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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好孩子不是天生就好，

而是人赞美出来的”。作为老师，我们

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领航员，只要我们不

吝惜“点赞”，恰到好处地用好自己的

“点赞”，便能帮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

更快。“点赞”不仅仅是清一色的“你真

棒”“你真聪明”之类公式化、机械化的

话语，它应该恰如其分。“点赞”之后，孩

子们会喜上眉梢，劲头更足，活力更

强。因此，作为老师，笔者认为对待孩

子，不但应学会“点赞”，而且应该学会

“妙赞”。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妙

赞”进行探讨。

“妙赞”在过程。对于成长中的孩

子来说，他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渴

望得到老师的认可。事情不论大小，过

程非常重要，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情，整个过程都与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

息息相关。孩子做的每一件事情，出发

点几乎都是好的，他们更盼望有一个好

的结果。但是孩子付出的过程，与所期

待的结果也许不成正比，甚至大相径

庭，这时候，老师要高调表扬孩子为之

付出的艰辛努力，这比表扬做事的结果

更重要。因为如果多次只表扬孩子做

事的结果，而不赞扬其付出的过程，久

而久之就会让孩子产生错觉：大人只关

注结果，不计过程。甚至为了好的结

果，自己可以不择手段。因此，孩子每

做一件事情，老师都应该发自内心地为

之“点赞”，一句“你为此事付出的努力，

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下

一次你会做得更好”，这样就会让孩子

产生无穷的动力，下次遇到困难时就会

尝试运用不同的方法和策略，让老师惊

喜连连。

“妙赞”在改变。据统计，中国孩子

最痛恨的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因为

中国家长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总爱拿自

家孩子的弱点去和别人家孩子的优点进

行横向比较，从而给孩子带来诸多无形

的压力和烦恼。因此，老师为孩子“点

赞”时，一定不要一味地去和其他孩子比

成绩、比荣誉，而要关注孩子的每一处改

变。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进步，老师也要

真情实感地为之“点赞”。如果孩子自己

因为与别人比较产生烦恼，老师还要加

强引导，让孩子自己和自己比，现在和过

去比，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变化，看到自己

的成长和进步，从而提升自信心和自我

认同感，增强内生动力。

“妙赞”在超越。“点赞”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进一步激发孩子增强自信，积极

进取。老师在为孩子“点赞”时，既要对

孩子的优点和进步的具体细节予以肯

定，使孩子明白“好”在哪里；更要给孩子

留有发展的空间，指明今后努力的方

向。比如：孩子的成绩进步了，老师和孩

子都很高兴，老师要适时地提醒孩子今

后要“更细心一些”“基础要打得更牢固

一些”“计算能力要更强一些”等等，让孩

子在“点赞”中受鼓舞，在“点赞”中求超

越。

“妙赞”在流程。工作有流程，会议

有流程，为孩子“点赞”也应该有好的流

程。笔者认为可以是：描述孩子进步的

关键细节——说出这些细节会出现好的

结果——表达对孩子的祝福和希望。比

如：老师发现某学生每天的作业本很整

洁，可以这样说：“某同学，你的作业本爱

护得这么好，你肯定是个讲卫生、爱整洁

的好孩子，如果你能每天按时完成作业

那就更好了。”听到这里，孩子心里肯定

会想，老师这么夸我，以后我一定要按时

完成作业，不让老师失望。这样做带来

的结果就是孩子与老师的良性互动，助

推孩子健康成长。

赞美似清泉，润物细无声。要真正

发挥好“点赞”之功效，需要每一位为人

师者与时俱进，更新理念，以人为本，尊

重每一个孩子，走进孩子心中，把准孩子

脉搏，注重技巧，勤加运用，如此方能让

每一个孩子都在老师的“妙赞”中沐浴阳

光雨露，健康快乐成长！

摘要：在很多农村学校，由于环境和

家庭等种种原因，班级存在一些“学困

生”。如何有效培养这些学生，帮助他们

做出改变，实现优质转化，赢得美好人

生？作为班主任，笔者做出了以下几点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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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具有多种能力，但是受成

长环境的影响，他们某个方面的能力未

得到发展，因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

体现在学习上就会出现“优等生”和“学

困生”等各类学生。相比较而言，“学困

生”缺乏自信，自制力匮乏，且害怕自尊

心受到伤害，为了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转

化，班主任在教学管理中可以从以下三

个方面进行尝试。

一、正向引导，注重学生的自尊心
“学困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自

尊心特别强，在他们看来教师和家长都

喜欢学习好的学生，自己不能让教师和

家长满意便会导致他们忽视自己的存

在，不重视自己，久而久之自尊心受到伤

害，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教师在平时教学中应该注意对学生

进行正面引导，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不去

粗暴地责怪学生，帮助学生正确看待学

习过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例如，本班有位学生在上课时间睡

觉，笔者发现后并没有去责怪他，而是

不经意地提醒他注意听讲。笔者没有

在众多学生面前教育他，而是课后将其

叫到办公室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学生因

为身体不舒服强忍着听课，状态不佳。

得知这一情况后，笔者给学生批了假，

让他去看医生，并且给学生进行了课后

辅导，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通过这一

事件后，该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提

升，经常在课后与各科教师进行交流，

成绩也突飞猛进。可见，保护好学生的

自尊心对实现转变具有积极作用。

二、正面鼓励，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学困生”在学习上还缺乏一定的自

信心，尤其是在课堂回答问题时出现错

误后，他们会怀疑自己的智商和思考能

力，如果教师直接否定学生会让他们陷

入恶性循环中。这时，教师要给学生正

面鼓励，帮助学生梳理解题思路，总结学

习方法，最终提升自信心。

例如，在讲述教学重点时，学生们会

将预习中的问题在课堂中进行探讨，这

也是一个纠错环节。当出现错误时笔者

会让学生们讲解自己思路，加以分析，首

先以肯定的态度来表扬学生，鼓励学生

养成自主思考的习惯，最后再引导学生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加以完善后将问

题完美地解决。通过教师的鼓励，学生

们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自信心也得到培养，同时还掌握了学习

方法，实现自我提升。

三、梳理方向，提升学生的自制力
一些“学困生”还缺乏自主学习能

力，难以抵制外界的诱惑，上网时间和看

电视的时间比较多，缺少一定的自制

力。当了解到这点后，班主任要为学生

梳理发展方向，制定学习计划，以此提升

学生的自制力。

例如，很多“学困生”由于缺乏对自

己的认知，认为自己考不上好的学校，平

时便破罐子破摔，不认真听讲。笔者发

现，这些学生不是因为智力低下才导致

的成绩差，而是学习方法不对导致学习

效率低，学习效果不明显。之后，笔者给

这些学生详细分析考试的要求，并针对

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了私人学习方

案，以小组的形式互相监督，提升学生的

自制力。小组定期分享交流学习经验，

调整不足，最终实现“学困生”的转化。

综上所述，作为初中班主任肩负着

培育学生的重任，所以在平时教育教学

中必须全面分析学生的成长规律和心理

特点，制定出合理的教学方案，帮助学生

度过学习和生活中的难关，培养良好的

性格和心态，朝着更加优秀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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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语文时代”的到来，

语文学科对学生阅读速度数量、

广度深度等各方面的要求越来

越高，对未来学生阅读水平的考

验也越来越大。而反观现在我

们的农村语文阅读教学，阅读土

壤贫瘠，学生在课余会捧书求知

的屈指可数，实在令人堪忧。

一、影响农村小学生阅读能
力的原因

阅读意识淡薄。在城市家

长和孩子开展“共读一本书”的

当下，农村的很多家长们正奔忙

于田间务农、外地务工，无法陪

伴孩子。有的家长甚至还保守

地紧攥手中的钱，不肯为孩子买

“闲书”。笔者每接一届学生都

会发动他们积极阅读课外书籍，

这时候总会有些家长反映：“老

师，我家孩子就不是读书的料，

课本知识都学不好，哪还有闲工夫读

这些闲书！”有的家长宁愿花重金给孩

子买教辅资料和相关练习册试卷，海

量刷题得高分，也不支持孩子花钱买

课外书来阅读。

阅读条件匮乏。有花才能引蜂酿

蜜，有食材才能烹出美味佳肴。书都

没有，谈何阅读？农村家长很少把钱

投资在买书上，而某些学校图书室，多

数时间成为一种摆设，无法为学生提

供足够的阅读空间和书目。即使有一

些好书，也有学校考虑到损毁、丢失等

问题，将它们束之高阁，并未达到物尽

其用的效果。

阅读兴趣狭隘。一些出外打工的

父母会因为内心亏欠等原因，给孩子

配上手机、电脑等高端电子产品。如

此一来，有声有色的手机网络游戏、高

清网络电视，完胜无聊呆板的传统书

籍。很多孩子手不离手机，眼不离电

视，久而久之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根本

管不住。孩子们缺乏了大人的正确引

导，找不到阅读的快感，懒得读、不愿

读，长此以往，阅读兴趣缺失。

二、提升农村孩子阅读能力的策
略

改变观念，创设条件。其实大多

数农村孩子的抗压能力、生活能力、心

智方面比城市孩子强；农村家长

每日劳苦奔忙，没有人比他们更

希望子女成才。教师可以通过

家访、召开家长会等途径改变他

们的旧观念，宣传阅读的重要

性，家校合力为孩子创设更优越

的阅读环境。为孩子买书，陪孩

子读书，闲时把孩子带到图书

馆，让他们长期滋养在阅读的沃

土上。

激发兴趣，加以引导。孩子

天生喜欢听故事，老师和家长可

以投其所好。教学时，教师可以

根据课堂延伸或利用自习课闲

暇之余给学生讲一些生动有趣

的故事，不失时机地向学生推荐

相关读物，制造阅读的神秘感。

当学到一些名人作品时，可适机

讲一些名人伟人的故事，给他们

树立榜样，鼓励引导他们从小做

个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的人。

方法引路，爱上阅读。俗话说“授

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课堂教学应

该是播种方法的教学，而不只是简单

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只有学会了方

法，才能遨翔于知识的海洋，才有更广

阔的天空。当孩子拿到一篇课文或是

一本书，囫囵吞枣地看一遍是没有效

果的，我们得教会孩子“一读，二品，三

悟”。除此之外，在阅读时，还可根据

自己的需要，将有关语句段摘抄下来

或对阅读的重点部分划标记，作诠释，

写批注；与文本产生了灵感的碰撞时

还可以用日记、读后感等方式进行思

想的创作交流。

开展活动，分享成果。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能激发学生阅读的兴

趣。如演讲比赛、讲故事比赛、作文比

赛等，学生要参与，要把它完成好，必

然少不了阅读的过程。而付出了必定

会有收获，学生在活动中提高了能力，

取得了成果，感受到了由自己劳动创

造带来的成就感和愉悦感。有了这些

基石，阅读能力自然能“水涨船高”。

古人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

医愚”。要想提升农村孩子的阅读能

力绝非易事，但努力坚持必能有所收

获。

让孩子在“妙赞”中健康快乐成长
衡山县城西完小教师 杨琼

如何将“学困生”转化为“优等生”
永兴县马田镇中心学校 曹友飞

对
农
村
小
学
生
阅
读
问
题
的
思
考

宜
章
县
岩
泉
镇
学
校

李
海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