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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新英语课程标准把阅读技能目标描述为： 朗读各种文体、英
文诗词、报刊杂志、原著及各种商品说明书等非专业技术性资料
并理解大意，找出或获取中心意思、作者意图、观点和态度的相
关信息。 根据情景、上下文、构词法、句子结构来猜测生词或词组
的意思，分析句子结构、理解句子，理顺事件发生顺序，人物行
为，预测事件情节发展和可能的结局。 用参考资料、工具书、网络
等不同资源、渠道，推理、提取筛选、重组加工信息，解决各种问
题。 进而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阅读策略，形成阅读兴趣，最终提
高阅读能力。

一、合理利用课本阅读资源，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英语阅读教学在复习、巩固旧词、学习新词汇、扩大词汇量，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锻炼思维、提高阅读兴趣，培养学生分析、判
断能力，对发展个性、磨励意志、陶冶情操，提高人文素养等都起
着重要作用。 英语教材在编排上，每个单元都安排了适当的有一
定代表意义的阅读材料，针对学生已有的阅读水平，教师应有目
的、有针对性地合理运用已有的课本阅读教学资源，组织好阅读
教学，在教学中探索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
习惯，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二、加强校本课程的研究和开发，促进学生英语阅读水平的
提高

在合理利用已有的课本教学资源的基础上， 根据课程标准
中对学生年龄特点、知识结构、认知能力、不同年级的阅读速度、
阅读量的要求， 购买符合本校特点并具有新课程理念的阅读教
材，或者广泛收集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具有时代特点，内容健康、
丰富的阅读资源自编阅读材料。 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中西方文
化的差异等因素， 我在开发校本阅读课程方面做了一些探究工
作，积累了一些材料。 例如有关文娱、运动、饮食文化、著名的节
假日、旅游胜地、交通、外国音乐、国外家庭教育、服装与礼仪、常
用典故和俗语等阅读材料。 这些材料有实际意义， 受学生的欢

迎。 通过组织有意义的材料来组织初中阅读教学，调动学生参与
的积极性，促进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提高。

三、提高教师阅读教学素养，保障阅读教学顺利实施
教师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提高阅读教学的理论素养，更新教

学理念，充分认识到英语阅读教学的重要性和实际作用，结合学
生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阅读水平和课本阅读材料、校本课程
阅读材料的难易，制定教学计划，确立阅读训练的教学目标和教
学方法。 根据阅读课程的计划、目标，每周确定阅读课时间（不一
定是整节课或 45分钟），在教师的指导下加强阅读训练。 从而在
师资、课时、组织上对英语阅读的训练提供有利保障。

四、加强英语阅读教学方法的研究，促进教师阅读教学能力
的提高

根据我个人学习和教学实践，为了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 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发展学生探究学习
和合作精神，从而提高学生阅读分析、判断能力。 我在英语日常
阅读课教学中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创造性地实施了“问题情景教
学法”的尝试，形成了以下的认识

1、“语言点问题”的设计与作用。 根据阅读课文材料，老师精
心设计部分“小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些重要的新的
语言知识的展现，这些问题浅而易懂，学生通过快速阅读（或听
力训练），了解材料内容，很快找到问题的答案，有成功感，提高
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

2、“趣味思考性问题”的设计与作用。 老师可精心设计一些
激发学生兴趣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让学生相互讨论。 进一步促使
学生去了解作者观点、态度，提高捕捉加工整合材料信息能力。
预测事件情节发展或后果的能力。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形成积极
的学习态度。 发展学生探究学习和合作精神，从而提高学生阅读
分析、判断能力。 而这些问题往往也是平时考试中常出现的难度
较大的问题。

重视培养英语阅读技能
安乡县大鲸港中学 熊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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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领域有一种说法：
“教学有法， 但无定法， 贵在得
法。 ”这里的“法”是指教学的特殊
方法。 由于教学活动是一种复杂
的创造性活动， 为了达到某种教
学要求， 教学的途径和方法是多
种多样的。 在初中体育（与健康）
课教学中笔者积极探索激励性教
育， 发现激励性教育在教学中能
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合理运用激
励法进行教学可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验，现
将激励法教学在初中体育课中的
运用进行以下阐述。

一、兴趣式激励，激发学生学
习的动机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过：
“最好的学习动因是学生对所学
的材料有内在的兴趣。 ”如果学生
对所学习的内容兴趣浓厚， 他就
能自觉地排除多种外界因素和负
面心理因素的干扰， 积极主动地
进行学习， 并把学习当成一种乐
趣。 如：练习 50米快速跑时，不能
只单纯地练习 50 米跑，可以根据
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练习一下正踢
腿、后蹬跑、折返跑或各种跑的游
戏。 根据学生的兴趣做一些练习
活动，会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提
高身体素质。

二、赞赏式激励，帮助学生找
到成就感

成长需要激励， 每一个孩子
都希望自己是成功者， 都期待着
肯定和赞誉。 赞赏式激励教学法
是指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通过语
言、情感和恰当的教学方式，不失
时机地从不同角度给不同层次的
学生以充分的肯定、鼓励和赞扬，
使学生在心理上获得自信和成功的体验，激发学生学
习动机，诱发其学习兴趣，进而使学生积极主动学习
的一种教学法。 课堂上用赞美的语言、激励的话语、恰
当的动作、赞许的目光，调动学生练习的积极性和打
消其完成动作的恐惧心理是营造和谐的课堂气氛，取
得良好成绩的重要手段。 例如：“加油！ 前面就是胜利
"、“别泄气，再来一次，你一定能做好 "、“初中生，已经
是大人了，难道还能怕这个小小的跳箱（山羊）不成？
"，或竖起大拇指说：“老师很佩服你，你每次都相当于
背一个人和他们比赛， 你真不简单 "、“你的动作真漂
亮（优美），让人赏心悦目 "，或用赞扬的眼光看着学生
说：“你真有毅力，老师为你骄傲 " 等。 不要吝啬表扬
赞赏之语、鼓动激励之词，不管学生动作优美不优美，
动作的质量怎么样， 我们都要先找闪光点加以赞赏，
再进一步提出要求。 正确运用好赞赏教育的方法，不
仅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能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
潜能，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教育成效。

三、榜样式激励，让学生明确自己的目标
榜样具有导向作用、教育作用、感染作用和矫正

作用，是最好的激励。 榜样激励无论是对于较先进的、
一般的或落后的学生都会产生激励效应。 同时，对榜
样本身由于受到了表彰， 其在满足精神需要的同时，
也会产生一定的动力, 因而在今后练习中会更好地发
挥榜样的作用。 最好的榜样莫过于学生身边的人物。
如：在一个单元教学过程中，学生已经彼此互相了解
对方的能力。 让学生树立自己的榜样，明确自己的目
标，在练习中始终向“目标”进军，同时激励“榜样”们
发挥自己更大的能力， 帮助自己的同伴， 形成一种

“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 这样，成绩好的同学
有用“武”之地，水平差的同学也能得到帮助，学生的
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团结协作
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四、竞赛式激励，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
竞赛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体育的突出特

点就是具有竞赛性。 运用竞赛式激励法教学，创设一
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对学生的学习能起到定向催化作
用，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有利于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上进心。 例
如：在篮球教学中经常用到竞赛法，同等水平的小组
可以在一起比赛， 不同组别的小组也可以进行比赛，
利用竞赛激励学生学习的动机，巩固教学内容。

总之，激励的方法有很多，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孤
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
点、体育课特点，用激励式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体
育的热情，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鼓励的教
学手段树立榜样，充分挖掘学生内在的潜能,定能提高
体育课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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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实验是学生获取知识、进行
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科学态度、提高学生
科学能力的重要途径。 教师在实验教学中都有体会：许多学生表现
出对实验的兴趣，往往是出于“好玩”、“有趣”。 因此让学生知道实验
目的和要求，是实验教学中的重点。 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产生积极
的学习动机，思维才会有方向，操作才会认真。 新课程标准要求通过
“练习”达到“初步学会”，但学生往往只对实验中新奇的现象产生好
奇而忘记实验的目的,使教学目标不能完成。因此这些实验教学的重
点应放在学生操作的独立性和准确性上，指导学生严格操作，在学
生的操作中要提出一个个“为什么”，从而加深学生对实验步骤的掌
握，使学生初步、逐步“学会”这些实验。 下面就如何作好化学家庭小
实验，谈谈自己的看法。

化学家庭小实验是中学化学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化学
课堂教学的一种有效补充和延伸。 因此必须重视化学家庭小实验。 当
然，首先应该注重有关的安全教育，并最好得到家长的同意和帮助。

1、家庭小实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由于家庭小实验是在课堂之外进行的，所以实验方案设计、实

验器材使用、实验对象管理、实验现象观察和实验结果分析、整理等
环节均由学生独立完成，实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需要学生独
立解决，所以与课堂实验相比，家庭小实验更能发挥学生在学习活
动中的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2、家庭小实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家庭小实验由于受时间、空间、人数、器材等的限制，学生的

观察、分析和动手操作机会大为减少，而家庭小实验大多在野外
或学生家庭中进行， 或者天地较为广阔， 或者参与实验人数较
少，再加上实验延续时间较长，所用器材一般简便易得或者容易
自制，这就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观察、分析及动手操作的机会，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3、家庭小实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许多家庭小实验均为探索性实验，如初中化学九年级（上）

中的“自制简易净水器”、“调查家庭用水情况”、“调查空气质量”
等。 这些实验需时较长，无法在课堂实验中完成，所以安排为家
庭小实验。 学生在这样的实验中通过动手操作、管理，亲自观察、
记录，并且动脑筋去比较、分析和思考，不仅获取了新的知识，而
且学会了探求新知识的方法。 久而久之，学生便逐步养成了进行
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和创造能力。

4、家庭小实验有利于培养学生联系实际的能力
化学知识和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许多

家庭小实验的进行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化学知识，而且有利于学生
将所学知识变成自己的本领，掌握一定的技术及实际工作能力。 如
通过开展“辨别纤维种类”、“调查食品的酸碱性”等课外实验，学生
不仅印证和掌握了有关知识，而且还学会了区分天然纤维和合成纤

维的方法，知道空腹不适合吃酸性太强的水果等实用常识，培养了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5、家庭小实验有利于巩固和深化课内知识
由于受时间、地点等条件的限制，许多化学知识的教学无法在

课堂实验中完成，单靠课内讲授又不够具体、直观，所以学生较难掌
握。 如“酸雨的测量”、“化学肥料的使用注意事项”等教学内容，在课
堂实验的有限时间内无法看到结果， 课堂讲授也只能作一般性描
述，因此学生听后印象不深、掌握不牢。 对于这样的内容，如果课后
再辅之以家庭小实验，既可克服时间限制，又使学生的观察更具体、
更直观，当然也有利于巩固和深化课内知识。

总之，化学是一门自然科学的学科，在探索物质的性质和反应
规律中，必须运用多种方法来进行实验教学。 除常规的教学手段外，
作为有进取的教师要有创新的思维，来探索化学实验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