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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活水哪里来

长沙市开福区沅丰坝中学 周利平

作文素质训练实验中有“六个环节”，即指导、积累、写作、评

讲、小结和补救。在这六个环节中，“材料积累”这一环节十分重要。

这一环节是解决用什么写的问题，即“写作之源”问题。 叶圣陶先

生曾说：“生活犹如泉源，文章犹如溪流，泉源丰盈，溪流自然活泼

地昼夜不息。 ”这充分说明了生活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要写出好文

章，就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社会，从社会生活中广泛获取材料。“阅

读是写作的基础。 ”同样出自叶先生之口，这话言简意赅，表明了

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因此既要指导学生热爱生活，又要指导学生搞好阅读。 只有

这样，才能解决“腹中无墨”的问题。有了“墨”，自然能泼洒成文。可

见，“材料积累”这一环节在写作训练中多么重要，下面就有关方

面谈几点体会：

一、理脉探源方向明，源清流畅舟通行

材料的来源，无外乎两种渠道。 一种社会生活材料，另一种书

本传说材料。前者靠感受，后者凭阅读。因此，我们可以将“写作之

源”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直接的，即通过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从

而认识生活、感悟生活，获取直接的生活材料。 由此而写来的文

章，往往能达到情真意切，枝丰叶茂。 正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

山而小天下”，或给人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感。故直接深

入生活，获取大量可感性材料，对于写作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是

间接地获取材料。 这主要来自于书本，当然也包括道听途说的轶

闻逸事等。对于中学生来说，从这一源头获取材料最为广泛。鲁迅

先生就有这样的写作体会，他说：“文章怎做，我说不出，因为自己

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理和方法的。 ”总之，生活

是学生获取写作材料的主要源泉。 如何正确引导学生热爱生活、

感悟生活与善于阅读、精于阅读是十分重要的，切不可小视之。

二、创设材料积累的有利条件，让学生有“源”可“溯”

每个学生的藏书毕竟是有限的， 如何使之有足够的阅读量

呢？ 我们的做法是：第一，建立班级流动图书馆。 即把全班师生的

个人藏书统计起来，汇编一个目录表，全班师生每人一份，同学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相互借阅。 第二，每人每期订一份报刊（家庭

困难者可 2—3人合订一份）。 充分让这些报刊在班上流通生效。

第三，充分开放学校图书室、阅览室，满足广大学生的阅读需求。

第四，搞好校报发放与报纸宣传展览工作，不断为学生提供新鲜

丰富的精神食粮。 通过这一系列做法，让学生有“源”可“溯”，实现

资源共享，发挥整体优势，为学生创设积累材料的广阔天地。

三、“引”水入文，激活作文

如何使学生用好用活材料，写出文情并茂的文章，还有一个

点拨诱导的问题。 在抓这一环节时，可从如下几方面去做。 第一，

搞好优文示例。 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某一类型的作文训练时，可

选取该类型的优文 2—3篇。 可由教师范读，也可由学生朗读。 然

后由学生谈看法，最后由教师作分析，特别要诱导学生认识作者

是怎样选择材料、加工材料和组织材料的。 使学生的大脑中贮存

一个个的美文例子及其运用材料的技法。 第二，教师“下水”，示范

于生。 对于一些比较难写的文章，教师有必要“下水”，可以给学生

做榜样，学生可从中明白老师是怎样选择材料、加工材料和使用

材料的，从而受到较大启发。第三，进行现场表演，让“死”材料“活”

起来。 在进行这一活动时，可根据一定的文题，选择学生所积累的

一些材料进行分析、加工、运用。 这样，一件件鲜活起来的彻悟，会

有“如鱼得水”的兴奋与快感。 久而久之，便会真正做到会用材料，

善用材料，写好文章。

“生活是写作的源头活水。 ”文章是生活的再现与反映。 读文

也好，体察生活也罢，对于学生来说，都是积累写作素材的有效途

径。作为语文教师，自当指导学生为此而努力。让广大学生既热爱

生活，又勤奋读书；既学会做人，又学会作文。 使之在语文的人文

教育中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材料积累作为作文素质训练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还涉及方方

面面，远非笔者上述所论，但只要我们认真实践，努力思索，想方

设法总会使一系列问题得到解决， 走出一条宽畅的写作训练之

路，有效地进行作文素质训练，从而推动作文教学改革不断发展。

浅谈反证法

在几何证明中的应用

长沙县白沙乡白沙中学 范新达

株洲市北星小学 肖辉

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促进个体获得幸福体验，

提升幸福意识， 发展幸福能力,�而教师的精神状态

会决定学生幸福与否。 因此，作为学校管理者，必须

关注教师的成长和幸福， 应该让教师像朝霞般映红

天空、照亮人间的同时展示自己的美丽和绚烂，享受

着学校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一、创设心理和谐的氛围

建校如建家，教师这一工作压力大，所以学校管

理者要尽可能创设和谐的氛围， 把学校建成温暖的

大家庭。

校长的宽容心态对学校和谐氛围的营造至关重

要。校长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教师，努力发现他们的

长处。校长还要有容人的雅量，并包容教师个性中的

不足之处，做到“扬人之长，念人之功，谅人之难”。

学校各项制度的建立要以人为本， 实施民主治

校，让教师参与学校管理，使教师有归属感。 我校一

直坚持教代会制度， 认真听取教代会对办学的建议

和意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就是学校的主人。坚持校

务公开制度，凡是应该公开的内容都公开，使教师明

明白白、踏踏实实。

同时，还要注重建设积极的人际交往文化,让教

师之间彼此欣赏、互相尊重、相互信任。 整个学校形

成和谐的人际氛围， 教师自然会将愉快的心情传递

给学生。

二、创立科学的激励机制

学校要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使教师产生动力，使

其正确、合理的愿望得到实现，使教师的行为心理得

到最大限度的成功和满足，从而发挥出超常的才智，

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我校改革了教师评价机制， 用多把尺子来衡量

教师的工作业绩，设立了“火炬教育奖”、“校长专项

奖”，奖励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科研等方面做出

贡献的教师，让广大教师得到认可和激励。

同时，我校还启动了名师工程，分学科评选首席

教师、学科带头人。 对于评上了的首席教师、学科带

头人来说，不仅是一种待遇和荣誉，也是自我价值的

实现，对其他人来说则是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三、搭建专业发展的平台

教师专业能力的不断提升， 教学效果得到不断

的肯定和认可， 由此产生的成就感无疑会提升教师

幸福感。 因此，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得到满足，也是

教师享受学校生活很重要的方面。

学校要为教师学习培训、开阔视野、提升境界提

供必要的保障。 我校每年都拨专款让老师们订阅自

己喜爱的报刊，每学期分批次送教师上北京、上海等

地学习。

为引领教师快速成长， 我校还指导教师制定个

人发展目标，并积极为教师发展搭建平台。对青年教

师，主要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对其实施“青蓝工

程”，有计划送培和压担子，跟踪磨课磨人，不遗余力

推他们到各级教学竞赛活动中。对中老年教师，重点

满足他们的“成就需要”，进行政策倾斜、重点打造、

不断提升，充分挖掘他们的优势作为校本研修资源，

使其丰富的教育经验广为流传与借鉴， 使他们的生

命价值进一步得到升值。

四、营造温暖的人文环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人活在树木和水塘之

间，活在劳动和精神的自由之间，活在诗歌与艺术边

缘，活在有尊严和挚爱的生活之中，必定会生活得舒

服些。 ”在引导教师不断提升专业水平的同时，也要

为教师们营造“树木和水塘”、“尊严和挚爱”的人文

环境。

同时，学校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教师的

一些生活困难；从净化、美化、绿化入手，创造温馨怡

人的工作环境；学校要发挥工会的作用，开展丰富多

彩的业余生活调整教师的身心状态。

比如，我校为了让教师劳逸结合，每天放学后，

开放学校运动场馆；为提升校园生活品质，成立了教

师社团，经常开展羽毛球赛、诗歌朗诵会、联欢会等

活动；适时给教师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如节假日或

庆功会上，给教师送上一份小礼物。

总之，学校不要一味强调管理的科学和量化，而

应该从生命的视角去看待教师。 让教师多享受些温

暖，多体会些喜悦，在成就、发展学生的同时，愉悦地

享受学校生活。

———浅谈作文素质训练与材料积累

让教师

享受学校生活

在初中数学教材中， 几何证明的方法以推理论证的证明方法为

主，但在教材中提到了不同的证明方法，如同一法、反证法等，这些方法

的出现，多在极少数的习题中加以运用，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在学业

测试中也很少运用，所以在平常教学中，多数仅限于习题的讲解，没有

更深层次的运用和训练， 学生能够掌握教材中的习题就很不错了，因

此这些方法在学生的思维训练和逻辑推理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

反证法是一种间接证明问题的方法，也是学生难以掌握的一种证

明方法。 它的基本过程是假设与命题的条件相同但结论相反的结论成

立，然后从这个假设出发，经过正确的推理推出矛盾，这一矛盾可以是

与已有的定理、公理、定义之间的矛盾，也可是与题设中某一条件之间

的矛盾，从而否定这个假设，达到证明原命题正确的目的。 教材中以例

题的形式给出，并总结了反证法的基本过程，配备了 2个习题。 从教学

效果来说，学生能记住反证法的基本过程，但在运用时仅仅是假设结

论的反立面就很难做到，对推出矛盾就更难了。 但它对学生的思维训

练有常规证明方法无可替代的作用， 也是一些概念性证明的常用方

法，更是规律探索性问题和猜测性问题中常用方法。 我收集了初中阶

段中可用反证法证明的几个问题，希望对学生有所提示。

一、用于“必然性”问题的证明

如果一个命题的结论以“必然”、“等于”等形式给出，考虑使用反证

法常常奏效。

例 1： 证明：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中，至少有一个角不大于 60°.

� �已知：△ABC，

求证：∠A、∠B、∠C、中至少有一个角不大于 60°。

证明：假设三角形ABC的三个内角A、B、C都大于 60°，则∠A+

∠B+∠C＞180°，即三个内角的和大于 180°，这与三角形的内角和

等于 180°相矛盾，

所以三角形的三个内角至少有一个角不大于 60°。

二、常规性证明习题

此类习题可用常规证明，也并不复杂。 如例题 2，利用平行和等边

对等角就可以证明。 但在此利用反证法证明，通过简单习题的运用，可

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反证法的运用，对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也为学生

在分析复杂问题的结论是否正确时提供一种方法。

例 2： 如图 1， 已知∠CAE是△ABC的外角，AD∥BC， 且∠1=

∠2，

求证：AB=AC，

证明： 假设 AB≠AC，

则∠B≠∠C， 因为 AD∥

BC， 所以∠1=∠B，∠2=

∠C，所以∠1≠∠2，

这与已知∠1=∠2相矛盾，

所以AB=AC。

三、用于“结论否定形式”的命题的证明

当命题的结论涉及到否定形式的论断时，宜用反证法。 而此类习题

用常用证明方法很难证明。

例 3�：如图 2，在△ABC中，D、E�两点分别在AB和AC上。

求证：CD、BE不能互相平分。

证明：假设CD、BE互相平分，连接DE，则根据对角线互相平分的

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所以有DE//BC，BD//EC，这与 BD、CE相交于

点A矛盾。

所以CD、BE不能互相平分。

四、用于证明“唯一性”的问题

有些唯一性命题的证明使用反证法证明较简捷。此类习题以概念性

习题为主。

例 4：试说明两条直线相

交，只有一个交点。

证明：如图，假设直线AB

与CD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交点。不妨设交于点P，点E两个交点，则过

点 P、E的直线有两条，即直线AB与CD，这与“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

线”相矛盾。

所以，两条直线相交，只有一个交点。

五、用于“直接证明困难的命题”的证明

有些命题， 直接证明很困难，

或非常繁琐，不妨使用反证法。

例 5： 如图 4， 已知四边形

ABCD，E、F 分别是 AB、DC 的中

点，EF=� � (AD+BC)，

求证：AD∥BC，

证明：假设AB∥CD，如图 2，连结AC，取AC的中点G，连结 EG、

FG�，则GE∥CB，GF∥AD，GF=� �AD，GE=� �BC，EF=GF+GF<� � (AD

+BC)，这与EF=� � (AD+BC)矛盾，所以AD∥BC。

总之，在新教材的理念中，要求学生会学习数学，并能将所学的数学

知识运用于生活。 反证法不仅仅可运用于数学中，它也是一种从假设出

发，不断寻求证据来证明假设或否定假设的探寻知识的方法，对学生的

逆向思维能力的训练更是很好的方法之一。在我们的教学中应重视这些

不同寻常的证明方法。

图 1� � � � � � � � � � � � � �图 2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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