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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继勇

把惩罚

踩在脚下

一个人如何从一个直径两米、

高四米且内壁光滑无比的金属圆桶

中出来？这听起来不可能的事，却是

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个测试科目。 每

名即将毕业的学员都会被扔进一个

金属桶中，一夜的时间，如果不能出

来， 不仅将获得零分， 还会受到惩

罚———届时， 桶内会抛下一铲铲泥

土，直到把他埋至齐腰深……

这道题， 令经历过魔鬼式训练

的无数军中骄子一个个变得灰头灰

脑。没有一个学员能徒手爬出圆桶，

直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出现。这

个后来成为美国五星上将的年轻

人， 终结了该测试科目设立以来的

零分纪录。 可以想象，那一夜，麦克

阿瑟也像其他同学一样， 经历过绞

尽脑汁又束手无策的煎熬。 可当惩

罚性的泥土抛掷下来时， 他并没像

其他同学一样默默忍受， 而是迅速

闪动身体， 把落下的泥土踏实在了

脚下， 那些泥土被他精心搭建成了

高高的土堆，站在土堆上，他用手够

到圆桶的边缘， 最终翻身脱离了圆

桶，得到了满分。

有时， 我们面对着金属圆桶般

的困境，必须接受挫败后的惩罚。可

惩罚很可能也是我们脱离困境的途

径或道具。 所以，当惩罚来临，别一

味怨天尤人、沮丧屈辱。 别忘了，可

以埋没人的泥土， 还能用来垫

脚———把惩罚踩在脚下， 没准就搭

起了一个帮助自己摆脱困境的高

台。

豁然

开朗

《Do� you� like� bananas？ 》

Section� B� Period�Ⅱ教学设计

实验教学在激发兴趣、 启迪思维、 巩固知

识、 发展能力和培养学生科学素养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可是如今许多学生却不喜欢实

验，因为题目和方案多由教材拟定，结论是已知

的，步骤也被陈述得一清二楚，学生只要按部就

班地操作、读数和记录就行。

如何让实验课变得有趣？ 我想在实验教学

中，可对教学的内容进行动态处理，通过变换问

题的结构、已知条件，改变提问角度和论证形式

等方式，让学生由被动变主动，提高其实验探究

能力。

联系实际，创设问题。 在实验教学中，应根

据教学内容，贴近生活实际，创设问题。 如检测

生物组织中的蛋白质、脂肪和还原糖实验，可改

为提问“如何知道乳饮料中含有蛋白质？ ”“西

瓜、梨、苹果谁的含糖量比较高？”将验证性实验

为探究性实验，这样学生就会更感兴趣。

多尝试，让学生尝试改变实验材料、实验方

法。如观察叶肉细胞的叶绿体实验，鼓励学生利

用红薯叶等多种材料进行观察。

重拓展，进行开放性实验。让学生根据对实

验的理解和掌握，自己对原有实验进行拓展，提

出自己的实验题目，自己设定实验方案，自主实

验探究。例如：有的学生在做完绿叶中色素的提

取和分离实验后，提出为什么老黄叶、成熟叶和

幼嫩叶的叶片颜色不一样的问题， 然后设计探

究三种叶片的色素组成和含量的实验。

总之，在实验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参与，让

课堂自由，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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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英

创设情境

优化英语教学

老师的检讨

岳麓外国语实验中学 王恒运

那天晨会公布的文明班级与我们班

无缘，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很多周。 身为

班主任的我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沮丧与气

恼。我现在甚至不愿记起当时冲动许下的

诺言，但只要有机会，我的学生就会不厌

其烦地提示我：老师，你说过，只要我们得

到文明班级，就带我们去郊游的。

最初学生集体兴高采烈，个个笑得像

一朵朵盛开的向日葵。 他们将我团团围

住，异口同声地问：“老师，我们什么时候

去郊游，去哪儿郊游？ ”天气的因素勉强成

为我的挡箭牌。 可过些日子，叠翠流金天

高云淡，实在是户外活动的良辰美景。 班

长再次上台领到流动红旗， 欢呼过后，他

们脸上的笑容已没有当初的灿烂，反而有

些担心，小心翼翼地试探我：“老师，你会

带我们去郊游吗？ ”所有貌似合理的推诿

都被我一一用过了。 于是，我只好心虚地

回答：“天还不够好， 我们再缓些日子好

吗？ ”而最近的一次拿到流动红旗已是夏

天，学生似乎意识到什么，每个人的神情

都很复杂。 失望、不满、不甘，难以掩饰地

写在学生脸上，只是声音里仍透着顽强的

诉求与渴望：“老师， 你一共欠我们 ５ 次

郊游了。但是，你不会骗我们，对吗？”搪塞

的话我一个字也说不出，其实我害怕把自

己伤害成一名被疑问、 被不可信赖的老

师。可事实上我却一直在有意无意中这么

做。

我是那种对学生全心全意好的老师，

有时的答应纯属一种祝福的体现，但也让

我的信用分递减。 有学生过生日，会告诉

我日期，我顺势将他拥抱，轻轻说声老师

祝你生日快乐！学生很高兴，热情邀请我：

“老师，今晚去我家吃蛋糕好吗？ ”我往往

不假思索地说：“好啊好啊！”其实，我不可

能满市地跑，去到某个学生家里吃生日蛋

糕。 现在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学生再邀

请我去他家吃生日蛋糕了。

还有一些或安抚或解困性质的答应，

比如说下节文体课给学生去踢足球，信息

课有借有还，春天去大龙潭看桃花，一起

去吃有大片辣椒油的螺蛳粉……大多在

快节奏的上下课铃中或失落或淹没了。

但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在学生面前

坦诚地检讨自己， 虽然过程有些艰难，但

我知道这是我必须面对的。 我现在不会再

将无法实现的承诺作为激励学生的手段，

要求自己认真对待每个承诺，常常提醒自

己答应学生的事一定要做到。 因为，他们

曾经毫不犹豫地相信老师许下的每一个

诺言。

班主任

手记

英语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交际， 而情境是语

言交际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是促进语言交际活

动的有效途径。 我在教学中通常利用以下四种

方式进行情境教学：

利用实物教学，激发兴趣

实物、 图片、 夸张的动作都能激发学生兴

趣， 让学生真切地在直观情境中感知英语的魅

力。 例如《Where’s� my� backpack� ？》Section� A，

我利用教室内学生所见的实物、 自制图片与简

笔画一边展示一边教授，并引进句型 -Where’s�

my� backpack？ It’s� in� the� desk. 学生非常感兴

趣，纷纷用身边的各种物品进行操练。

模拟角色表演，引情入境

角色表演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例如《I’

d� like� some� noodles.》Section� A,�我让学生扮演

顾客在餐馆点单与服务员展开对话， 既新颖有

趣又实用有效，巧妙地抓住了本节课的重点。

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发散思维

要设计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激发学生积极

思考、讨论。《Will� people� have� robots？》一课中

有这样一个问题： 你认为十年后你的生活将会

是什么样子？学生很感兴趣，在兴奋地思考与展

望的同时锻炼了口语，一举两得。

模拟实践情境，辅助学习

根据各种教学内容，将教室创设成医院、购

物中心、街道、公园、动物园等场所，并借助一些

简易道具，鼓励所有学生参与实践练习，让学生

轻松、快乐、真切地感知英语、运用英语、掌握英

语。

总之，只要我们能够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根

据教材内容灵活设境，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就

能在教学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郴州市三中 杨演滨

让生物实验

变得有趣

仙人

指路

一、自学，大声朗读生词

二、语言点导学

1、well 为副词，用来做状语修饰动词，通常

置行为动词后。 意为“……得好”。

如：play� ping-pong� well� �乒乓球打得好

注意：good 也作“好”译，但是其用法不同，

常作定语或表语。

如：a� good� boy 一个好孩子 That� sounds�

good。 那听起来不错。

2、for 介词，用在三餐前，表示“就……而

言”。

如：for� lunch�就中餐而言

3、lots� of�与 a� lot� of意义相同，后面接可数

和不可数名词均可。 后接可数名词时相当于我

们学过的“many”。 如：a� lot� of� tomatoes�许多西

红柿 lots� of� milk�大量的牛奶

三、练一练

1、My� father� � � � �（足球踢得好）.

� � � � 2、Mr.� Smith� is� � �（一位好数学老师）.

� � � � 3、We� like� ice� cream� � � � � � � � � � �（甜食）.

� � � � 4、He� eats� � � � � �（很多食物）.

� � � �通过预习，你还有哪些单词、词组和句子不

理解，请记录下来。

四、课堂活动

1、交流解决自学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2、听录音，练习对话。

e.g.� What� does� she� eat� /� like� for� breakfast？

She� likes� eggs,� bananas� and� apples.

� � � � 3、比一比，看谁模仿得最像。

4、向大家介绍你同桌三餐喜欢的食物。（友

情提示：注意人称和数的变化）

5、拓展与延伸

小组讨论：今天你学到了什么，试着说

一说 Our� hobbies， 每组派一个学生代表发

言。

五、课堂练习

（一）单项选择。

(� � � � )� 1.� Liu� Xiang� is� a� ______� star.

A.runner� � � � � B.� running� � � � � C.� runs

(� � � � )� 2.� _____� food� is� good� for� us.�（对我们

有好处）.

A.� healthy� � � � � B.� Healthy� � � � � C.� Health

(� � � � )� 3.� Tom� eats� _____� every� day.� He’s�

healthy.

A.� lot� of� � � � � B.� lots� of� � � � � C.� a� lot

(� � � � )� 4.� _____� lunch,� David� likes� hamburgers.

A.Of� � B.To� � C.� For

(� � � � )� 5.� He� _____� salad� and� I� _____� choco-

late（巧克力）.

A.� likes,� likes� � � � B.� like,� like� � � � C.� likes,� like

(� � � � )� 6.� _____� Sandra� Clark� ____� vegetables？

A.� Do,� like� B.� Does,� like� C.� Does,� likes

� � � �（二）根据句意填所给单词的正确形式。

1.� Jackie� Chen� is� a� movie� star.� He’s� not�

a� _____� (run).

� � � � 2.� We� don’t� have� lots� of� ____________�

(tomato).

� � � � 3.� My� parents� _______� (like)� fruits.

� � � � 4.� ________� you� ________� (eat)� vegetables�

every� day？

（三）书面表达

说说你和你家人一日三餐喜欢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