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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口语教学 走进有效课堂

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中心小学 张玲

口语交际是语文课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口语交际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让学生“具有

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 口语交际课堂

教学是培养学生这种能力的主阵地，它必须

以真实、和谐、平等作为基本保证。

一、创设真实的交际情境

精心创设真实的交际情境， 使学生

“跳出”自己所置身的课堂环境，自然地进

入口语交际情境之中，是一堂口语交际课

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有了具体真实的、

生活化的口语交际情境，才能激发学生的

交际兴趣，使其进入“角色”；才能激活学

生的已有经验， 触动学生的所思所想，使

学生人人有话可说，有想法可交流。 更利

于增强学生的交往、倾听、表达、应变等交

际能力。

一位老师在以“打电话”为主题的口

语交际活动时， 首先引导学生进行训练，

先让学生听一段天气预报，从中得知第二

天要下雨， 原计划的登山活动因此要取

消，班主任李老师正在校外开会，不知道

这个消息，他还打算当天下午上山做相关

的准备工作。怎么把活动取消的消息告诉

李老师呢？让学生从大家想出的办法中选

择一个，最后一致认为打电话最可行。 接

着，让学生两两组合，轮流扮演老师，练习

打电话。 在学生汇报交流的过程中，老师

借助评价， 把有关打电话的方法渗透其

中。之后，分别创设打电话向他人问好、打

电话向他人表示祝贺、 打电话向他人请

教、打电话向他人致谢、打电话向他人道

歉以及在接电话中向他人表示承诺、发表

见解、提出建议、实施婉拒等交际情境，引

导学生进行综合训练。

二、营造和谐的交际氛围

“情动而辞发”， 情感的萌动需要良

好的外部氛围作为土壤。在民主、平等、和

谐的氛围中， 学生的身心处于放松状态，

交际的情感易于被诱发，交际的欲望易于

被点燃。 只有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学生

才会打开思路，自如地倾诉、表达和应对，

从而感受到交流的快乐。

营造和谐的交际氛围首先是要在课

堂上建立信任、和谐的师生关系。 教师要

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要以一个听众、

朋友的身份加入学生们中间，成为学生学

习的伙伴。 要给学生一种感觉：口语交际

课是我们自己的，是轻松的、自主的。教师

要理解并接受学生身上存在的不足，在课

堂教学中多使用激励性的评价语言，把相

信人人都能成功进行口语交际的期望传

达给每一个学生。

其次处理好学生之间的关系对营造

和谐的交际氛围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害怕说话不当、举止失措而当众出丑，这些

问题成为不少学生口语交际的心理阴影。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学生在说话时，其他学

生冷眼旁观、窃窃私语，甚至进行人身攻

击，那么还有谁能顺利、轻松地完成口语交

际呢？因此在口语交际教学中，教师既要指

导学生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要

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和帮助别人。

三、提倡平等的交流对话

所谓平等的对话，指在口语交际过程

中，要“重视口语交际的文明态度和语言

修养”。除了使用一般的礼貌用语之外，还

要学会在交际时遵循如下规则：不要将自

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让听话人自己做出

选择；所说的话要得体和谦虚，体现与别

人的友好关系；时刻尊重别人，理解别人。

一位老师在教学语文版第四册《语文

乐园六》中语文生活时，利用多媒体课件，

先演示了根据题目文本改编的情节：安安

和宁宁两位同学在水池旁洗手。 安安洗完

手拿着香皂刚要走， 宁宁马上追上去拉住

他说：“喂，别这么小气，把香皂给我用用。”

安安说：“行，拿去用吧。可你为什么不关水

龙头？”宁宁不屑一顾地说：“流这点水怕什

么，水多的是。再说，水又不值钱。你就是太

抠门儿！”由此引发了一场相互攻击的激烈

争吵。在此基础上接着组织学生逐步讨论：

宁宁的行为和语言对吗？ 既然大家都觉得

不对，他到底错在哪里？你认为宁宁应该怎

样做才合适？ 在学生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和意见后， 教师又组织学生表演这个

情节。 这时学生们就特别注意了交际时的

文明态度。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充分利用文

本中提供的资源（宁宁错误的行为和语

言），让学生在帮宁宁纠错的过程中，潜移

默化地把“交际中要平等对话”这一原则

内化为学生的思想。而最后学生们精彩的

表演展示的就是平等的对话交流。

此外，平等的对话还指教师在课堂上

的角色定位。 教师在口语交际课堂上，应

该是参与者，同时又是组织者、促进者。例

如《打电话》的口语交际教学活动中，教师

就不仅仅以教师的身份与学生互通电话，

还分别扮演了学生、学生的好友、亲戚、公

众人物等， 和学生一起完成了交际任务。

我们还要组织教学，适时把握方向，提升

思想，促进学生口语能力的发展。

浅谈如何加强数学知识发生过程教学

永州市蓝山县太平中学 唐艳芳

知识发生过程教学是指教师引导学

生去揭示或感受知识发生的前提或原因、

知识概括或扩充的经过以及向前拓展的

方向。 这种教学有利于遏止注入式教学和

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从而有利于增强

教学过程的发展功能，全面提高学生的探

究欲望、探究能力等各方面的素质。 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要重视知识发生过程的教

学，让学生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这需要

教师对教材认真的分析, 需要教师合理的

启发和科学的引导。 下面结合平时的教

学，就数学教师如何加强知识发生过程的

教学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创设情境，为知识发生过程作铺垫

俗话说，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课堂教学中创设合理的情境，有利于诱发

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去探索、 去发现；

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

性。从而为知识发生过程教学的顺利进行

作好铺垫。

例如在教学利用完全平方公式进行

《因式分解》 时， 可创设这样的情境： 比一

比 ， 看谁算得又快又准 9.9□+9.9×

0.2+0.01=？ 问题一提出，学生开始讨论、计

算，由于刚学了用平方差公式因式分解简化

运算， 学生自然地联想到用因式分解来计

算。接着教师马上提出让学生观察题目的结

构特点。

通过教师巧妙的创设情境，让学生的思

维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这就为揭示知识的

发生过程做了知识准备,�并为学生学习运

用“完全平方公式”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合作交流，探究知识发生过程

歌德曾说过：“不管努力的目标是什

么，不管他干什么，他单枪匹马总是没有

力量的。 合群永远是一切善良思想的人的

最高需要。”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多为学

生创设合作交流的机会，让学生在合作交

流中，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共同探究知识

发生的过程。

例如在教学《多边形的内角和》时，先

让学生回顾任意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

180° ， 矩形和正方形的内角和都是

360°。 接着提出：任意四边形的内角和会

等于多少度？ 你是怎样得到的？ 你能找到

几种方法证明？ 并采用学生分组讨论的形

式开展教学。 各小组用多种方法证明此问

题，最后总结各小组方法，并引导学生思

考，这些画线的方法有什么共同点？ 从而

引导学生使用分割法探索五边形、六边形

的内角和各是多少度，并推出 n边形的内

角和 =（n-2）×180°。

在教学中， 学生经过充分的讨论、交

流、意见综合，有助于学生对知识形成更

深层次的更全面的理解。

三、实践操作，在活动中理解知识发

生过程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当知识与积极

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学习才能

成为学生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学生通过观

察、动手操作、推理、归纳，亲身经历了数学

建构的全过程，感知数学结论,有利于对新

知识的真正理解、掌握。 因此，在教学中给

学生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进行动手实践操

作， 对于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是

十分有益的。

学生在游戏过程中，快乐、竞赛的气氛

使他们觉得乐趣无穷， 学得轻松， 玩得愉

快。 他们经历实践操作，加深了这一课时知

识的理解，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好胜心，享

受到成功的欢乐。

四、拓展探究，深化知识发生过程

数学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

程。在学习中教师不仅应关注学生某个知识

点是否理解掌握，还应注意学生对新旧知识

间的实质联系的整体性分析，并且在知识应

用的过程中，学生并不是将知识从记忆中原

封不动的提取出来，而是要针对当前情境将

各种知识进行整合，从而在深化知识发生过

程的同时让知识获得重新建构。

例如在教学《一次函数和二元一次方

程》时，先让学生经历本课知识的形成与应

用过程，深刻体会到方程与函数的联系后。

再展示“电信公司的两种上网收费方式，让

学生思考如何选择收费方式能使上网者更

合算？”这个问题。由于学生思维的差异，会

想到不同的解决方法。在教学中，当学生完

成新知识的学习后， 要善于引导学生利用

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让学生体会到数学问

题解决的魅力所在。并鼓励他们：在解决问

题时要坚持多方面多角度思考， 养成良好

的思维习惯。

知识建构的新理念指出：“所要讲授的

知识是学生自己拿来的； 所要解决问题的

方法是学生自己找到的； 教学过程是师生

共同探讨的。 ”而知识发生过程教学能实现

学生的参与，能让学生经历实践、探索、体

验的过程，并揭示获取知识的思维过程。因

此，重视并加强知识发生过程的教学，能让

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与技能， 并逐步形成

良好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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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教学

的互动理念，是基于“改变过去过于注重

知识传授的倾向， 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

学习态度”。这就为语文的课堂教学改革

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深入探究和实践互

动的教学过程中， 感动就在其中凸显其

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为教师的感动，

教学就不再是单纯的工作任务， 而是一

种真实的生命体验， 是一种人生价值的

实现。因为学生的感动，知识不再是枯燥

的说教，而是点燃心灵的火花；课堂不再

是监狱般的牢笼， 而是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乐园。

一、感动于文本的关键处

新课程理念强调要改变过去“教教

材”的做法，语文课程是用教材教语文，

不是教语文教材。教材不是圣旨，而是教

学的线索。教材不是废纸，而是教学的工

具。要创造性使用教材，使教材为教学服

务。在这种前提下，教师对教材的研究与

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 课堂教学的根本

是创设学生乐学的教学氛围，为此，语文

教师就必须根据自身的感悟认真挖掘教

材的感动因素。 而教材的感动因素往往

源于文本的关键处， 它是文本与师生生

活最密切的触及点。 只要教师紧紧扣住

这一触及点切入教学， 感动便会如约而

至。 如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其触及点就在儿童喜欢玩乐的天性

上。 因为喜玩， 所以百草园有无限的乐

趣；因为好乐，所以三味书屋的教学才枯

燥无味。有了这点契合，对把握整篇文章

就有了体验的基础， 就能以此生发出更

加开放性的理解，而不会回到过去“结论式”的展现。

二、感动于入课的导语中

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都懂得课前激情导入的作

用。 好的导语紧紧扣住教材的感动因素，是一种无声的

教育，是心灵的滋补剂，是一种以文本为根基的有益的

洗濯和陶冶，是奠定课堂教学氛围的心理因素。

激情导入，教师调动了自身的情感，同时也引领了

学生的情感体验。 这无疑为成功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三、感动于真切的发言时

在用文本进行教学的活动中，如果强调了结合生活

经验的理解，就能释放师生的个性。 新课改强调课程是

生成的，不是给定的制度化的教育要素。 这就要求课堂

教学的个性化。 而在有个性的教学中，学生就会有对文

本的真切的理解。 这种理解必定会推动师生与文本的对

话，又为课堂教学的沟通提供了平台。

在教学过程中，只要教师处处留心、善于倾听，学生

真切的理解和闪光的发言就会让你吃惊，使你感动。 如

果你能把你的感动传递给学生，并用激励的语言促进学

生的进一步感悟，课堂就将更加精彩。

四、感动于朴实的体验中

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有对生活的不同的感受，他们

的体验是最朴实的。 在生活的体验中，他们也有情感的

积淀。 善于调动学生的体验及情感的积淀进行教学就能

构建文本与师生真诚的对话，就能采掘到意想不到的收

获，就能建设开放的富有活动的语文课程体系。 这样，语

文的课堂教学就与现实生活的语文实践活动紧密结合

起来了。

在用文本进行教学的过程中， 只要语文教师能对此有

一个充分的认识， 那么在感动于学生朴实的体验和纯真的

情感释放时，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也就诞生了。

五、感动于课后的反思里

教师的教学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成熟的。 那么，教师

如果经常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记录教育教学过程

中的所得、所失、所感，就能不断地完善自己、不断地提

高教育教学水平。

在课后的反思中， 教师往往有两种情感的体验，一

是成功的愉悦和享受，一是失败的懊丧和遗憾。 当回想

起课堂精彩的片段或尴尬与遗憾时，我们无不为自己的

表现与学生的言行感动。 这种感动将引领教师更深入体

验教学的甘苦，也将使教师自身不断地走向成熟。

“感动”是一种生命的诠释，一种心灵的震撼，一种人

性的叩问。 感动始终是一种养分，如同丰盈甘美的乳汁，

对于感动，师生始终都是一个受益不尽的允吸者。 吸着它

的精华渐渐长高，长大，健康，强壮，享有智慧和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