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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听、说、
读、写能力，使学生通过对英语的学习，
能用英语进行正常的交际。 作为语言的
三大要素（语 音 、词 汇 、语 法）之一，词汇
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词汇量不够，学了语
音、语法往往也无济于事。 英语教学应以
“词汇”教学为中心，把词汇教学置于英
语教学的主要地位， 贯穿于教学的各个
阶段。 词汇又分为生词和熟词，而生词课
的教学尤为重要。 通过教学，我发现生词
课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学生们读单词读
不准，读出来的音调有点怪怪的，即使老
师教了很多遍，学生还是很难读准，很难
记住。 我有几点想法， 希望对大家有
用。
一、生词课上教师应该有板书

虽然现在英语教学课堂上基本是以
多媒体教学为主了， 但是传统的东西，有
的还是不能丢弃。 比如板书，除了在多媒
体上展示之外，老师还应该把本节课所教
生词，教完一个就在黑板上写一个，老师
边写边读音节， 老师尽量写得慢一些，在
你书写时要求学生用心看，并且嘴里要跟
着拼读。 老师板书的过程其实就是书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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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词汇课的一些想法
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中学 李斌
学的过程，如果经常这样坚持下去，学生
对单词就会加深印象。 针对学生读音不准
的情况，老师应该板书音标，养成用手势
辅助表达读音的习惯，让学生在反复操练
中明白并掌握英语的音标。
二、老师最好做个生词卡片

生词卡片用起来比较灵活， 它是一
种很好的辅助教学工具， 不但可以用来
教读生词， 还可以用来检查学生对生词
掌握的情况。 比如用卡快速闪读、让学生
抽读。 在大多数同学掌握的情况下，可以
把生词卡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自己读，也
可让他们找其他同学读，互相换读，如有
不会的让同学互相纠正。 还可以让读得
准的同学拿着卡片带读， 这也是对读得
好的同学的一种鼓励， 这样既可以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又能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三、关于学生不理解，记不住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想办法来

加深学生对生词的理解， 帮助他们提高
记忆的能力。 我们可以借助实物教具、多
媒体、图片，也可以借助于我们的动作、
表情等肢体语言， 还可以让学生表演或
对单词的分析等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
我们不要孤立地去教授单词， 应该由词
到句，由书本到生活，把生词放在一定的
语言环境中来学习， 因为同一个词汇在
不同的语言环境（语 境）中会有不同的意
思， 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地理解并学会运
用。 我们不要追求教得多、教得快，而应
追求课堂效率， 也就是学生在这一节课
中学会了多少，掌握了多少，要让学生每
一节课都有所收获。 切记不可贪多而不
消化。 犹如蒸馒头一样，一次性必须蒸熟
了，否则再怎么馏，还是半生不熟的。
四、放手大胆地让学生去练

不少老师始终不敢放手，课堂从头
到尾是老师在带读、在讲解，应该说这
样的老师很有责任心， 工作很尽职尽

小学英语现状及转化策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思源实验学校
在新课程改革中， 小学英语教学走
过了一段曲折的认知过程。 从一开始家
长们的蜂拥而上， 到英语小学阶段评价
的落地， 偃旗息鼓的家长们又感觉慢跑
才是最好的。 无论如何，培养学生对英语
学习的兴趣，让孩子适当接触英语，不再
成为“哑巴式”的学困生，我们小学英语
教学依然任重道远。
一、小学英语教学的困惑

初学时，所有家长、学生都对英语的
到来充满了热忱。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
星期二节课，学生就当成了“张口雁”，
课堂上跟着老师哼哼，没有什么学习的
动力和兴趣。 待到进入高年级后，一大
片“南郭先生”便成了课堂内外的英语
学困生，不知老师所云，更有甚者，干脆
酣然入睡。
1.学生方面。 很多学生把英语当成一
门专业课程，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平
时课堂跟着走，不要检测就束之高阁，还
有的学生学英语是出于家庭的压力，内
容简单、容易、新鲜的就学一点，内容较
难的、复杂和枯燥无味的就一概不管；平
时不主动学习，不记笔记，得过且过，导
致失去新鲜感后害怕学习英语， 最后不
愿学习英语。
2.学校方面。 很多学校以考试的要求
来制约教学、误导教学，搞全理论式的填
鸭，教学方法简单，教师用书、练习册、挂
图、简笔画、听力训练材料、阅读材料、磁
带等辅助教材都不配置， 影响了学生理
解和巩固英语知识；学生每天都被数学、
语文填充， 而英语课教师往往一周只能
开出来 2 节课， 教学的连贯性和及时性
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我们一线教学中，由
于课时少， 为了让每位教师承担到规定
的课时（每 周 14 节），教导处一般给每位
英语教师配 7 个班， 教师是一个陀螺式
的连轴转，甚至一个学期下来，学生还不
认识三分之一， 让小学英语课只能点到
为止，学生也只能是浅尝辄止。
二、转化的主要策略

1. 创设好的学习氛围， 让学生有兴
趣。 课堂教学应是生动的课堂，让学生能
主动去探究，不应该是满堂灌的填鸭式。
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活跃、创新的教
学方法， 才能有利于激发学生对英语的
兴趣。 小学生自律性和习惯教育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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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让每个学生都有事可做

有些老师在单个训练时却忽略了大
部分同学，顾此失彼。 往往是一个学生在
训练，其他同学无事可做，这样就容易分
散精力，扰乱课堂纪律，降低课堂效率。
一个学生在读时可以让其他同学注意
听，让大家给他纠正，如不会可以让大家
一起来教他， 这些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熟
练的过程。 课堂上一定要让每个同学都
有事可干。 这样的课堂才不会松散，才是
有节奏有效率的课堂。
总之，教无定法，贵在得法。 只有切
合学生实际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高
效率的课堂才是最好的课堂， 这需要我
们共同努力，在教学实践中慢慢探索、发
现、掌握、运用。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田蓉

天两天就可以改变的， 当学习的新鲜感
消退后，如果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不按时
完成课堂作业就会落下一些知识点，在
本来就很少的课程安排中， 学生就更加
不愿意去接触英语学习。 为了让他们主
动学英语，教师要鼓励多于批评，赞美多
于否定。 如差生在遇到不懂的问题时，教
师应多给他们鼓励， 如课堂上让差生回
答难度不大的问题， 让他们在黑板上写
较易掌握的句子， 或朗读生词不多的课
文，当差生回答正确时，教师应面带笑容
地表扬说：
“
very good！ ”在循序渐进中不
断提高听、说、读、写能力，也让他们的积
极性得以提升。
2.多方联动，让英语教学不再难。 在
英语学习中，学困生最怕“记单词”，字母
加字母，就像看天书，弯过去，拐过来，一
堆的符号让人眼花缭乱， 不管怎样记都
记不住，有些记得快，但也忘得快。 很大
的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单词和词汇、句
子之间的密切联系，将单词孤立地记忆，
很难掌握其意义，感受其运用方法。 给学
生介绍一些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适当
采用多媒体教学，通过动画或模拟场景，
让学生在生成的虚拟英语环境中巩固、
学习、交流，并在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一
些学习策略，能使他们少走弯路，提高学
习效率。
以兴趣小组的形式， 把英语教学引
入平时的班级主题班会， 通过情景剧表
演、 识单词大赛， 摘录优美英语句子段
落，让学生保持学习的新鲜感和积极性；
通过家校携手， 正确认识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和责任性， 帮助家长分析孩子的现
状，不误导、不夸大小学阶段英语教学的
目标和任务，打消孩子心中焦虑、恐惧的
情绪，改掉任性、贪玩的不良习惯，培养
正确的学习心态； 修订学校层面的评价
标准，不以分数为唯一判定，要注重学生
的综合性，看看学生学到了什么，理解了
什么、认识到了什么、能感受到什么，让
教师和学生都不为了学习而学习。
总之， 小学英语教学是一项长期的
艰巨工作， 这要求我们具有前瞻性的眼
光，在关注每个孩子健康成长的同时，积
极地找方法、想办法，努力提升小学英语
课堂教学质量， 让我们的小学英语变得
丰富多彩。

责，老是怕学生学不会，但结果是老师
很累，学生还没有学会。 我们一定要敢
于放手，让学生互相交流，在活动中操
练，在互助和交流中掌握，而不只是死
记硬背。 交流、互助会让学生理解更深，
记得更牢， 也避免了课堂上的单调乏
味。 试一下，你给学生一个机会，学生说
不定会还你一个惊喜。

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小学 刘桂芳
教师的天职就是“
传道授业解惑”，
简而言之就是教书育人。 教育为本，德育
为先， 德育教育必须渗透在传授知识之
中。本人是从教 30 年的语文教师，现就如
何利用教学契机渗透学生品德教育谈谈
体会。
一、 思想品德教育必须放在语文教
学的首位

知识无阶级性，而教育则是有阶级性
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培养社
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们注重
培养有学问、 有修养的德才兼备型人才。
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圆明园的毁灭》
《梅花
魂》
《慈母情深》等篇章无不是思想教育极
强的活教材。 它启迪学生的智慧，陶冶学
生的情操，激励着学生爱国爱家、孝顺父
母、热爱生命。 我们应依据教材内容结合
学生的特点，向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爱国
教育、传统教育，使之从小就懂得做人的
道理。 从我做起，从小做起，这样必能为他
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奠定坚实的根基。
二、 语文教学中一定要把握学生心
理特征，适时进行人格教育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在传授知识
中要掌握自己教育对象的心理、 性格等
特征，根据其心理状况、年龄特征去进行
教学，寓德育教育于教学中，才能收到较
好的效果。 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儿童，他们
知识面尚不够开阔、贪玩、好动，自制力
弱，但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好表现，喜欢
表露自己真实的想法，争强好胜，这是我
们可以利用来进行渗透和教育的因素。
根据这些特点，在教学时就要善于引导。
讲课要考虑到主动、形象、有趣，充分发挥
他们的优势。 使其在增长知识中，培养良
好的个性、懂道理、做新人。如：我在教《学
会看病》这一课时，为了让学生从中受到
启发和教育，我让学生进行角色置换，试
着从儿子的视角来体验去医院看病的过
程，将心比心体验儿子的心理变化，再让
学生朗读母亲深情的内心独白，这样，就
潜移默化地使学生明白了母亲逼着儿子
独立成长的良苦用心。
三、 语文实践活动与口语交际是最
好的思想品德教育机会。

小学阶段是对学生进行行为习惯认
知和养成的最佳时期， 在教学中只有把
知识与趣味结合起来， 才能让孩子从中

受到教育，受到启发，达到较好的效果。现
在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每个单元都安
排了交流平台与口语交际活动，这既是单
元学习的小结，也是学生对自我的思想进
行反观和提升的一个契机。比如本学期五
年级第六单元的学习主题是：“父母的
爱”。我班在进行口语交际时，大部分孩子
发言踊跃，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来展示自
己如何在父母的关爱下幸福成长。但有一
个坐在前排的女孩趴在课桌上头也不抬，
仿佛身边热热闹闹的一切都和她没关系，
过一阵同学举手告诉我说女孩哭了。我一
看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下课后我找她谈
心，一了解才知道她父母离异，她跟爸爸
和奶奶一起生活，很久没见过自己的妈妈
了，想念的时候又不知跟谁说。 从这以后
我每次进教室都会微笑着向她点点头，日
子一久， 我惊喜地发现她一点一点的变
化，性格活泼了很多，学习成绩也优秀了！
可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只有把握教育契
机，正确处理德育和教学的关系做到寓德
育教育于日常教学活动之中，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注意组织活动的实际性，长期坚
持，必定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学习古典诗词、浸润孩子心灵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古典诗词，
我利用这个学习契机给孩子们讲历代诗
人的情怀与传奇经历，讲有关田园诗、言
志诗、离别诗、爱国诗等方面的知识。 这
样有助于学生了解古代文人墨客的志
向，提高学习兴趣，利用诗的语言规范孩
子们的行为习惯， 使我们的教育工作更
有意义地探索。 比如启发孩子珍惜时间，
不畏艰难的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
悲”；教育孩子追求更高的目标可利用诗
句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母亲节到
了可教孩子背《游子吟》。 这不仅帮助孩
子打下国学基础 ，又培养了孩子的自我
教育能力，陶冶了孩子的新型品格，思想
教育实在是事半功倍。
总而言之， 语文课程因其人文性特
点， 本身就是思想品德教育的丰富资源，
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利用好语文教学这片
沃土，充分挖掘其内在的育人因素，潜移
默化地进行德育渗透。在语言文字训练的
同时，有效激发学生情感，塑造学生美的
心灵，使语文教学中的品德教育无声地浸
润孩子的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