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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下语文学习的大环境和开放性
益阳市箴言中学 张令丹
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学了 看，那门边的对联，墙头的标语、广告是我
十几年的语文，水平究竟如何？ 不庸讳言， 们留心的对象。 更主要的，还要多思。 孔子
现状是不乐观的： 有的学生即席讲话，面 说：“学而不思则罔。 ”只有通过思考，才能
红耳赤，词不达意；有的学生作记录，竟会 真正领会知识的妙处，从而获得新知。 总
听不懂一般的词语；有的学生复述所听所 之，语文学习的大环境，就是跟社会的所
读的内容，会不得要领；有的学生写文章 有人学， 跟所有的有益的课外读物学，跟
更是狼狈，不懂格式，语不得体。 造成这些 中国学，跟外国学，跟现代学，跟古代学。
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 我认 可以泛泛地学，也可以细致地学；可以宏
为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我们教与学的 观地学，也可以微观地学。
所谓走向开放，就是指横向辐射和纵
封闭性。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源远流
长，光辉灿烂的文化，哲学、历史、经济、政 深发展。 先谈谈横向辐射。 我们把数学、物
治、科学、文学等巨著，汗牛充栋。 然而，我 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等各科的
们的学生又读过几本原著呢？ 我们的教师 学习和语文学习有机地联系起来叫做横
向辐射。 像数理化学科都是很好的说明
又向学生介绍了多少呢？
所谓语文学习的大环境呢？ 就是不受 文，我们在理解这些学科的定理、公式的
时间、地点等条件的限制，也不受知识类 同时， 还要揣摩其所在文章的语言特点，
型限制的语文学习环境。 广义地说，世界 说明顺序，分总开合的规律。 比如物理学
上的一切知识都可以划归于语文范畴。 因 中的欧姆定律：“导体中的电流强度，与这
为任何知识都必须用语言文字来表述，并 段导体的电压成正比，与这段导体的电阻
—这个规律叫做欧姆定律。 ”我
且涉及到语言的组合规律和逻辑规律。 这 成反比——
不是语文又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可以这 们学到这条定律时，可以这样分析：这条
定律的主语部分“电流强度”用定语“导体
样说，语文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
我们怎样在大环境中学习语文呢？ 古 中”限定了它的所属范围。 第一个谓语部
人说：“处处留心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 分，用介词结构“与这段导体两端的电压”
章。 ”这两句诗，就十分精练的概括了大环 作状语，说明和“电流强度”作比较的对
境中学语文的方法和途径，即留心一切事 象，而这个对象“电压”，又用定语“导体的
物，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 两端”规定了其所在的位置和范围。 第二
我们要在大环境中听，广播要听，闲谈也 个谓语部分的结构和第一个谓语相同。 通
要听；豪言壮语要听，娱乐笑话也要听；宏 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仅学习了语文而且
论雅言要听，村野俚语也要听；高山流水 也加深了对物理知识的理解。 又如数学中
要听，小溪叮咚也要听。 客人聚会的餐桌 “弦切角等于它所夹的弧所对的圆周角”
上，公共汽车上，菜市场里，超市里，都是 这样精确的定理，如果去掉了“圆周角”的
听知识的好环境。 我们还要在大环境中 两个定语，就成了假命题，只有保留这两

个定语才成为真命题。 如果我们在学习其
他学科时能结合语文知识来学习，那么我
们的思维会更严密，语文基础知识的运用
会更灵活。 开放式的横向辐射的语文学习
的作用可谓大矣。
接下来谈谈走向开放的另外一层含义，
即向纵深发展。 在语文学习中，对某些内容
作深入的发掘，拓展知识面，这就是纵深发
展。 比如我们学《故都的秋》，中间提到了欧
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我们就
应有这样的兴趣：《秋声》与《赤壁赋》的原文
是什么？主题思想是什么？如果教师未提及，
同学们要去图书阅览室查一下。
又如，当我们背完苏轼的“大江东去”
以后，是否又会想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
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
古名句？ 又比如，当我们读完李清照的“试
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时，是否又想起
了她另一首词中“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的名句？ 如果我们在每接受
一个知识信息的同时，又回顾以往的知识
信息，或则开拓更新的知识领域，寻找更
新的知识信息，那么就达到了向纵深发展
的目的了。 这样一来，有的人可能会问，语
文这样学岂不是太散了吗？ 这不能叫做
散， 这完全没有超出大语文这个圈子，我
们还是在大语文的海洋中遨游。 如果一定
要说是散的，那我们可以这样说，越散越
好，越杂越好。 因为散得越开，知识的覆盖
面越大，知识的信息量越多，脑海可供选
择得越多，自然，听说读写思的能力就提
高得越快。 在大环境中开放地学习语文的
目的就在此。

初中生英语学习分化问题研究
长沙市二十一中 刘建元
外语学习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为了
创设更多、更好的语言环境，各大名校都
纷纷开设拓展课或双语课程，来拓宽学生
学用英语的时空。 如何有效提高学生英语
成绩呢？ 我们拟定了以下措施：
一、 注重家庭因素对学生的重要影
响，积极取得家长的支持
由于家庭因素在教育中所特有的影
响，无论家长的文化水平如何，他们对子
女的学习要求也是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
因素之一。 从我校的调查表来看，绝大多
数家长对孩子的学习还是比较重视的，但
是在这些家长中还要分成两类：第一种家
长由于工作较忙的原因，对子女的学习鞭
长莫及，譬如我任教班级中的章某，他们
家是开饭店的，还在外地开了分店，吃住
在外地，父母虽然希望孩子好，但平时很
少有时间关注孩子的学习；第二种是家长
对子女的学习比较关心， 要求比较高，但
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想帮孩子但能
帮的比较少。
因此针对不同的家庭情况，我们也要
采取不同的措施：
1、和家长勤联系，争取家长的理解和
配合。 同时也要让家长意识到如果家长抱
有无所谓的态度，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就会
不求上进，越来越差，希望家长能够重视
学生的英语学习，积极配合老师。
2、指导家长重习惯培养，帮助解决具
体家庭教育问题。 有的家长想帮孩子，但
是由于自己知识和教育技巧上存在缺陷，
帮不上忙，只有干着急，一着急，就又打又
骂，这样只能适得其反。 因此作为教师应
该帮助每位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
念，不混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不让家

长替代教师的作用，而是指导家长配合学
校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正确的书写习
惯、复习习惯、良好的做作业习惯等。
二、激发中差生学习兴趣，用发展的
眼光看待中差生、对症下药
应该说任何学生都会同时存在优点
（即积极因素）和缺点（消极因素）两方面，
对于优生而言，他们的优点是比较显而易
见的，而对差生而言，他们的缺点就比较
显性，因此教师在看待学生是很容易出现
一个误区就是只看优生的优点、差生的缺
点，而不看优生身上可能存在的缺点和差
生身上的闪光点，这种态度将会妨碍学生
进步。
我们应当纵向地看到：差生的今天比
他的昨天好，即使不然，也应相信他的明
天会比今天好，帮助他们找到优、缺点，以
发扬优点，克服缺点。 其次应有平常的心
态：差生也是孩子，厌恶、责骂只能适得其
反，他们应享有同其它学生同样的平等和
民主，也应享受到优秀学生在老师那儿得
到的爱，作为一个教育者在对待中差生时
应该具有自我调控的能力。
学生间的差异客观存在， 有的孩子
记忆能力较差，有的学生理解能力较差，
在单词记忆、语法理解、运用等方面不同
程度的存在困难。 英语教师要善于通过
学生上课、作业、练习、补课等的反馈及
时找出学生的薄弱部分并分析原因，对
症下药。 对中差生的帮助并不一定在固
定的时间或地点（可以是上课、下课、午
休或课后；可以在走廊、教师或图书馆），
也不求时间的长短或形式（下课点拨、电
话询问、假期补习等），有效才是最重要
的。

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 ——
—居里夫人

三、 在英语实践活动中关注中差生，
多给他们一些参与的机会
我们知道实践活动对学生的心理体
验是有重要的影响的。 在课堂上我们可以
看到中差生可能能做的事情比较少，能听
懂的、能说的也比较少，这就不可避免的
给他们创造了玩的机会，而且随着他和班
级中其他学生的差距的拉大，他的孤独感
越来越强，满足感越来越少。 因此在课堂
上， 我们应该让学生最大限度的参与课
堂， 而不是为了追求课堂的热烈程度，就
只点好生，忽略中差生。
四、 关注初中英语教材跨度问题，提
高教学的有效性
人教《新目标》英语教材跨度大的问
题客观存在，如何提升初中生整体英语水
平是每所学校正在认真思考、积极探索的
问题，我校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根据初一
英语学习内容少，难度低的状况，教师横
向加大大部分学生的字母和单词抄、默的
要求，渗透简单的语法知识。 并要求根据
初一年级学生各班的英语学习情况，适度
加大纵向单词或句子的渗透，并编写了拓
展教材，供教师自由选择。
其次从初二年级开始，同年级英语备
课组的教师的增加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每
周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学重难点精心
选择和编写练习，并认真批改和订正努力
做到知识点、难点周周清，并为学生整理
出金字塔型错题集，增加每次练习题的针
对性、有效性。 复习阶段、梳理出每阶段最
基础的保底内容，努力做到人人过关。
总之，我们应该运用多种方法，尽量
使所有的学生能过真正掌握好英语这门
语言，为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好基础。

教学

C7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学习兴趣
是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 是推动学生
探求内部真理与获取能力的一种强烈
欲望， 它在学习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要我学与我要学，效果截然不
同。 数学是一门抽象性很强的学科，如
何激起学生学习的乐趣， 是数学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应十分重视的问题。 因
此，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时刻注
意发掘教材的智力因素，审时度势，把
握时机， 因势利导地为学生创造良好
的教学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
生在学习数学中愉快地探索。
一、创设情境教学，诱发学习兴趣
俗话说：“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
半”。 一堂课的开头虽然只有短短几分
澧
钟，但它却往往影响一堂课的成败。 因
东
中
此， 教师必须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
学
际，精心设计每一节课的开头导语，用
别出心裁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杨
趣，让学生主动地投入学习。 如“
三角
芬
形内角和”的引入部分，我先要求学生
拿出自己预先准备的三个不同的三角
形（直角、锐角和钝角三角形），各自用
量角器量出每个三角形中三个角的度
数， 然后分别请几个学生报出不同三
角形的两个角的度数， 我当即说出第
三个角的度数。 一开始，有几位同学还
不服气，认为可能是巧合，又举例说了
几个，都被我一一猜对了，这时学生都
感到惊奇， 教师的答案怎么和他们量
出的答案会一致呢？ 都想探个究竟。
二、加强直观教学，形成学习兴趣
小学生的思维特点是以形象思维
为主要形式， 对于具体形象的实物比
较感兴趣。 因为具体形象的东西直观、
生动、给人印象深刻。 所以，现行通用
教材结合教学内容， 设计有大量的直
观图， 通过具体形象的实物来说明概
念、性质、法则、公式等数学知识。 这样
做不仅使学生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 逐步培养他们的抽象
概括能力，而且能激起他们学习的兴趣。 例如，教师在讲
“
同
样多”的概念时，先将两队小朋友进行拔河比赛的情景图展
现在学生面前，然后引导学生观察图画，从画面的观察分析
中建立起
“
同样多”的概念。 由于学生喜欢拔河比赛之类的
游戏竞赛活动，所以学习就感兴趣。 在讲比多（少）应用题
时，事先用白、黑纸版各剪兔子纸型 12 个和 7 个。 教学中运
用教学绒板，进行贴示，从贴示中说明
“
白兔比黑兔多”、“黑
兔比白兔少”、“白兔比黑兔多多少”、“黑兔比白兔少多少”
等概念，之后又要学生依据“同样多”“多多少”“少多少”来
说明图示或自己动手摆图形，这样，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
不仅较好地理解和掌握了这一类应用题的有关概念和解
法，而且提高了学习应用题的兴趣和爱好。
三、注重动手操作，发展学习兴趣
小学生最初的思维往往是小动作开始的，教学中，教师
要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动手操作， 使学生在动手操作的
过程中，发展学习兴趣，获取知识。 动手操作活动是一种主
动学习活动，它具有具体形象，易于发现学习兴趣，便于建
立表象，有利于理解知识等特点。 它需要学生多种感官参与
活动，动脑思考，动口表达，并需要学生独立、自觉地运用知
识解决问题。 例如，在学习《分数的初步认识》时：
师：小朋友们，你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表示一块饼的一
半吗？ （教室里立刻热闹起来，有的同学接过老师手中的粉
笔，跑到黑板前画圆、写汉字，教师认真地颀赏着他们的“
得
意之作”）
师：同学们真了不起！ 再请同学们拿出准备好的圆形、
长方形或正方形纸片， 你能折出自己喜欢的图形的二分之
一吗？ 你们一定能行的！（学生们高兴地按老师的要求及自
己的想法折起纸来。 ）
师：谁愿意把它贴到黑板上，并在下面写出分数吗？（学
生们争先恐后地将作品贴到黑板上去。 ）
师：你们还能利用手中的图形创造出其他一些分数吗？
试试看！ （不久，同学们折出了四分之一、八分之一……）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
“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因此，作
为一名数学教师，我们要在教学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
同的学生实际，灵活多变地采用多种做法，进一步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使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使学生的脑子积极转动
起来，从而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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