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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生英语基础扎实与否

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后续学习，英语学

习要从音标开始抓起，帮助学生了解

掌握拼读规则，为词汇的学习和积累

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小学英语课教

学中初学外语的第一大障碍就是发

音问题。发不好音，会给进一步学习

英语造成许多困难。而音标是学习

英语的重要工具，是学好英语的坚实

基础，如何将 48 个国际音标教授给

学生，使学生真正掌握并能灵活运

用，是摆在教师面前亟待解决的课

题。

关键词：音标教学；学习障碍；有

效措施

音标犹如汉语拼音，事实证明，

学生在掌握好音标之后，熟记单词的

速度明显加快，单词读写的正确率明

显提高，自学单词的词汇量明显增多

了。

一、学生音标学习的障碍

发音易混淆，方法不正确。我们

经常发现有些学生在学习单词时借

用汉字来注音，长此以往，语音不准

确，语调生硬，对语言学习习惯的养

成很不利。而且识记效率低，遗忘率

较高。单词需要识记，我们提倡的是

在机械记忆的基础上，联系发音规则

来背诵单词，掌握了一定的音标知

识，会在学习中受益。

二、掌握内在规律，加强练习

小学阶段是学生初步掌握英语

学习的初期阶段，教师在进行音标教

学的过程中需引导学生掌握音标学

习的内在规律，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

音标规则。

三、熟读教材，让学生学会朗读

朗读是英语学习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环节，通过大声朗读，学生既可

以提高口语能力，又可以培养语感。

因此，在早读课朗读单词、短语和课

文应为常规任务，根据教学计划做好

每天的安排，向学生提出具体要求，

并检查落实。学生在熟读课文，理解

其大意之后背诵一些重要的句子和

段落，有助于学生巩固所学的单词、

短语、语法、句型等基础知识。

四、字母、单词教学中渗入音标

教学，读音归类

教单词时，为了让学生容易记住

单词，我会利用音标呈现的方式，发

现学生发音非常准，记单词也很快。

比如在教学单词“bird”，首先我先发

音，让学生猜这个单词中有哪些字

母，再问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学生说

单词中有字母 b 和 d，因为有|b|和

|d|的音，辅音大部分发本音，和汉语

拼音中的声母读音较近。然后我告

诉他们中间的ir组合发|ə:|，然后可

以 像 拼 音 一 样 进 行 拼 读 |b||ə:|
|d|。对于音标的教学并不是让学生

认识、会读就可以了，教师还应及时

培养学生擅于归纳总结的能力，让学

生自己去发现，并在老师的帮助下归

纳总结。

五、掌握英语的正确发音

就英语传统教学模式而言，发

音学习大多依赖于教师的领读讲授

以及音频资料的发音范例，学生处

于被动的跟读学习角色之中。实际

上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正确发音是

学好语言的首要前提，直接影响着

听说能力的发挥。加强音标教学有

助于提升学生发音的准确性，更好

地掌握正确的语音及语调的发音习

惯，促进学生更加自主独立地掌握

发音技巧。

总之，学生熟练掌握音标符号的

认读和拼读方法后，还必须每天不断

地练习和运用、熟悉，才能形成运用

自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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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应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感素养
汝城县思源实验学校 陈轶鸽

培
养
学
生
质
疑
能
力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衡
阳
高
新
区
蒸
水
小
学
一
级
教
师

章
昭

摘要：本文从“积极创设情境，使

学生‘想问’；想方设法营造氛围，使学

生‘敢问’；培养良好习惯，使学生‘好

问’”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在小学数

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质疑能力。

关键词：想问；敢问；好问
教师重视学生的质疑正是调动其

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也

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重要一环。在

小学数学的教学实践中，我在以下几

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一、积极创设情境，使学生“想问”
在教学工作中，经常听教师议论：

“现在的学生太懒了，学问学问，随学

随问。可学生就是不问，即使不会也

不问，真拿他们没办法。”学生的思维

活动总不能跳出我们教师预先设计好

的“圈子”，同时又生怕因为质疑遭到

教师的训斥。因此我认为应该积极创

设情境，让学生质疑，使质疑成为学生

的自身需要。

例如学习百分数应用题时，我出

示了这样一题“某车间去年加工一批零件，

结果10个月超产30％，照这样计算，去年

一年可超产百分之几？”学生受“照这样计

算”的干扰，按常规解为：30％÷10×12＝

36％，这时候我向学生明确指出这种解法

不对。学生瞪大了眼睛望着我，好像要从

我的脸上找出答案，我要求学生自己进行

思考，并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我提示学生，

“10个月超产30％”，这10个月实际完成了

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几？每个月实际完成了

计划的百分之几？这时候学生的质疑就如

饥似渴，在我的引导和点拨下，学生很快列

出了正确的算式：（1＋30％）÷10×12＝

56％。

因此，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应抓住一个

“巧”字，掌握一个“活”字，根据具体情况，

积极创设情境，学生就乐于将自己的疑惑

提出来。

二、想方设法营造氛围，使学生“敢问”
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是学生发挥积极

主动性的前提，它能消除学生的紧张心理，

使学生处于一种宽松的身心环境中。学生

心情舒畅，就能迅速地进入学习的最佳状

态，乐于思维，敢于质疑。因此，我们教师

要与学生角色平等，变“一言堂”为师生互

动。

例如在“百分数应用题”的教学

中，我出了一道这样的题：“一个班

学生人数不超过50人，其中女生人

数是男生人数的 80%，问这个班最

多有多少人，男女生各有多少人？”

见了这题，学生当时即向我提出：

“这道题未曾告诉具体人数，无法解

答。”还有的学生提出：“告诉女生人

数是男生人数的 80%这个条件，又

应该如何求出男女生各有多少人？”

这时，我反问学生：“学生的人数应

该是什么数？”学生回答“学生的人

数应该是整数。”我又启发学生：“女

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 80%，这 80%

化成分数是多少？”我让学生进行讨

论交流，经过讨论，他们也很快得出

了结论，因为 80%＝4/5，4＋5＝9，

因此这个班的人数最多是45人，并

很快求出了这个班级男女学生的人

数。我们要采用语言的激励、手势

的肯定、眼神的默许等手段，对学生

的质疑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

赏。

三、培养良好习惯，使学生“好问”
小学数学教学，不但要让学生想质疑，

敢质疑，还要让学生主动质疑。

如教学“比的基本性质”后，我引导学

生质疑：学了比的基本性质，你会想到什么

性质？一学生顿时举手：我想起了分数的

基本性质和商不变的性质。另一名学生

说：老师，为什么在“商不变性质”中没有

“同时乘以或者同时除以相同的数”而用

“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的说法？又

有学生说：小数的基本性质和分数的基本

性质有联系吗？学生质疑的情绪极其高

涨，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我则给予适当点

拨，让学生拨开疑云，疏通障碍，变阻为

通。从而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了它们的联系

和区别。牢固地掌握了比的基本性质。教

师导之有方，常导不懈，学生便能自获其

知，自增其能。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教学实践中，应

该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想问、敢问、好

问、会问，使学生由被动怀疑逐步转向主

动质疑，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

从而调动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

生在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等多方面得到

发展。

论小学英语音标教学的有效措施
衡阳高新区二塘小学 王雅岚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

版）》将“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

感”列入课程总目标，要求“在教学中尤

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

能力”。课标指出，应引导学生研读文

本，注重个性化阅读，积极思考和感悟，

从而获得思想启迪、独特的感受体验和

理解。那么，在具体的阅读教学中，如何

培养小学生的语感素养呢？

一、朗读吟诵，找准语感
阅读教学最为重要的训练方式是朗

读，朗读同时也是培养语感的有效途

径。朗读通过有声语言，化静为动，将文

字塑造的艺术形象、思想情感等用声音

表达出来，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语感素养

是十分重要的。在阅读教学中应该以读

为本，让琅琅书声充满我们的语文课堂，

让语感在琅琅书声中得以培养和展示。

指导小学生恰当运用角色转换，可

以激发朗读训练的兴趣，引领孩子体验

朗读的无穷魅力。转换角色朗读的主要

方式有模仿人物语气、扮演故事角色

等。如学习古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教师激情引导：“同学，此时此刻，你

就是站在长江边的大诗人李白，目送着

你的好朋友孟浩然远去的身影，想想你

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一起饮酒赏月、吟

诗赋词，这一切都随着孟浩然的离去而

成为过往。望着渐渐远去的好友，你想

对他说些什么呢？”把学生带入诗中人物

角色，从而读出好朋友难舍难分的依恋

和朋友间的深情厚谊。

二、品读赏析，体悟语感
品读赏析就是在学生整体感知课文

后，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分析欣赏，叶圣

陶说：“了解一个字、一个词的意义和情

味。”比较阅读是品读赏析最常用的方

法，重点在于体会文中语句用词的准确

性和语言风格。

例如，学习古诗《游园不值》，“春色

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的“出”

字，用得很是精妙。如何引导学生理解

到位呢？可以进行换字比较，问：“同学

们想一想，‘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的‘出’

字是什么意思？试一试，把‘出’字换成

其它意思相近的字，再放进去读一读，比

较一下，看有没有‘出’字的表达效果

好？”通过比较，让学生感悟到“出”字写

出了春天的生命力无处不在，化静为动，

引发读者想象的空间，诗人用词确实非

常精确。

三、联系生活，丰富语感
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紧密联系学

生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已有的生活经验，

引导学生将课文的语言文字跟自己的生

活经历和生活体验相结合，进行个性化

阅读，多些自我感受，不断强化语感。

比如，《月光曲》这篇课文表现了兄

妹俩互相理解、互相体贴的兄妹情意，为

了帮助学生理解，教师在教学第三自然

段这个片段时，紧紧扣住盲姑娘“随便说

说罢了”这个细节，问学生：“同学们回想

一下，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形，因为自

己不小心说漏了嘴心里难过，然后就用

‘随便说说罢了’这样的话来安慰别人

的？”学生回忆起类似的生活体验，找到

了沟通的契合点，对于“随便说说罢了”

这一细节所表达的深刻内涵，自然就体

味更深。

四、拓展阅读，积累语感
巴金先生曾说：“读多了，读熟了，常

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慢慢体会到他

们的好处，也就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

子。”广泛阅读，熟读成诵，是储备语言

材料、培养语感、发展语言能力的一个必

不可少的环节。

小学生记忆力强，喜欢探索未知世

界。教师要充分利用孩子们的“黄金读

书期”，引导他们由课内向课外延伸，进

行同类文章、同作者文章的拓展性阅读，

多读名篇名著。要鼓励孩子们勤作摘

记，积累大量的佳词妙句、精美篇章，不

断充实语言库存，从中进一步领悟作者

谋篇布局的精妙、遣词造句的精准表达

方法的精巧。学生通过广泛浏览，扩大

了阅读视野，有利于丰富语汇，提高语言

的理解与表达能力，语感素养就能随之

不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