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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冰箱，亲情服务

■经济信息

2011 年 5 月 2 日，因搬新家，购买了一台

649 升的海尔冰箱，由于是五一销售旺季，商场

送货人员将冰箱送到楼下就以进不了门为由开

车走了，让我自己想办法。望着庞然大物般的冰

箱，我和家人一筹莫展。邻居李妈告诉我找海尔

社区店可以解决， 抱着侥幸心里拨打了

4006999999，很快，长沙海亨海尔社区店的工作

人员就到了，熟练的拆门，抬冰箱进屋，再安装

等等，很快，冰箱安装调试到位，工作人员不厌

其烦的教我们使用和保养常识， 还将我家的其

他电器进行了检测。看着两位师傅满头大汗的，

孩子给他们递上水， 也被委婉的谢绝了，“还有

其他客户等着我们上门， 有需要我们帮助的请

打顾服热线”，便匆匆离去。 在产品同质化日益

严重的今天， 海尔的售后服务无疑是做得最好

的，提升了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非常感谢

海尔公司给予了我们这么优质的亲情服务。

一、基本掌握单手肩上投篮技术

1、原地蹬伸练习

学生原地站立，两脚相距同肩宽，半蹲，两

臂自然放于体侧做提踵练习，要求充分蹬伸膝、

髋关节，上体要保持直立。

2、原地单臂伸压练习

学生原地站立，两脚相距同肩宽，直立，屈

臂于肩上做伸臂压手腕练习。压手腕自然，手指

放松上翘。

3、把原地蹬伸练习和原地单臂伸压练习进

行结合训练。 先徒手，再持球。

4、让学生按蹬、伸、压、拨的程序做练习，动

手动脑，使球沿着横轴向后旋转。

5、单手肩上投插板篮。 动作关键：脚蹬地、

腰腹伸展、抬肘伸臂、屈腕拨指要按顺序柔和用

力。 大拇指和小指要把握方向。

6、单手肩上投近距离空心篮。 重点控制球

的方向、弧度和旋转。

二、熟练巩固

1、熟记蹬、伸、压、拨步骤，继续练习，使球

高弧线旋转。

2、中远距离原地投篮。

在增加距离的情况下， 保持整个身体的稳

定性，强调正确的投篮手法和投篮后的手型，投

篮后把手型保持 1-2秒钟。

3、增加投插板篮和投空心篮的数量，至少

50次以上。

三、纠正动作

1、边练边进行个别辅导。

2、教师做出漂亮的示范；动作好的学生进

行表演；教师讲评。

3、及时强化，以便学生进行对照辨别正误。

四、加大动作难度，增加练习次数，在比赛

中练就心理素质。

1、原地起跳近距离投插板篮 30-40次。

2、原地起跳近距离投空心篮 20-30次。

3、 一步急停起跳投插板篮和空心篮各

30-40次。

4、在障碍面前做原地的和一步急停起跳投

篮练习。

5、一分钟的投篮比赛，可比原地的，也可以

比起跳的，强调稳和准。

6、 在移动配合中练习单手肩上投篮技术。

分散学生注意力，让学生找准投篮的手感。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数学

课堂迎来了全新局面： 满堂讲的现象少了，

师生间的互动多了，教学与生活实际联系更

为紧密了， 教学气氛越来越活跃了……可

是，冷静下来想一想：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

习方法是否真正有所创新？他们的综合能力

又是否真正提高？不妨让我们用理性的目光

来深度审视一下这些课堂教学现象。

生活味与数学味，究竟孰轻孰重

数学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指出：

“数学教学应关注学生的生活实际。 ”于是，

生活味就像海浪般涌向课堂。 在教学“统计

与概率”时，很多老师为了使课堂生活化，把

教室变成了超市、旅游景点。 学生们的确玩

得兴致勃勃，但我不禁担忧：他们除了观察、

评说物品或景点，还能记住些什么？ 他们的

思维难道没有偏离数学思维的轨道？众所周

知，教学的重头戏应该在提取和解决数学问

题上， 让学生体验解决数学问题的数学思

维，但如今，许多课堂似乎成了学生品味生

活的游玩之地。 生活味大过数学味，可谓本

末倒置。

为了情境化而设置情境，有无必要

课标指出：“让学生在生动现实的情境

中体验和理解数学。 ”对情境的关注便成为

新课程改革的焦点。 情境借助媒体，配之以

动听的语言、音乐，成为装扮数学课堂的华

丽外衣。 细细品味有些情境，不禁令人匪夷

所思。 比如某教师教学“乘法的口算”，在练

习部分利用多媒体创设了摘苹果、打飞机的

游戏情境，每摘下一个苹果或是击落一架飞

机就会变出一道乘法算式供学生口算，同时

伴以激烈的音乐。为什么那一道道算式偏偏

藏在诱人的红苹果和漂亮的飞机上？练习过

后孩子们脑海中留下的是估算方法还是游

戏场景？ 这样的情境除了外表华丽外，对于

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 引发其问题意识，诱

发其探究问题的潜力毫无裨益。相反情境中

过多的非数学信息严重干扰和弱化了知识

的学习。 我们不该为了情境化而设置情境，

而应将情境建立在学生的已有知识和生活

经验基础上，不能脱离生活，更不能凭空捏

造。

流于形式的合作学习是否可取

合作学习如今成为了数学课堂一道亮

丽的风景。 往往是教师一声令下，孩子们便

三个一群，五个一组地忙开了，全然没有明

确的要求与分工。 讨论的场面无非两种：要

么学生们熟门熟道，很快得出早已知晓的结

论；要么小组内总在无休止地争论。 教师不

一会儿就按部就班，开始收集处理信息……

这样的合作学习果真达到了交流与沟通的

目的么？ 我以为，有名无实的合作学习不过

是为数学课堂贴上了一张好看的标签，从中

反映出的恰恰是教学者理念的缺失和操作

的异化。

一味赞扬，能否体现师生关系和谐

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着眼于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不足，似乎更多的是批评、指责和

否定。 新课程则强调课堂评价的激励功能，

要求教师善于挖掘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闪光

点。 于是，“你真能干！ ”“真了不起！ ”“你真

聪明！ ”“啪、啪、啪，你真棒！ ”的叫好声伴随

着富有节奏和韵律的掌声频频出现在数学

课上。 更有甚者，有些教师在比赛和公开课

上将表扬化为了物质奖励，也不管问题的难

易，似乎不这样就不能体现民主、平等的师

生关系。如此笼统评价，果真能促进学习吗？

课堂激励是新课标所积极倡导的， 然而，教

师的一个眼神，一抹微笑，一次抚摸，甚至轻

轻地点点头不也是表扬激励吗？如果我们不

能把握评价的分寸，对学生一味地赞扬只能

滋长孩子们的自满情绪与浮躁心态，长此以

往，就会形成不完整的教育。

笔者并非要指责或诋毁某些课堂教学

现象，只是努力想将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随

感随想付诸笔端，与同行们共同探讨新课程

改革背景下有效的课堂教学行为。因为教学

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样，真正的教学是多

姿多样、异彩纷呈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地尝

试、探讨……这一过程是值得我们每一位教

师去享受的。

略读课文教学何以谈精？ 笔者认为，精应该

是教者在吃透教材、理顺文章脉络、紧扣课文主

要矛盾的基础上，减去繁琐细碎的语言，精设教

学策略，精构教学流程，从而达到让课堂清清爽

爽，简约而不简单的目的。

板块精构

要避免略读课文教学深度化与浅显化，在

制定教学目标时应把握课文在整个单元中的地

位和知识点的精要。

《祖父的园子》一课，篇幅长，文字美，丢掉

哪一段都觉不舍，但若面面俱到，一课时是无法

完成教学任务的。 在多次研读文本后，我将文章

的文眼“自由”作为切入口，先引导学生品析重

点词句，捕捉园中“生物的自由”；接着感悟作者

独特的表达方法，大胆想象园中“人的自由”，最

后提供有关萧红的生平资料， 让学生了解到萧

红对童年自由生活的回顾， 只是化解内心忧郁

和寂寞的一种方式。 教学设计时，尤其注重各板

块由浅入深的逻辑关系。

学法精导

在教学中， 我们应重视对学生进行略读方

法的训练，教学生一些略读的要领。

首先训练默读，学会浏览。让学生将长文读成

短句，将段落读成词语。 即找出或归纳出能揭示文

章主旨、升华意境、涵盖内容的关键性语句。

其次，咬文嚼字，品析感悟。 略读课文中有

不少文章和精读课文一样， 文质兼美， 情趣突

出，可以深入品析，应寻找适当的感悟点进行语

言文字训练，引导学生细细品读精彩。

精心拓展

在《祖父的园子》一课的课堂结尾，我向学生

简介了萧红孤苦的童年生活，并以《呼兰河传》尾

声部分内容改编成的一首小诗作为教学的结尾与

延展，然后向学生推荐《呼兰河传》一书，如此以文

本为基点，链接相关篇章内容，让阅读课成为学生

的另一个起点，让阅读丰富起来。

湘潭县花石镇中心小学 刘俏梅

略读教学亦有精

———以《祖父的园子》为例

上个星期三早晨，我刚进教室，

学习委员苏荧便委屈地对我说：“周

老师，昨天上体育课，吴青笑我和浣

启超是金童玉女。 ”我颇感意外，吴

青在班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女孩，

成绩优秀、 热情开朗， 深得老师喜

爱。 一下课，我便把她叫出教室，委

婉地问起了事情的原委。

我没有责怪她， 只是给她分析

了这种玩笑带来的不良影响， 并嘱

咐她以后要注意点。 本以为事情就

这样解决了， 谁知第二天早自习默

写生字时，作为语文课代表的她，却

像在和谁赌气似的， 在作业本上一

顿乱画。 联想到昨天的事，我狠狠地

批评了她几句，没想到，她竟把衣服

蒙在头上，干脆装作没听见。

我意识到自己有些鲁莽， 像她

这样优秀的孩子， 自尊心肯定特别

强。 为了营造一个和谐的气氛，课间

我把她带到运动场上， 首先坦诚地

承认了自己的急躁和疏忽， 接着问

她为什么不好好默写。 她告诉我，早

自习时她忙着完成学习量化管理

表， 来不及复习， 再加上这两天同

学、老师老是责怪她，她心里焦躁到

了极点，对所有人都心怀怨恨，厌恶

学习，厌恶生活。 我知道，现在的孩

子心理承受力较差， 优越的条件让

他们变成一只只易碎的花瓶， 作为

师者，应该增强他们的挫折意识。 于

是我对她说：“吴青， 人生不可能一

帆风顺，我们应该坦诚面对。 人在不

断改过中成长， 每一个给你指出缺

点的人，往往是最关心你的人。 有些

时候，是你想得太多，负重前行，会

感觉前进的步子迈得太艰难， 要学

会轻松一些，愉快一些，知道吗？ ”她

笑着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里， 吴青真的变

了，在伴随她成长的日子里，我深深

体会到了陶妙如老师说过的一句

话：“人们说要让教育充满爱， 我说

这还不够，要让爱充满智慧。 ”作为

教育者，要拥有一颗爱心，但那不是

一味地迁就和纵容， 应该以冷静的

头脑，巧妙的语言表达，适时的坦诚

交流，真正走近学生心灵，让他们沐

浴着师爱智慧的灵光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