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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标准》强调：“有效的数学
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动
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
数学的重要方式。 ”如今的数学课堂发生
了许多变化，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交流
的次数增多了， 动手操作的频率增大了。
然而，静心沉思，很多活动都游离于学生
的思维之外，对学生的发展没有起到促进
作用。 在课堂教学中，提问是教师引导学
生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如果教师提出的
问题恰当、及时、有效，就能引导学生高效
学习，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和各种能力的
培养。 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预案时如何
预设问题，课堂上如何巧妙提问，怎样引
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 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下面我结合平时
的教学情况，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精心预设指向明确、统摄全局的
核心问题

我们经常说“人的思想是从疑问开始
的”，恰到好处的提问，可以揭露学生认识
其中的矛盾，引起学生探索知识的欲望，激
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思维，使学生的情绪处
于最佳状态，有利于学生理解知识、掌握知
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可见，有效的课堂
提问是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整个教学过程推进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我们预设的问题应该指向明确、简洁
清楚、统摄全局。 如果设计的问题过大，没
有一定的指向性， 学生的回答就会漫无边
际，既浪费时间，又毫无效果可言；如果问
题过小，学生无需经过思考即答，就会感到
索然无味，不利于思维能力的培养。

在课堂上，教师创设的问题情境要有

价值， 要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欲望，激
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和主动探究的愿望。现
在我们都十分重视问题情境的创设，我认
为问题情境的创设一定要根据教学内容
而定，好的问题情境能拨动学生的思维之
弦，唤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否则就
是一种无效的劳动。 说到底，问题情境只
是为教学服务的一种形式，我们大可不必
为问题情境的创设而绞尽脑汁。只要设计
的问题情境紧密联系教学内容， 有数学
味，有思考性，真实高效即可。

二、有序提出切中要害、富有启发性
的关键问题

数学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准确性
的。 学生由于受年龄特征、知识基础等诸
多因素的制约， 对所学的知识不可能全
面、深刻的理解，这就需要引导学生将知
识进行分析、比较、归纳、综合，构建成完
整的知识体系， 从而达到数学学习的目
的。 如果我们设计的问题合理有序，切中
要害，就能促使学生主动探索，启迪学生
思维，提高解题技巧，长期训练能让学生
养成有序观察、有序思考、有序解题的习
惯，避免探究的盲目性和低效性。 如在教
学《圆锥的体积》一课时，我设计的问题
是：1、圆锥的体积可能与什么有关系？ 让
学生有理有据地猜测。 2、观察等底等高的
圆柱和圆锥， 估计它们之间的体积关系。
3、怎样验证自己的估计呢？学生想办法验
证。4、指名实验。教师课件演示实验，加深
对等底等高圆柱与圆锥体积之间关系的
认识。 5、小组动手实验，从实验中发现什
么？得出什么结论？（由于各组准备的材料
不同， 大多数组学生得不出相同的结论。

学生就产生了疑问，在此我提醒学生观察
各组的材料有什么不同，从而发现其中奥
秘。）通过以上这些问题的引领，学生对圆
锥体积公式的推导印象也十分深刻，在计
算圆锥的体积时没有人丢掉乘以 1/3。 在
练习圆柱与圆锥体积的习题时，大家都分
析得有理有序。

三、制造“不协调”，促使学生主动发问
数学课的教学总是从提出问题开始

的。但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由老师提出问
题，学生接受问题，对问题缺乏深入的认
识和体验。爱因斯坦说过：“发现问题比解
决问题更重要。 ”在教学预案中，我们可以
根据教学内容， 有意识给学生制造一种

“矛盾”、“不协调”，让他们产生疑问，从而
发现问题，这样往往比老师提出问题让学
生解决更有价值。 如在教学“复式条形统
计图”时，故意让学生比较两张单式条形
统计图中的内容，很多学生就感觉有点麻
烦，于是提出了新的问题。“老师这样比较
不方便，可以将两个图放在一个图中就容
易比较了”。 这样做既满足了学生的好奇
心与求知欲，又使学生在宽松、民主、和谐
的课堂氛围中养成了质疑、 敢问的习惯，
学生的创新意识在逐步萌芽，还可以锻炼
他们的洞察力和思维能力，培养他们积极
思考、主动探索的精神。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应当更加
注重通过提出适当的问题使学生的学习
活动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让问题引领
学生探究， 让探究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方
向，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为探究而探究”
的误区，凸显数学课堂的本质，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

用科学的课堂提问来引领学生有效学习
澧县银谷国际实验学校 孙祥平

学习数学离不开解题， 而解题首先
得会审题。因此，正确审题是解题成功的
第一步骤，也是解题成功的关键。

目前中学生在数学审题中存在的问
题，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1、缺乏审题意
识：较多学生在解数学题习惯于拿到题就
做，认为这样就可以节约时间。殊不知，这
样做缺少了审题这一基本环节，解起题来
常错。 2、抓不住重难点：较多学生数学审
题的效果不理想、效率不高，这往往与其
抓不住题目中的关键字句和重难点有关。
而数学题中关键的字句和数学符号，常常
是我们解题的突破点，也是我们审题的重
难点和关键，必须重点审查，认真审查。 3、
审题习惯不好：主要表现在审题时仅停留
在单一的读题和思考上， 不爱动用草稿、
笔进行分析，不善于利用图形、表格整理
分析较复杂题目的条件和所求（证）。这样
的审题，缺少了信息的有效表征，就显得
十分空洞，没有实质性的理解，一旦遇到
较难的题目、综合性较强的题目、灵活性
大的题目，往往束手无策。

数学审题能力直接与数学阅读能
力、 数学基本功和数学审题方法有关，
提高中学生的数学审题能力，我们这可
从几方面入手。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以
每节课具体的教学内容为例进行阅读
示范，把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阅读方
法和技巧介绍给学生，这是提高学生数
学阅读能力的重要环节。 比如，概念的
阅读重在理解其实质， 抓住关键字词，
并用笔将它圈出来引起注意，同时注意
与相关概念比较。 公式、 定理的阅读，
一是学习推导的方法；二是要特别注意

公式使用的条件， 三是注意公式的逆
用、变用和定理的活用。 例题的阅读，可
先尝试自己审题求解，然后与书上的分
析、解答进行比较，最后进行归纳小结，
追溯解题思路，提炼数学思想方法。 中
学生阅读数学教材往往缺乏目的性、针
对性，为了增强学生阅读的目标意识和
针对性，教师先拟出阅读问题，让学生
通过认真的阅读来回答，这种方法适用
于预习教材。 自主学习是新课程对学习
的要求，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而
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而“自学能力的
核心就是阅读能力，阅读能力且只能在
阅读活动中培养”。 让学生主动阅读教
材，养成阅读的习惯，学生听起课来就
能做到有的放矢， 就能抓住重难点听
课，从而提高听课效率。 为防止学生阅
读走形式、偷懒，以增强阅读的实效性，
教师一定要进行阅读效果检查。

在数学中， 教师审题示范是提高学
生审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例如，有的几何
题图形中交叉的线条多，影响思考，我们
学会“识别基本图形”，撇开其他线条暂
且不顾， 采取边读题边把已知和求证尽
可能地用适当的符号在图形（最好先在
草稿上画）上标出，考虑用什么几何性质
（定理）寻找那部分图形，用细线或点去
涂，这样做，既排除了线条交错的干扰，
又使基本图形直观，从而便于思考。

课堂上，教师要让学生进行专门的审
题练习：在例（习）题教学中，可采取以下
方式进行审题训练。 教师先让学生审题，
然后抽问，由全班同学来评价或补充。 小
组长主持，同组学生集体审题，并讨论。教

师主持，让各小组进行审题辩论。
让学生养成审题反思习惯， 在审题

后解题前进行反思，看审题有无漏洞。 例
如：代数题应抓住代数式的结构特征，看
与哪些定义、公式、定理相关，是定义、公
式的正用还是逆用，能推出什么结果；对
于几何题， 有图的读题时在图上标明条
件或所求（证），以增强直觉思维，无附图
的，边读题边画图，并注意考虑这样的图
形是否有多种情形，对图形复杂的，可采
取解剖方式， 把它分解为一个个简单的
图形或基本图形进行思考。

审题方法就是读懂题目所采取的方
法。按不同标准划分就有不同的方法。题
目意思是否清楚， 往往取决于题目中的
某个或某几个关键的字句的理解。 关键
的字句弄明白了，题意就一清二楚。“数”
和“形”常常是有机联系的，数学题往往
就在“数”和“形”的转换中获解。例如，对
某些代数题，借助图（表）来进行表征，题
目信息就变得具体化、形象化；对某些几
何题，借助代数进行表征，题目信息就数
字化、代数化。称这种审题方法为数形转
换法。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过：“数
无形，少直观，形无数，难入微。 ”我们审
题时用好数形结合， 题目就容易变得浅
显易懂，解起来也就得心应手。遇到较难
的数学题， 一时不能理解的， 我们可联
想与此相关的问题类比理解， 力争有所
突破。这种审题方法就是类比联想法，也
称案例法。 有的数学题， 从正面审视费
解， 或者难度大， 我们就从反面进行思
考，采取逆向思维进行审题分析，这往往
奏效。 我们称这种方法为逆向审题法。

澧县第四中学 胡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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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是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
明珠。 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强烈的抒情
性、独特的形象性和鲜明的音乐性。入选现
行小语教材的古诗都蕴含着丰富的美，是
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良好载体。

一、运用直观，欣赏画面美。
古诗通过凝练的语言， 丰富的联想来

塑造形象， 一首古诗往往就是一幅耐人寻
味的画。 苏轼曾评价王维的诗及画曰：“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 ”但诗毕竟不是画，诗中
蕴藏着美的画面不是孩子们能一目了然
的。 怎样才能让学生透过诗欣赏到诗中的
画面呢？ 首先，教师在运用直观语言启发，
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画面。如
教学《江雪》一诗中，教师可让学生闭上眼
睛，然后配上凄清的二胡曲，略带愤激的描
绘：“在广阔的天地之间，没有鸟影，没有人
踪，只有茫茫冰雪，我披蓑戴笠，独自一人，
在寒江独钓。 ”随着教师富有感染力的直观
化的语言， 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学生脑海
中浮现。 再有， 直观教具的运用也至关重
要。 教师应充分运用录像、图片、绘画等手
段，将诗中描绘的景象还原成画。通过图文
对照，学生不仅深入地了解草的生长特征，
而且对诗中画面有了深刻的印象。另外，类
似“诗配画”的训练在学生能完成的情况下
由学生完成，不仅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有益于激活学生思
维，而且能集思广益，挖掘更完善的画面美。

二、通过联想，领略意境美。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范畴，也是诗的最高的审美

特征。 如唐代王维的山水诗《山居秋瞑》就通过“新雨”、“明
月”、“清泉”、“竹喧”、“莲动”等景物，体现了秋日傍晚一场秋
雨过后山林间清晰、优美恬静而颇有生气的意境。

诗中的意境是作者的“情”与客观的“景”水乳交融而成
的。 要领略诗中的意境，教师应引导学生发挥联想，将学生引
入其“境”。如要体会《江雪》一诗的意境，就必须让学生先了解
作者柳宗元当时的处境。 当时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满怀
政治失意的孤愤，僻居荒隅，沉重的打击并没能摧折他的人
格和素质。 诗人在诗中营造的自然环境，其实是诗人感受到
的严酷的政治环境的写照与象征。 所以，全诗寓情于景，情景
交融。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联系诗的写作背景，发挥想象，就可
理解诗中的“情”，并在头脑中创造出诗的意境。 另外，也可以
引导学生将自己置入诗中，即联想自己是作者，这样入情入
境，更容易与诗人产生情感的共鸣。 如在教学王维的《九月九
日忆山东兄弟》时，当学生理会了诗意后，可以围绕“思亲”两
字启发学生想象。 首先，设身处地的提问，让学生自己充当思
亲的角色：1、你有孤独一人在外的经历吗？ 想亲人和同学吗？
2、此时此刻你是怎样思念家乡亲人的？ 引导学生回忆思亲时
的复杂心情，让它再现学生的头脑里。 然后通过启发提问，让
学生进入诗的意境：1、作者在异乡是如何感到孤独的？又是如
何加倍思念亲人的？ 2、诗人是怎样想象兄弟登高望远的情景
的？ 这样通过启发想象，唤起了儿童的生活经验，使他们在头
脑中再现诗中的场景和画面，更进一步接近诗人，进入诗中
意境。还有，教完一首古诗时，可留下悬念，让学生品味诗的意
境。

三、由景及理，渗透思想美。
有不少古诗不仅描绘了生动的生活图景或优美的自然

景观，还有深刻的哲理孕育其中。 有的催人深省，如《草》教育
学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的鼓舞人心，如《登鹳雀楼》激励我
们“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有的启迪智慧，如《题西林壁》
告诉我们，只有全面地观察、了解事物，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等等。 要使学生受到思想教育，教师切不可率先自行将诗中
的思想内容提出来，然后硬塞给学生，逼其接受，而应该“以情
动人，以事明理”，使学生心悦诚服地受到感染和教育。如在教
学《赠汪伦》，首先我通过音乐将学生引导入景，然后，带学生
朗读诗歌，学生边读边体会，李白将要坐船离去时，想着这些
日子汪伦的盛情款待，不由从内心发出了感叹：即使桃花潭
水有千尺深，也比不上汪伦对我的情谊深哪！ 学生体会了李
白的心情，即弄清了诗意，此时，可抽问字词的解释，边读边
讲，让学生体会诗意及思想内容。

四、借助吟诵，体味语言美。
古诗具有音乐美、建筑美，它讲究对仗、平仄、押韵，句子

整齐、韵律和谐，吟诵起来，琅琅上口，极富乐感。 结合对古诗
内容的理解，加大朗读训练的力度，品味古诗的语言美是古
诗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要读出古诗的节奏与重音，如
朗读《春晓》一诗：

春眠 /不觉 /晓，处处 /闻 /啼鸟。
夜来 /风雨 /声，花落 /知 /多少。
这样一来，古诗整齐匀称，疏密有间，轻重有致，缓急交替

的节奏美就通过朗读体现出来了。 另外，还要读出诗中蕴含
的情感。 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诗风，不同的诗作表达的情感
也不一样，朗读时要根据内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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