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小讲师活动开展有三年了，
从一个班到全校， 从数学学科到多个
学科，从校内讲到省外，从现场讲到网
络直播， 引起界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关
注并获得肯定：这条路是对的，是有研
究价值的。 小讲师开展的多种形式的
活动，使越来越多的学生爱上了当“老
师”， 接下来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谈谈，
小讲师是怎样玩转数学课的。

一、新的思路 我校数学小讲师课
纳入了校本课程， 调动更多孩子的积
极性， 校园里总能遇到我们的小讲师
侃侃而谈。图书馆的大讲堂、校门口的
环保小讲师， 优酷视频里的寒暑假微
课小讲师……那么， 数学小讲师只能
在校本课堂上开讲吗？ 只能通过微课
或网络直播方式开讲吗？ 只能在老师
指定的时间开讲吗？ 不是。

数学教育的主渠道是常态的数学
课， 如何在常态数学课模式下让更多
的孩子当上小讲师呢？

对此，我进行了积极的、多样化的
尝试。

二、新的尝试 数学晨读，可以变
成小讲师的主场；课前 1分钟的口算练
习，小讲师纷纷来做主；数学读讲作业，
提升小讲师学数学的多项基本功……

在课堂上，老师可以根据需要，随
时生成以小讲师为中心的常规课堂。
新授课上， 让小讲师做主和同学们一
起探究新知；练习课上，让小讲师代表
上台来讲解难题， 并和同学们一起总

结这一类题型的方法；复习课上，让小
讲师们用团队合作的方式带领全班制
定复习计划，查漏补缺……迄今为止，
全校已经有一千多位小讲师以这种形
式走进课堂大显身手！

让孩子们在课堂上畅所欲言，敢
于提问，勇于辩论，非常精彩！例如，在
学习四年级上册“求近似数” 的课堂
上， 知道了“湖南省常住人口有
67753800 人”， 老师抛出问题“省略
‘万’后面的尾数，改写成以‘万’作单
位的数，你认为应该是多少万人？ ”孩
子们马上组成小组合作讨论探究，踊
跃举手发言。

“谁来当小讲师，上来讲一讲？”老
师在众多举手的学生中挑选一名小讲
师上来。

请看，小讲师在讲解新知：
“请大家听我说……”所有的眼睛

都盯着小讲师看。
“67753800，先分级，个级上的数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 4 个 0。 ”小讲师
边讲边在黑板上写下 67753800≈
67750000。“然后，我们可以改写成以
万作单位的数。 ” 小讲师接着写下了
67750000=6775 万。

“大家听懂了吗？”“还有什么疑问？”
小讲师为举手质疑的同学一一解答。

接下来的辩论也非常精彩：
学生：“如果那个 3800 大于 5000

会怎么样？ ”这个问得太好啦！
小讲师马上作出了回答：“大于

5000 的话，就约等于 6776 万了。 ”
学生：“如果个级那里的数， 小于

5000 又大于 4000，又该怎么办呢？ ”
小讲师：“还是估成 6775 万啊。 ”

“只看万位的下一位， 下一位是 4，肯
定是舍去了，后面的数都不用再看了，
哪怕个级是 4999，也是估成 6775 万。”

“这样啊……”听到这里孩子们已
经明白了“四舍五入”的含义。

“我们小组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
大家。”小讲师鞠躬并在大家的掌声中
回到座位上。

通过案例可以看到， 当小讲师在
台上分享解题方法时， 同学们是会一
起思考并提出疑问的， 孩子们更愿意
听同龄人说。这样的课堂充满活力，又
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的能
力， 无形中还增加了学生的成就感与
学习自信心。

现在， 我的课堂很多都由小讲师
唱主角， 教师只要在课堂上当好组织
者和引导者就可以了！

三、新的生态 有了小讲师的数学
课堂，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变“自
我学习”为“合作互助”，变“听老师说”
为“听同学说”， 课堂无形中提高了

“学”的效率。学校开展小讲师活动就是
想让更多的孩子站上讲台， 大胆分享，
一起学习、质疑、辩论、进步。 教师“让
位”“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新特征在常态
课上凸显了出来。 把讲台让给学生，就
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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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小讲师与常态教学
国防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梁莉莉

浅谈学前教育对幼儿语言思维能力的培养
怀化市会同县林城镇三完小 张玉银

学前教育的方法和模式多种多
样，其目的往往都具有一致性：通过系
统的、 科学的教育方式适当地对学前
儿童的大脑进行刺激，激发潜在能力、
培养学习习惯， 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孩
子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为他
们的心理健康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由
此可见学前教育的重要意义。

那么我们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呢？下面结合本人教学实际，就学前教
育时期如何培养幼儿语言思维能力进
行探索。

一、 充分认识和把握培养幼儿语
言表达能力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幼儿时期是孩子不断成长、 不断
学习新词汇、 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思
维能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良好
的语言学习氛围尤为重要。 在学前教
育的关键时期， 对语言表达能力的健
康培养， 不仅培养良好的思维能力和
阅读理解能力， 更为孩子以后拥有良
好的文化素养和修养做到有益的铺
垫。这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全
面培养孩子各项基本技能； 二是可以
更好地促进孩子与家长、教师、同龄人
之间的交流； 三是在孩子今后的学习
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 深刻把握学前教育专业对学
生语言表达能力的独特方法

一是要正确引导孩子的语言表达
方式。学前教育的孩子，其语言表达方
式可能存在多种问题，如：发音不够准

确，吐字不够清晰。 因此，教师在教育
孩子发音上，应以标准的普通话教学，
使孩子吐字发音达到清晰准确。 特别
要明白的是， 此时期的孩子由于其特
殊的年龄阶段，模仿能力比较强，就幼
儿教师来说， 教师就是孩子在学校过
程中最主要的模仿对象。 所以作为一
名教师，一定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最
正确的发音吐字方法， 并引导孩子掌
握正确的词语词汇， 指导孩子与人沟
通的正确方法和技能。

二是语言表达要注意儿童化。 教
师在培养学前教育儿童的语言表达能
力时，应当注意使用恰当的语言沟通，
更加符合幼儿的年龄和心理特点。 同
时， 在此过程中还应当以孩子的角度
和心理，模拟小孩的语速和语调，并辅
以眼神动作等， 以吐字清晰、 形象生
动、 富有感情的表述来与孩子进行沟
通，这样不仅让小孩有亲切感，更通俗
易懂。

三是语言表达要有艺术化。 学前
教育教师是孩子学业生涯的第一任教
师，一定要注意语言表达的艺术情感。
在和孩子沟通过程中， 无论是表达肯
定还是否定，愉快或不愉快，教师都应
该用符合孩子的语气， 使用健康亲切
的语言。 同时，老师在语言的运用中，
还应恰当采用新颖的语言激发幼儿浓
厚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思维， 促进幼
儿形成良好的心理预期， 激发自我成
长的动机。

三、 提升学前教育幼儿语言表达
能力的培养应把握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注重提高综合素质。 语言是
体现一个人修养水平、知识水平、生活
态度等最重要的方式。 语言的熟练程
度和组织能力不是先天得来的， 所以
对于如一张白纸一样的幼儿来说，在
学前教育时期打好语言基础显得至关
重要。

二是丰富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
为了丰富孩子的语感， 增强孩子的口
语表达能力， 幼儿教师应当适当地组
织和进行一些幼儿语言交流活动。 比
如教师可以增加一些课前演讲或者是
朗读的小组性活动， 让每个幼儿在上
课过程中都能得到语言锻炼， 这样不
仅能增加他们的语感， 还可以从小培
养孩子的演讲水平并以此提升他们的
胆识。

三是对孩子进行适当的指导训
练。 学前教育的教师应加强对学前孩
子语言应变能力的指导。笔者认为，指
导可分为练前指导和练后点评。 教师
可根据练习材料、练习方式的不同，针
对全体学生进行指导， 让学生理清练
习思路，找准练习方法，有针对性地进
行练习。同时，教师的点评应该具有针
对性，根据学生个性、知识水平、语言
表达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做到“因人而
语”。 要通过“画龙点睛”的点评和指
导， 使之更符合幼儿教师语言表达能
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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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数学概念 数学概念
是客观世界中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
本质属性在人脑中的反映。在数学中，
客观事物的颜色、材料、气味等方面的
属性都被看作非本质属性而被舍弃，
只保留它们在形状、大小、位置及数量
关系等方面的共同属性。

小学数学概念的内涵包括概念的
定义、性质、定理或推论。它说明概念的
含义，外延是数学概念所反映的对象。

二、小学数学概念的几种呈现方
式 小学数学概念的呈现方式是灵活
多变的，大致有以下三种呈现方式：图
示呈现方式，这种方式在低年级普遍
采用；形文配合呈现方式，也称为描述
式，这种呈现方式在低中高年级都采
用。 定义呈现方式，很多概念都以这
种方式呈现。

三、课堂教学的实施策略 研究概
念教学的呈现方式、特点，对指导教师
的教学实践， 提高教学质量， 将产生积极的作
用。那么，在课堂教学中应实施哪些有效的教学
策略呢？

（一）课前参与中感知概念
学生课前预习就是一种课前参与， 对于概

念教学来说，预习总的任务是先感知概念，初步
处理加工，为新课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

（二）创设情境中抽象概念
1.创设生活情境，抽象概念
利用生活中的具体原型引入概念是最常用

的一种方法。 如数轴是从温度计中引入的，轴对
称是从中国结、天坛、京剧脸谱中引入的等等。 任
何数学概念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的原型。

2.以旧引新，抽象概念
学生感知和理解事物的一般方式是由学生

的已有认知结构来决定的， 教师应根据学生概
念学习的这种机制，利用新概念与学生已有认知
结构之间的差异来设置出相应的教学情境。

3.提供感性材料，建立清晰表象
在概念引入的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

运用直观手段向学生呈现这些典型的感性材料，
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使学生建立清晰的表象。

4.创设游戏或故事情境，抽象概念
利用小学生都感兴趣的小游戏或故事引入，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让他们迅速投入到数
学知识的学习中，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概念。

5.模拟生活情境，抽象概念
数学课堂教学应该将课堂与生活紧密联系起

来，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挖掘生活例子，引导学生把
数学知识运用到学生的生活实际中去体验感受。

（三）课堂研讨中深化概念
1.讲明内涵和外延，促使学生全面理解概念
概念教学应考虑“利用反面衬托”去突出

概念的本质属性，让学生通过对比进行反思，强
化学生对概念本质属性的理解。

2.注重瞻前顾后，发展所教概念
瞻前顾后即要求教师不仅要熟悉现阶段的

教学内容，还要了解后续阶段的教学内容，注重
知识的连贯性。 发展概念就是指教师不能就概
念论概念，而是在讲解完概念的基本含义后，注
意概念的拓展与延伸。

3.注重直观情境，使概念具体化
学生在获得抽象概念后还要回到具体的、直

观的情境中，以利于学生加深理解概念的意义。
4.注重联系和区别，使概念系统化
了解概念的联系也就是了解概念间的关系。
概念间的关系一般有以下几种：从属关系、

同一关系、矛盾关系、并列关系、交叉关系。可以
引导学生把有联系的概念纳入概念系统中，使
知识系统化。

（四）梳理巩固中加强理解
概念的巩固阶段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随

堂的巩固练习；另一种是专门上的复习巩固课。
其中复习课的主要流程包括：系统总结、促进记
忆；综合练习、区别异同；学以致用、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