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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初中语文有效教学初探

祁东县过水坪镇中学 赵冬梅

目前农村初中的语文教学，我们可以

这样形容：“教师很辛苦，学生很痛苦”。 最

终的结果是：“高耗低效”。 其原因在于课

堂教学有效性的缺失， 教学效率极其低

下，教师在课堂上讲得口干舌燥，筋疲力

尽，而学生在下面却听得头昏脑胀，昏昏

欲睡，这样的教学表面上看，课堂充实，教

师也尽力了，但从学生学习效果来看却不

尽人意，恰恰是低效教学的表现。

针对这种现状，必须提高农村初中语

文课堂的有效性，促进发展、减轻负担、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 为此，我在语文课堂教

学中注重教学有效性的尝试与实践，激发

学习兴趣，把课堂还给学生，创新教学方

法，收获语文教学的独特喜悦。

一、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语文素养

叶圣陶先生指出：“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 传统的学习方式过分强调接受和掌

握，冷落发现与探究，从而使学习成了纯

粹被动地接受记忆的过程， 学生体验不

到学习的乐趣，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首先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注重激发与

培养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 如在课堂教

学结构中， 我特别注重导入激趣这一环

节，以激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体验。 具

体可以采用以下教学方法：听音乐、猜谜

语、读图画、讲故事、背古诗、说成语、引

名言警句、设置问题、营造情境、直奔课

文等，每一节课都给学生一种新奇，一种

学习的冲动， 让他们感受语文课堂是如

此的充满活力、富有激情与想象，正如叶

澜教授所说：“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 ”

二、营造教学氛围，激发学生思维

营造一个民主和宽松的教学环境是

实现语文课堂有效教学必不可少的条

件。 许多有成就的语文教师之所以取得

教学的高效率， 其诀窍之一正是贯彻教

学民主原则，给学生充分的自由。 新课标

提倡“以学生为主体， 以学生发展为

本”。 为此， 语文学习应当强调学生的

自主学习和实践，注重激励学生自得、自

悟；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在实

践中学，在合作中学，在探究、质疑、问难

中学。

所以，在教学实践中，我一直致力于

营造开放、合作、探究的教学氛围，还课

堂于学生。 一般情况下，我将课堂结构设

计如下： 先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文本进

行思考，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然后针对

同学提出的问题，全班齐思考，齐讨论，

共同来解决问题； 最后是通过个人的体

验与感悟， 能对课文内容提出与众不同

的、新颖的、科学的见解。

三、培养积极探究习惯，促进学生自

主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阅读者对语言意义、

语言情感、语言技巧的感悟，在很大程度

上与学生的生活经历、知识积累、认识能

力、理解水平有关。 为此，在语文教学中，

构建语义的理解、体会，要引导学生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大胆主动地各抒己见。

在思考辩论中， 教师穿针引线， 巧妙点

拨，以促进学生在激烈的争辩中，在思维

的碰撞中， 得到语言的升华和灵性的开

发。 教师应因势利导，让学生对问题充分

思考后，学生根据已有的经验，知识的积

累等发表不同的见解， 对有分歧的问题

进行辩论。 通过辩论，让学生进一步认识

了自然，懂得了知识是无穷的，再博学的

人也会有所不知，体会学习是无止境的道

理。 这样的课，课堂气氛很活跃，其间，开

放的课堂教学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

空间， 教师也毫不吝惜地让学生去思考，

争辩，真正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到了自我

价值。

四、指导学生学习方法，培养自主学

习能力

“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已成为教师们

的共识。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通过示范

引路给学生展示思维的过程，启发引导学

生去发现，理解，领悟，掌握新的学法，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教学过程既是教

法的实施，又是学法的体现。 因此，教师要

有强烈的学法意识，让学生在自觉的学习

活动中掌握学法。

反思我们过去多年的教学，总以为把

课文讲好，把作业改完，把成绩提高上去

就是完成了教学任务。 随着中考越来越重

视对课外阅读能力的考察，我们应注意对

学生做题技巧的指导，对应试作文技巧的

训练，但却忽略了更根本的东西———如何

学习才能收获更多。 我想我们教给学生的

首要方法应该是学会思考，让他们懂得答

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 其次，

应该是教给学生享受阅读。 教科书中的课

文只是一个个例文，就像一扇扇打开的小

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把学生引领到

阅读的天空， 让他们感受到阅读的乐趣，

飞向蓝天，充分的享受阅读的魅力！ 为了

帮助他们实现自己飞翔的愿望，我想我们

再要做的就应该是磨练他们的翅膀，给他

们一些具体阅读方法的指导。

服饰流行的文化背景

澧县职业中专学校 陈莹燕

在漫长的岁月中， 中国文化给予世

界文化发展重大影响， 而中国服饰文化

于东方世界及整个世界的影响就更为直

接、更为全面、更为深入。 虽然不同民族

所处的地理生活环境不同， 各民族历史

和文化的积淀不同， 受民族精神文化的

影响不同， 各民族特色表现服装这种社

会物质和精神资本上的文化差异显得格

外突出，国际时尚东风西渐正成为主流，

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服饰的

兴起， 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文

化呢？

一、服装是时代生活方式的写意，是

生活状态的一种显示

作为社会生活状态的一种显示，服

装无不是时代生活方式的写意， 而民族

服装作为一种艺术， 不仅受地方传统文

化的影响，受所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

环境的影响， 在资讯发达的世界一体化

时代里更受国际时尚文化的影响。 有着

深厚文化底蕴和灿烂文明的东方文化，

本身蕴藏着古老、神奇的风采，随着中华

民族物质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飞速发

展， 东方文明的诱人魅力便更加成为国

际社会追新逐奇的重要元素。

二、 服饰的流行是一种心理情态的

反映，也是一种审美的判断

解析中式服装消费者的文化精神与

审美心理我们不难发现， 只有深刻理解

大众对生活艺术的追求和理解， 才能把

握时代脉博。 流行是服饰的显著特征，

而返璞归真本身就是一种流行。 目前流

行的“唐风”也正是对中式民族服装的一

个最好诠释。早在 1997年 4月，闻名全球

的西班牙著名爱情歌手胡里奥·伊格雷西

亚斯来北京举行独唱音乐会，他特意订做

了一套剪裁合体、帅气的深色改良中山装

登台演出， 以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

感，同样，许多外国留学生和外国友人到

中国后， 都喜欢穿上中式服装以显示其

“中国化”，并很快融入了中国社会。 在出

席 2001 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

各国领袖亦身着花团锦簇中式对襟丝绸

唐装。 近年来开始流行的中式服装，将中

华民族的一种喜庆、祥和与兴旺的家庭气

氛漾溢在了世界面前，把中式服饰的文化

精神写进了国际时尚的流行榜。现代社会

条件下的中式服饰创新，不应仅仅停留在

形式的追求和在造型上的别出心裁，更重

要的是在情趣、格调上探索，得用来自民

族精华和营养的设计灵感，不断捕捉时代

流行规律，不断研究社会二维、三维空间

结构，不断探索各民族生存环境的色彩配

合规律，才能用本民族喜好的色彩、花纹、

工艺技巧和面料、款式去突出反映流行趋

势，时代特征，才能在注重局部、个性与整

体及主体效果的谐调平衡中形成，表现中

华民族简明、典雅、端庄含蓄、清新为主的

独特风格。

三、时代感是服饰文化最具生命力的

品格，是民族化服饰不断走向未来的延伸

服装的时代性总是体现在一定的民

族中的， 没有民族性的时代感是不存在

的，服装民族性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

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文化不是一些要素的堆砌物，而是诸要素

复杂的纵横交错所产生的一个体系，社会

的革新，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文化素质

的不断提高；审美观念也在变化，不同的

着装反映着人们不同的思想追求、审美情

趣和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在很

大程度上奠定了其服装文化的基础，而一

个国家的优秀服饰，不仅仅是本国自身孕

育的文化，更是吸收和容纳了各民族文化

的精华，只有让世界从我们民族的现代服

饰中看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民族服

饰才真正具有了民族性和世界性。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多民

族国家，我国 56 个民族绚丽多彩的民族

服饰，本身就充满着迷人的风韵。 我们的

民族服饰设计中是强调服装的形款，还

是强调服装的一种民族神韵、 一种文化

精神，结果是不一样的。 只有浸润在民族

文化中，去感受、体验、把握民族文化的

神韵，才能演绎出有意味的，包含着特定

民族生活的内容， 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

神韵的服饰形式， 只有从生活中发现蕴

含着文化精神潜生命体， 善于捕捉到形

式中的意味， 我们才能将野味盎然的乡

土风情，古文明的幽远、古朴与清灵明快

的现代感觉汇集起来， 在将民族服饰文

化融入国际时尚的同时， 在给人以实用

的消费价值时，给人以精神上的关切，抚

慰与提升， 才能引导中国民族服装产业

走向健全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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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任务型语言

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方兴未艾。 本

文根据任务型语言教学的理论基础， 基本内

容和任务设计要求， 对中职英语口语课的教

学设计进行了分析和反思， 进而讨论在运用

任务型语言教学法时应遵循的原则和注意的

问题。

一、“任务教学法”的提出

英语口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和训练学生

语言知识转换能力。 中职学校的学生，相对于

普通高中的学生而言，基础比较薄弱。 他们在

英语口语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也较为突出，诸

如不敢说、表达单一、呆板、 不懂得转换表达

方式、无话可说等等问题。 要改善这种状况，

就必须寻求一种方法,把英语学习的重点放在

提高学习外语运用能力上， 将学生真正置于

一种“自然语言学习环境”中，通过循序渐进

的自然过程， 达到全面提高学生交际能力的

教学目的。“任务教学法” 运用到课堂教学时

通过学生和教师共同完成某些任务， 使英语

学习者能够自然地学习， 达到扩展中介语体

系和促进外语学习进步的目的。

二、任务教学法的设计和实施

任务的类型是小组主题发言或演讲。 任

务的目的一是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技能，二

是提供语言实践及合作学习的机会, 锻炼合

作技能、 领导组织能力及社交能力。“交际

型”英语口语教学的任务就是开口说，动手

做，通过完成任务达到传递信息，表达思想

的学习目的。教师只设定教学任务的框架,而

任务本身要由学生自己设计, 组织并实施完

成。 教学要以学生对任务的完成为基础，必

须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现实，使练习内

容与课堂目标结合，使语言学习与现实生活

中的语言运用结合。 在设置好任务后，学生

分小组进行实施,在规定的时间内，学生带着

明确的任务目的， 积极主动的进行学习，通

过各种渠道收集图案文字材料等信息, 形成

相对独立、完整的主题发言。 在这过程中学

生能体会到“从做中学”的乐趣，从任务的开

始到结束，学生不仅使自己沉浸在模拟的目

标环境中，通过实践、思考、调查、研究、讨论

和合作等方式学习和使用英语，完成学习任

务，而且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还学习到一些

跨学科的知识，扩大了学生的视野。 任务教学法口语课程的

教学，可以分为四个步骤实施：

1、任务前阶段：任务前阶段主要学习完成任务所需的

语言知识,介绍任务的要求和实施任务的目的,完成前期准

备事项。

2、计划任务阶段：任务前阶段后,学生带着各自项目任

务在各自小组集思广益制定实施计划,分派任务进行资料的

收集归纳，共同完成项目任务,并进行演练和彩排。

3、任务实施及测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小组向全班展

示任务成果,进行主题发言或演讲。

4、任务后阶段：挑选出几个优秀的小组在修改的基础

上进行汇报展演,老师进行录象,同学现场点评。

三、运用任务教学法应遵循的原则

运用任务教学法一般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实践

性原则， 即任务的主题要与真实世界密切联系,� 学生的学

习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二是自主性原则，即提供学

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内容和展示形式的决策机会,� 学生

能够自主、自由地进行学习，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创造能

力的发展；三是综合性原则，即任务具有学科交叉性、学生

能综合运用各项技能的特点,� 比如把计算机课程、 英语或

其他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 共同完成某个项目； 四是开

放性原则，即任务项目能体现学生围绕主题所采取的探索

方式、方法以及学生“作品”的展示、评价等方面具有多样

性和选择性。

任务型教学的测评注重学生在项目活动中能力发展的

过程,� 测评内容包括学生参与活动各环节的表现以及作业

质量。

总之,� 在任务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过程既是一种认识过

程，也是一种探究过程,�任务的实践性、综合性、自主性和开

放性给学生提供了足够的学习空间和锻炼空间,� 学生的主

体作用与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统一。 作为英语

教师,� 要不断探索教学的新思路、 新方法,� 引导学生发现、

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培养学生的开拓精神和创新意

识,�逐步培养其求异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