语
真意切的情感,还原诗歌的创作情境。 比如 言赋予这些优美的语句以新的生命， 这何
在讲授柳永的《雨霖铃》时,设计让学生边 尝不是在感知古诗的意境呢？ 也许我们在
闭目聆听哀婉的乐曲, 教师边轻轻述说一 课堂上的这种“舍”，会带给我们更多“得”
段失意才子与挚爱的人不得不分离的故 的惊喜。 让学生从意境的再现中结合独特
事，让学生产生兴趣，进而有一种身临其境 的审美感受再造个性的审美意识， 这种效
的感觉，为课文的进一步挖掘做铺垫。
果远超我们字句斟酌的教学效果。

三、还原作者的情感
古典诗歌诗言情或诗言志， 其情其志
是作者真实情感的表达。刘勰所言：
“
情者文
之经，辞者理之纬，经定而后纬成，理定而后
辞畅，此立文之本也。”读诗就是品读诗人的
心声。 教学时，要引导学生深入到诗人的内
心深处，体验诗人的情感，从而触摸诗人的
灵魂，所谓知人论世亦是如此。 在教苏轼的
《江城子·密州出猎》前，教师可以全面介绍
苏轼的人生经历，让学生了解“乌台诗案”，
知道流放黄州的无奈，体会《赤壁赋》中“寄
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旷达，给学生
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泪的苏轼，所以当诗
人被贬到密州时，他胸襟开阔，期望着
“
持节
云中，何日遣冯唐”时是多么的真挚可爱，似
乎我们看见两鬓微霜的词人，追猎的豪气中
依稀流露出少年的激昂壮志。这似乎是青年
时代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
似乎又是“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的中年李白。 我们感受到苏轼那颗跳动
的心灵， 理出苏轼那喜怒哀乐的情感轨迹。
经过这样的体验，学生对这首词以及苏轼本
人才会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会对苏轼的整个
作品有了情感的框架。
总之， 我们在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上要
以遵从诗歌的本体之美为原则, 教学的过
程是挖掘美点，寻觅美迹的过程，绝不是割
裂诗歌之体，破坏诗歌之意的过程。所以还
原了诗歌的美，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才能
准确地把诗歌的无限魅力传递给学生，引
领他们去发掘古典诗歌的青春活力。

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 ——
—第斯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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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坚持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提高
全民族的素质。 美术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
“
是对学生进行审
美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素质”。
一、 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及中学美育
的任务
审美教育，即我们常说的美育，其根本
目的是什么呢？ 我国近代美学家、教育家蔡
元培先生说：“美育者， 应用美学之理论于
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 ”（
《教育大
辞典》艺术条目）这个定义虽然未必全面，
但蔡先生抓住了美育的本质问题， 对我们 澧
县
讨论美育的根本目的是非常有启发的。 所
澧
以， 今天许多人仍然主张审美教育就是情 东
中
感教育，这与蔡先生的观点是相通的。
必须纠正认为审美教育就是“艺术教 学
育”的错误观点。 艺术固然比较集中比较典 徐
型地表现了生活中的美， 也比较充分地反 国
荣
映了人们的审美判断和审美理想，但是，审
美教育的内容并不限于艺术。“自然美、社
会美， 特别是社会美， 作为审美教育的内
容，其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陆广智《基础
美学》正确的做法，是应该把自然美、社会
美、艺术美共同纳入美育的范围，把三者结
合起来； 而艺术教育在三者之中自然承担
首当其冲的作用。
由此， 我们认为审美教育就是培养人
对自然美、 社会美和艺术美的欣赏能力和
审美观点的教育。 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
会主义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具体地说，审美
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提高人们感受美、鉴
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树立、端正人们的审
美观念、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陶冶人们的性情、净化人们
的情感，美化人们的生活，使人们更加热爱美、热爱生活。
二、中学美术课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内容和途径
我们将 《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美术教学大
纲》有关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条文进行剖析，并结合上节
所述中学美育的任务， 可将中学美术课的审美教育内容作
如下概括：
1、形式美感的培养。作为视觉造型艺术的美术，无不依
赖形式而存在。 学生接触美术，首先接触美术的审美形式，
亦即构成美术作品的各种艺术语言因素，如线条、色彩、质
感、肌理等。 在中学美术课的初级阶段，往往首先引导学生
去认识线条的魅力。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 线条是造型的基
础，各种不同粗细、浓淡、干湿、疏密、轻重及抑扬顿挫、刚柔
并蓄、变化莫测的线条，表现了不同造型、不同质感的千变
万化的事物。 在这里，线条具有神奇的魅力。 美术教师要善
于选择有代表性的优秀传统作品指导学生去进行欣赏和分
析，然后通过白描练习加深理解。 在素描和西画中，线条不
仅用来勾画轮廓， 而且是表现对象形体结构和质感的造型
因素。在课堂中则通过临摩优秀素描作品和写生，来培养学
生对这一造型因素的感受和表现能力。
2、审美情趣的培养。梁启超曾说过“
情感教育最大的利
器是艺术。 ”“
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
匙都把握住了。 ”（
《趣味教育与教育的趣味》），国外也有人
主张艺术教育就是情感教育，这种论断虽然未必全面，但情
感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一种功能，是无可非议的。如一次家
乡风景的写生和校园风光的描绘， 可以激发学生对家乡风
土人情的眷恋和保护校园环境的责任感。
3、审美创造能力的培养。 美术教育不以培养学生感受美
和鉴赏美的能力为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审美想
像力和创造力，提高形象思维能力，以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和
技能，去从事改造生活的实践。 著名美术教育家丰子恺先生
说过：“想像是绘画上极其重要的一事，有形的东西，可用想
像使它变形；无形的东西，也可以用想像使它有形。 ”孩子们
充满幻想，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将他们的丰富的想像力转化
为审美创造力。 这种艺术的审美创造活动，以他们逐渐形成
的想像力为前提，又以在美术课中逐渐学到的技能技巧为必
要途径。 所以美术技能技巧的训练在中学美术课中仍然占有
重要地位。 学生们运用所学到的有关线条、色彩、比例、构图、
透视、解剖、质感、肌理等造型手段，以及对客观事物的观察
分析能力，在老师的指导下就能够变无形的想像为可视的形
象，创造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美术作品来。
以上所述三个方面为内容的审美教育， 应该贯穿美术教
学的始终，要克服过去以技能训练为目的的教学模式，使审美
教育成为中学美术教育的一条主线， 并用这条主线将视似独
立分散的各课题联系起来，组成一部主旋律强劲的美育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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