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电话：

0859-3195186

邮箱：

qxnrb-xw@163.com

4

论苑

2020

年

8

月

2

日 编辑校对

/

戴宏瑶 版式

/

袁万霞

本报社址：贵州省兴义市瑞金南路 34 号 电话：3112742� 传真：3111891� 邮编：562400�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5223001008� 广告部电话：3118164� 印刷：黔西南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3111060� 定价：全年 396 元

让计算教学“活”起来

兴义市泥凼镇布塘小学 代时昌

小学数学《新课标》明确提出：“数学是人们

生活、劳动和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能够帮助人

们处理数据 、进行计算 、推理和证明 ，数学模型

可以有效地描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

不难看出，计算又是所有数学活动的基石 ，

离开了计算，数学活动便成了空穴来风，无本之

木。 《小学数学新课标》中规定“要使学生具有进

行整数、小数、分数四则计算的能力。 ”在教学要

求中也强调 “使学生能够正确的进行整数 、小

数 、分数四则计算 ，对于其中一些基本的计算 ，

要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 并逐步做到计算方法

合理灵活。 ”

计算教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占据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是小学数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数学学习的基础 ，培养学生准确 、迅速 、灵活的

计算能力是小学数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课堂要“鲜活”

有一位名师说过

:

“一堂好课 ， 如一场交响

乐 ，总要讲究旋律 、节奏 、配器 、音响的和谐 。 师

与生要和谐 、人与文要和谐 、情与理要和谐 、思

与悟要和谐 、 知与行要和谐……”“课堂是什

么 ？ 课堂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是师生生命成长

的平台———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平台 。 ”数学

课堂亦是如此 ， 在这个演绎人生的平台上 ，一

群鲜活的生命在一起彼此对话 、沟通 、交融 、分

享 ，尽情享受生命成长的快乐 。 作为数学教育

工作者 ， 难道我们就不该走进孩子那五彩缤

纷 、瑰丽神奇的情感生活 ，去体验 、欣赏他们心

中的数学世界 ，去理解 、感受他们与众不同的

思维方式吗 ？

二、方法要“灵活”

在小学生计算能力教学中 ， 学生往往会表

现出以下情况：一是情感不稳定。 小学生在计算

时，总希望能很快得到结果。 因此，当遇到计算

题里的数据较大或算式显得复杂时会产生排斥

心理， 表现为缺乏耐心和信心， 不能认真地审

题，没有耐心去选择合理算法，从而导致错误出

现。 二是注意力不集中导致抄错。 由于计算本身

没有情节而且形式简单，容易造成小学生看题、

读题 、审题 、演算过程中急于求成 ，致使把计算

式题中的数字、符号抄错，抄上一行串到下一行

等等。 当然，计算中抄错了一个小小的数字或符

号， 那无论你运算顺序怎样正确， 解法如何完

美，都是在做无用功。 三是多做导致排斥。 计算

题本来就枯燥，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又短，

天性爱玩又使得他们不能够长时间认真做题 。

如果一下子做几十个题目， 学生出错的也会很

多，也体现不出学生计算水平高低，最后为完成

任务草草了事。 而学生的做业布置少一些，他们

会认真地做正确率也高，错误的也就少了。 每次

布置作业计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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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足矣，如果用“拔苗助

长 ”的方式的练习 ，学生也不愿意接受 ，思想上

就会产生排斥，计算错误也就多了。

不管何种原因造成的计算错误，作为教师 ，

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注意找出错误的根本和

关键 ，分析错误的原因 ，然后再针对错误性质 、

原因和范围，采用灵活的方法，对症下药。

三、基础要“打活”

口算是计算的基础 ， 是计算教学的开始阶

段，口算能力是计算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口算

能力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要通过每天的

训练而慢慢提高的，要提高学生的口算能力，形

成一定的口算技能， 关键是要持之以恒坚持训

练， 使学生形成熟练的口算技能技巧， 达到正

确、迅速、灵活的口算目的。

对于口算来说，学生也会虎头蛇尾 ，对于这

种情况， 一方面， 要教育学生应认真、 仔细做

每—道题；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是学生的注意

力先集中后分散的特点，在实践中，经多次观察

学生口算本上的错误题目，都是后面比前面多。

针对这种情况，我让学生在做口算时，如果时间

允许 ，在第二遍口算验算时 ，从后往前算 ，这样

找出的错题就多，正确率明显有了提高。

四、兴趣要“激活”

在计算过程中养成良好的习惯 ， 要求学生

在计算时，从审题、计算到书写，一气呵成，中途

不要东张西望，力争算一题，对一题。 在平时做

题时边轻声读边写。 要读出来，当然就得认真看

清楚数字了， 而由眼睛看到了数字经过大脑分

析后说出，就错不了。 如果他能读出来后再写就

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抄错数字。 要少而精地练，细

水长流地练，而且采取一定的表扬或鼓励措施，

学生就会很高兴的去做，努力去完成每一道题，

以这种 “短频快 ”的步子去练 ，逐步培养学生的

计算兴趣。 计算错误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培养

良好的学习习惯是素质教育的要求， 也是提高

计算正确率的前提， 因此我们应培养学生在作

业后必须自我检查、验算的好习惯，我们教师应

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如何在美术教育中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贞丰县第八小学 韦克娜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 指出 ： 美术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然而，美术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很多

老师局限于通过美术活动表达情感与思想 ，

提高审美能力，培养健康的情趣。 笔者认为，

成功的美术教育， 除了实现上述目标外 ，更

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美术活动 ，培养学生良好

的学习习惯，为终身学习和一生发展奠定基

础。 在美术教育中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 ，笔

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一些实践。

一、 根据美术教育的特点培养学生课前

准备的习惯

相比其他学科而言， 美术课需要的材料

要求更高，课前的准备需要更充分 。 语文课

没有带笔记本， 可以随便找一张纸记下 ，过

后来补记 ，数学课没带圆规 ，用笔尖和一条

线可以代用。 但美术课不行 ，某个教学内容

所需要的工具材料，缺一不可。

要上好美术课， 就必须引导学生准备必

要的器材原料，课堂需要的，学生必须带齐 。

下一节课需要什么器具和材料 ，除了美术老

师作出要求外， 要充分发挥课代表的作用 ，

提醒学生做准备。

学生购买的材料， 不能乱放， 更不能乱

丢。 很多东西需要重复利用。 购买了的材料，

无论用过或没用过，都要规范摆放 。 学校条

件好的 ，学生购买的器具材料 ，可以放在画

室或教室，条件不具备的，学生应带回家。 但

学生无论放在教室、画室还是放在家里临时

带来 ，都必须规范摆放 ，以便急用时以极短

的时间准时拿取。

二、在美术教育中养成专心听讲的习惯

要提高美术教学质量，课堂就要做到宽而

不乱，松而不散，张弛有度。该教师讲的时候教

师讲，该教师示范的时候教师示范，该学生动

手动笔的时候，学生就动手动笔。 要做到这一

点，美术课同样要像其他学科教学一样，要采

用各种手段，发挥教师的专长，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让学生的思维打开，又要让学生的活

动围绕着教师的安排的主线开展。 这样，学生

思绪才不会飞出美术课堂。 这样久而久之，学

生专心听讲的习惯也就形成了。

要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教师安排的活

动上来 ，教师就要注意优化课程内容 ，科学

合理的运用有限的教学时间 。 为此 ，备课时

充分考虑到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审美能力 、

知识技能等各个方面的统筹安排。 课堂上要

有多层面的设计，让学生尽可能在各个方面

得到比较均衡的发展。要根据教学内容，教学

目标和学生的实际，准备好教学课件，并根据

课程特点，科学设教学环节，多种活动交替进

行，让每位学生学得快乐 、记得深刻 、收获成

功。

三、 让学生在练习中练就持之以恒的习

惯

要让学生通过创作活动认识到， 一件优

秀的美术作品的诞生，是经过不懈的努力、细

致认真的工作才能创造出来的 。 要监督 、鼓

励、引导多种手段并用，让学生具体的创作活

动中养成坚持的习惯。要引导学生，若不是在

规定的时间内必须离开创作的现场， 创作灵

感来了，就要坚持把某一情感表达完成；创作

中，某个细节片段没有完成，要坚持做完。 要

告诫和引导学生， 不能凭一时的兴趣想起那

事，半途而废把眼前的事丢下。要让学生在美

术活动中找到成功，找到快乐。学生创作活动

中，只要有一个成功的细节都要加以肯定。学

生在无数次的创作活动中， 坚持把需要表达

的细节表达完成， 在坚持中创作出了相对满

意的作品，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持之以恒 、

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习惯也就逐步养成。

四、 通过活动细节培养学生良好卫生习

惯

以往美术学习会给人一种懒散邋遢的不

好印象，这是对美术的错误认识 ，也是错觉 。

极大多数成功的艺术家， 都有良好的个人习

惯，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严格。美术教师在日

常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无论在班级教室，学校

专门画室，还是在家里 ，进行美术活动 ，都要

讲究卫生。无论在哪里活动，器材原料摆放一

定要规范有序。 工具和材料， 用后要及时收

拾，放回箱内或原位。 该整理的整理，该废弃

的废弃，该清洗的清洗。产生的废料不能随便

扔，要分类扔到相应的地方、场所。 有用过了

的材料，不等于废料，可再次利用 ，要引导学

生学会节约。 比如国画和书法练习用过的宣

纸， 可以折叠起来， 用来吸毛笔上多余的水

分。 要教育学生，绘画及其他创作过程中，要

小心，注意尽量不要将墨汁 、颜料 、洗笔的水

等弄到地上和桌上，保持地面、桌面的整洁干

净。 注意不要将颜料涂抹到脸、手上，更不要

让其入口沾眼。

总之， 通过美术教育培养学生终身受益

的习惯，具有很多优势 ，只要认真研究 ，美术

课就会真正在素质教育中发挥其他学科不可

替代的作用。

初中语文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兴义市则戎镇中学 赵永贵

初中阶段对学生表达能力的塑造培养 ，是

语文课堂特别重视的一个教学模块， 因为基本

表达能力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所必备的一个沟

通素养， 也是语文学习当中对阅读理解类型训

练的一个要求具备的能力。 初中阶段的学生正

处于青春期心理发展和情感波动的特殊状态 ，

因此， 初中语文教学要对学生的表达能力进行

正确的引导和培养 。 本文结合现代教学技术从

初中语文教学课堂上的具体应用角度出发 ，以

提升学生语文学科表达能力的必要性提出相对

应的策略。

一、引言

新课标改革背景下的语文教学中 ， 把对学

生表达能力的培养摆在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

置， 因为语文课堂主要是对语言运用和表达的

学习， 而对现阶段的中学生来说，掌握一门具

有艺术性的表达技术， 不仅是他们在人际交往

中语言逻辑的提升， 也是能够让他们在语言课

堂的理解学习中更加游刃有余。 因此对语文课

堂的要求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希望初中语文

教师在新型的现代教育信息时代背景下， 能够

有效结合先进的信息化教学手段来创新课堂的

授课形式， 将表达能力的传授借助现代教学技

术更加透彻地渗透到语文课堂的每一个环节 ，

帮助学生通过新型教学模式来实现语文表达能

力的提升。

二、提升学生语文学科表达能力的必要性

（一）语文学科的基本素养要求

语文作为一切其他学科进行教学活动和组

织知识内容的基础性文字表达， 在初中阶段的

学科学习当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例如，初

中文科学科的教学活动是在语文所提供的表达

基础上所进行的， 庞大的知识体系都需要借助

语文来进行表达梳理，这时候，如果学生没有可

以匹配的表达能力去对学科知识进行理解 ，那

么就会导致由于表达能力的缺陷从而无法获得

准确的知识。 因此，表达能力也是学生进行其他

学科学习活动的一项必备技能。

（二）现代教育技术的有力支持

信息时代所产生的先进现代教育技术 ，已

经广泛应用于初中语文的课堂教学实践， 语文

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 去接受新型的现代

教学技术手段， 语文课堂的设计在信息教学技

术的辅助下实现了更加理想的教学效果。 一方

面， 当前中小学教学课堂实践当中已经具备进

行信息技术教学的多媒体设备基础， 大多数学

校也配备了专门的技术人员， 协助教师的智慧

课堂教学活动， 从而保证教师在课堂中多媒体

教学环节顺利开展。 另一方面，多媒体信息教学

技术对传统课堂的改造能够在很大层面提高课

堂的效率，还能弥补传统课堂的局限性。

三、具体实施策略

（一）借助多媒体展示技术创设情境

在初中语文教学课堂上 ， 借助多媒体展示

技术来创设与课本内容相关的情境， 是现代教

学技术在语文教学课堂上的普遍应用形式 ，在

课文内容的选取编排方面， 都强调感性内容与

人文关怀思想 ，对学生语言表达的影响 ；因此 ，

语文课文讲解的教学活动往往是在具体的情感

情境当中展开的。 语文课文当中，丰富的人文情

感能够给予学生强烈的情感冲击， 从而丰富学

生内心的情感世界， 为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带来了充足的情感素材。 因此，初中语文教师

应该尝试借助多媒体教学， 让学生直观感受课

文当中作者所抒发的情感， 让学生在具体的情

境当中掌握情感抒发的技巧和方法。

（二）利用微课视频丰富教学内容

微课在视频制作的过程中选取的都是合

格、精良的教学内容。 微课教学视频浓缩了教学

资源的精华， 可以帮助教师丰富课堂传授的内

容，为学生带来丰富多彩的“技巧干货”，在内容

与环节设计上通过趣味性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

趣， 因此更加有利于在微课讲授过程中实现对

学生表达能力的提升。 例如，教师可以在网络资

源中， 筛选和甄别关于语文表达能力技巧的微

课讲解视频， 通过在课堂上放映微课视频直接

为学生带来表达技巧和方法。

（三）鼓励学生进行教学展示实践

鼓励学生进行教学展示实践 ， 在课堂上教

师可以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 每组选择相应

的课文内容来进行展示， 在展示过程中要求运

用多媒体设备来辅助。 这种教学形式实现了现

代教学技术与语文实践课堂环节的完美结合 ，

也能帮助学生借助多媒体进行教学展示过程中

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 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在探

索如何提高学生表达能力的教学课堂时， 可以

结合自身教学特点， 及学生实际情况在现代教

学技术的辅助作用下展开新型教学模式。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初中语文教学过程当中借助现

代教育技术来强化课堂教学效果是信息时代对

语文课堂进行优化改造的必然要求， 在初中语

文课堂上充分发挥现代教学技术的教学辅助功

能，还能够弥补传统课堂当中的局限性，从而让

课堂教学效果展现出更佳理想的状态。

让作文批改成为师生交流的亮点

普安县楼下镇楼下中学 王条文

作文教学在乡镇中学来说是普遍存在的一

个薄弱环节， 学生作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语文

学习成绩。 但毋庸置疑的是，作文也是最令师生

头疼的。 对学生来说 ———作文难写；对老师来

说———作文难批。 长期以来 ， 在此情绪的影响

下，作文成了老师和学生之间阻碍，一直阻碍了

作文成绩的提高。 其实，师生不应把作文当成孤

立的个体， 而应把它作为连接师生关系的纽带

，促成师生交流的阵地，这样才能实现作文水平

的提高。

一、让作文批改成为写法交流的阵地

初中生经过几年的写作训练之后 ， 有时会

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 就是说，经过几

年的写作训练之后， 各种文体的模式套路已基

本成型了， 但有时一些具体的写法却把握不起

来 ，明知这样写不妥 ，却又不知该如何修改 ，此

时教师就应给与适当的点拨，引导其进入“柳暗

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比如有一次，为了训练学

生的观察力与创新思维， 我布置了一篇常见的

作文题———秋天。 其中有一个同学在作文自批

中写道：“本文围绕秋天写了几个秋天特有的景

象 ，如秋天的晴朗与凉爽 ，秋天的丰收与繁忙 ，

但又写到了秋雨中树叶的绿，似与要求不符，但

这确实是我的所观所感。 ” 而在互批中也这样

写：“本文抓住秋写了不少景象，语言很优美，让

人读后仿佛跟随作者也走进了那温柔的绿巷

里。 但本次作文要求写秋， 文中却出现了不少

绿，好象给人以春天的感觉。 ”从学生的批语中

可以看出， 学生对此类作文的写作方法认识有

误差， 竟以为写秋天时颜色必是黄， 而不能用

绿。 于是我在批语中写道：“其实，秋天时写绿未

尝不可， 关键是写出秋天中的绿与春夏中绿的

不同之处来。 ”如此一来，既纠正了学生批改中

的失误，又指导了写作方法，可谓是一举两得的

好办法。

二、让作文批改成为思想交流的阵地

中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与世界观逐步形成的

阶段 ，自以为是大人了 ，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了 ，

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又不免流于肤浅或片面 。

这在作文中便能很大程度的体现出来。 记得一

次半命题作文 ，叫 “我再次感受到了

__

”有个同

学写的是 “我再次感受到了虚伪的可鄙 ”他在

自批中写道 ：“本文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 ，很

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受 ，我就是看不惯学校这

种弄虚作假……” 而在互批中这样写：“本文取

材于实际 ，很有真情实感 ，但说话欠妥当 ，一个

学生不应该用这种口气批评自己的学校， 其实

这一切都是为我们好。 ”看来，如何看待生活中

的“反面素材”学生在思想上有很大分歧。 于是

我在批语中写道 ：“你能够抓住身边的事 ，善于

观察 ，巧妙入文 ，抒发了真情实感 ，很好 。 但我

还希望你能深入的思考一下， 我们应该学会全

面深刻的去分析某一现象 ，而不能简单的把一

事物定为好或坏……”那次作文之后，我曾作过

追踪调查， 后来， 我发现那个学生的思想认识

已渐趋成熟 ，待人接物也较缓和了 ，一次贴心

的评语交流， 使其免于思想上误入歧途， 让人

感到欣慰。

三、让作文批改成为情感交流的阵地

中学生受生活实际和阅读范围的限制 ，作

文取材较窄， 大多数学生作文选材多是围绕身

边发生的事或亲身经历展开。 尤其是我强调学

生作文要“说真话抒真情”所以从学生作文中常

会发现一些问题。 比如有一次，生物老师向我反

映说某同学像有心事似的， 一节课什么都没背

进去，提问时一问三不知，也不知怎么回事。 这

答案竟让我在作文中找到了， 那周的作文话题

是 “选择 ”，从文中显示出她收到了男生一张纸

条，正不知该如何选择呢。 文笔极端细腻，心情

异常矛盾，直至最后也没下定决心，甚至还求助

月亮星星告诉她该如何选择。 很显然，这是初中

生常见的早恋现象， 这种事不谈， 学生面临彷

徨 ，很有可能走弯路 ；面谈 ，又会引起学生心理

的恐慌，让其无地自容。 于是我便借作文批改进

行了一次文字上的疏导。 在事后这位学生作文

交上来时 ，我发现 “月亮不再昏暗 ，星星不再眨

着迷惑的眼睛，主人公的脚步也坚定了”我心中

的那块石头也落了下来。 如此，既避免了面对面

的尴尬 ，又有 “润物细无声 ”的功效 ，何乐而不

为？

其实， 这种方式的作文批改不仅实现了师

生之间的交流沟通， 更是满足了学生对作文的

期待心理， 因为自己写出来的作文能够引起别

人的共鸣了，这会大大增强学生对写作的兴趣，

而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有了方法 ，又有了兴

趣，作文水平的提高也就不是一个大难题了。

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对话式英语教学

普安县楼下镇楼下中学 龙明兰

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

象： 教师挖空心思地把课堂设计得丰富多彩，

热情的“演独角戏”，而学生却反映被动冷淡，

教师辛辛苦苦却成效甚微，显然是教师在教学

设计和教学的过程中，只重视自己教，而忽视

了学生学的主体———忽视了对学生学习主动

性的培养，忽视了师生之间互动对教育学和谐

发展的重要性，怎样才能够较好地培养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 做到师生互动和谐发展呢？

一、对话式教学体现师生互动

对话是最能体现师生互动为主体调动，每

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谓对话式，就是以师

生平等为基础，与学生自主探究为特征和信息

为核心，在教师指导下老师和学生之间民主化

的互为主体画的学习活动。这种学习方式最能

培养学生积极的情感和好奇心，能满足学生好

奇探索的愿望，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经验和

学习技能，体验收获的快乐，有了主动学习的

空间，不再是绑捆式的、被动式的学习。

对话式体现了平等民主，师生间、学生之

间的多言互动化，更好地促进合作沟通。 初中

英语教学是一门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很强的

学科。 新课程提出改变课程过程，注重知识传

授的倾向，强调指导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

态度是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习和形

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实现这个要求，首先是

我们教师要提高自己的现代外语水平，掌握教

学理论，现代外语教学方法包括听力、笔试和

口试的能力， 去努力实现学生主体性的发展，

使每位学生在快乐中学习，逐步做到“变学为

思”“变学为悟”。 展现自己的创造力。

二、对话式的创新教学，关键在于教师的

观念转变

教育创新是时代发展对我们的要求，“百

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学校

教育包括我们学科教学都是培养人才，为人的

活动。都应该进行创新，充满对学生的爱。教师

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学思想，首先要实现由

知识本位向人本转变， 由传授向全面发展转

变，由重教师教向学生答转变，努力使师生互

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得到实现。 通过面向全体、

面向全面、面向个体、面向民主、面向时代。 在

体现课程内容现代化的教学中使初中英语教

学质量得到提高。 第二册

nit17,

要求学生掌握

must,mustn

’

t

的用法，按照传统的教学手法：同

学们：请用

must,mustn

’

t

造句。 然后学生纷纷

说出句子，教师一句一名订正。这样的一堂课，

既没有生机，又没有创新意识，于是我重新设

计了教学方案，效果明显不同，首先我问同学

们到过哪些公共场所？同学们立即说出许多地

方：

Cinema

，

Bus station

，

library

等等，然后启发

同学们互相问答 ：

A:Why do you go there

？

B:I want to see a film. A:What must you do

in the cinema

？

B:I must be quiet. A:What

mustnyou do then

？

B:I mustn't make a

noise.

这样引来了许多同学的参与，并且越来

越激烈 ， 对话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 ：

Whar

must we do for peace

？

Why must we learn

English

？ 等等上网查询英语在各个领域中的重

要作用。 学生们各抒己见，用英语讨论各种问

题。这堂课改变了以教师为主体的填鸭式教学

方法，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的创新精神，达到

了面向全体、面向民主、面向时代的教学目的。

总之，构建对话式英语教学，应以主体教学为

核心，体现激发学生学习欲望，造成“我想学”

的氛围。在确定层次目标，造成“我要学”，并且

引导学生探究“我会学。

三、对话式教学的基本原则与方式

对话式英语教学是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

实际，构建主导教学体系，实现课堂学习，室外

学习和家庭学习，都可以采取的一种模式。 强

调通过对话 ， 采用 “呈现目标———探索引

导———自主实现———矫正强化”四步程序充实

完善知识结构及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发展。 因

此，必须尊重社会生活，注重教学规律，让学生

获取知识在对话中生成。教师必须是课程改革

的实践者，角色创新的塑造者，应掌握对话式

教学的发展性、情感性和多种性原则。

（

1

）发展性原则。 即从每个学生的实际出

发，着眼于学习个体的动态发展的全程，所应

采取的对话方式。 现阶段初中学生学习英语，

他们的基础和态度存在着各自不同，直接影响

着学习的效果。 并且随着教学的深化，各年级

要求学生掌握学习方法运用的程度，及时提出

新目标，增多对话方式。

（

2

）情感性原则。 这就是要求坚持认知与

情感互动的原则，既要立足认知，又要体现发

展问题，解决问题的乐学的情感，使学生汲取、

内渗并生发浓厚的学习兴趣。 因此，教师在教

学中需要掌握的首先是以民主性，把学生看成

是真正平等的伙伴、朋友和知心人，营造民主

和谐的课堂气氛；其次是为学生提供足够语言

对话的材料；最后是给学生恰当的、有效的对

话方法，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

教师

论 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