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三

师说

名人名言

教育

不能把小孩子的精神世界变成单纯学习知识。如果我们力求使儿童的全部精神
力量都专注到功课上去，他的生活就会变得不堪忍受。他不仅应该是一个学生，而且
首先应该是一个有多方面兴趣、要求和愿望的人。

——苏霍姆林斯基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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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体态语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

巧拟标题 画龙点睛

吴茵

刘海竹

在幼儿园里，经常可以看到幼儿来园
离开父母时大哭大闹，老师把他抱起来，
抚摸他，亲亲他，这时幼儿就会逐渐平稳
下来；还有一些幼儿会因为老师给他的一
个微笑而兴奋不已。由此可见，幼儿教师
的体态语在幼儿心理上起了多么微妙的
变化，产生了多么大的魔力。
所 谓 体 态 语 是 通 过 日 常 的 表 情 、动
作、体态的变化来传递信息的方式。比如
皱眉表示厌烦，微笑表示欣喜，扬眉表示
吃惊，摇头表示不以为然等等。在师幼互
动的过程中，教师的一个手势，一个表情，
一个微笑，一个眼神都传达着某种信息。
概而言之，幼儿教师体态语在幼儿教
育过程中的作用有：
一、能替代有声语言，有利于教师与
幼儿的互动和沟通
比如教师在上课时遇到有的幼儿在
玩自己的东西或吵闹时，懂得孩子心理的
老师就会给幼儿一个无声的信号，朝幼儿
很快地看几眼，可能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既保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又保护了幼儿
的自尊心。
二、能扩大教师教学信息的发射量，
增加幼儿对有用信息的接受量
老师良好的体态语可以吸引幼儿的
注意力。比如：老师讲故事，有些幼儿可能
只管自己玩，但如果老师在讲的过程中配
合一定的体态语，不断改变自己的表情、
眼神、手势等，就有可能把幼儿注意力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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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过来，使他们能津津有味地听下去。
三、有利于发展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有助于幼儿形成健全的情感
亲社会行为是指通过对他人情绪的
共鸣所产生的一种利人行为。在幼儿园常
可以看到老师有时会摸摸幼儿的头，拍拍
他的肩，这时幼儿就会很高兴，很温顺，甚
至一天都可能很兴奋，表现也会很好。同
样的，他也会把自己的爱分给别人，让大
家一起分享。
四、有利于培养幼儿良好的习惯、培
养幼儿良好的个性和健康的心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幼儿是喜欢观
察和模仿的，幼儿具有天然的“向师性”。
由于幼儿模仿性强，可塑性大，老师在他
们心目中的地位往往胜过父母，对老师有
崇敬心理，这种天然的“向师性”使他们往
往会把老师的行为视为楷模。因此如果老
师有好的体态语，如“走路的姿态，拿东西
的动作，对待动植物的态度，跟其他老师
和家长交谈的风度等等，都会对其产生深
刻的影响。
幼儿教师应该像一个真实的导演兼
演员，体态语是心灵的反映，也是潜语言
的体现，幼儿教师体态语是一种强有力的
教育力量，教师良好的体态语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着幼儿的心理健康和个性的健全，
以及对老师教育接受的程度。因此教师要
特别重视自己体态语的运用，优化体态语
言，使之深深地吸引幼儿，为其营造一种
轻松愉悦的氛围。

标题就是文章的眼睛。巧为文章点睛，不
仅能增添文采，引人关注，也能更好地突出文
章主题。因此在作文教学中，不仅要重视锻炼
学生审题、立意和选材的能力，也要特别重视
锻炼学生锤炼标题的能力。
一、有心拾荒，善于积累
让学生备一个笔记体，平时读书、看报，甚
至在街上溜达闲逛时，看到动心的文章标题、
广告词等要随时记载；与他人闲聊、平时听歌
时，对美妙的题目也要注意收集；观看电影电
视时要留心，上网浏览时也时刻注意。在收集
好题目的同时，也不要冷落了诗词名句和入选
教材篇目的题目。优美精巧的题目收集多了，
大脑中的储量大了，用时也就能得心应手，选
择一个比较符合文意的作文题目了。
二、有心揣摩，悟其精妙
平时积累素材时，要引导学生对精美的题
目认真揣摩研究，看看它究竟好在那里，美在
何处，养成留意揣摩题目的习惯，增强锤炼题
目的意识。像《死海不死》一文题目，它好在哪
儿？妙在何处？类似的还有“愚公不愚”、
“ 傻子
不傻”等。收集广告词“得利首饰，一戴添娇”
时，就思考，这个题目好在哪儿？一个作者在揭
示有害饲料添加剂对人体的危害时，用的“鸡
（饥）不可食”的标题。有作者揭露腐败现象时

用的“钱（前）途无亮（量）”题目。只要养成揣摩
题目习惯，做作文时自然就会重视题目，提炼
题目。
三、有心分类，掌握方法
优秀题目积累多了，再引导学生根据不同
方法，对收集的题目进行分类，并且认真研究
学习各类题目的不同方法。
1. 巧用修辞，增加情趣
在确定文章标题时，若能用上各种修辞，
则标题或生动形象，或含蓄深沉，或文采飞扬，
给人以美味佳肴、色味俱全的感觉。像：
《大自
然的语言》
（比喻），
《黄河在哭泣》
（拟人），
《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
（反问），
《谁是最可爱的人》
（设问），
《若无远虑，必有近忧》
（对偶）等等。
2. 反弹琵琶，寻求奇美
确定文章标题时，克服思维定势，敢于提
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往往给人以神奇的感觉。
如：
《经一事，未必长一智》、
《先告状未必是恶
人》、
《便宜未必非好货》、
《常在河边走，未必就
湿鞋》等等。
3. 灵活引用，巧借意境
对于我们平时积累的优美词句标题，我们
都可进行引用，以收到神奇效果。如：写师爱时
可引用“润物细无声”
（杜甫诗句）；写宽容时可
引用《一笑而过》
（那英歌曲）；写诚信时可用
《真诚到永远》
（海尔电器广告语）等等。

如何培养
儿童绘本童画创作想象力
路桥新桥中心小学 徐静
绘本是儿童读物，它通过文字和绘画
来说故事。本文论及的绘本童画是儿童通
过编故事并配以插图的美术教学课程，它
是集欣赏、绘画、文字为一体的，绘本童画
的完成，学生的想象力是重要因素。但是，
在美术教学中实际上遇到了很大的现实
存在问题：低段的学生画云、画太阳、画房
子几乎一模一样，缺乏想象力，这些情况
在低段美术教学中会经常出现。要让儿童
在课堂上对绘本创作产生兴趣，教师须积
极挖掘学生头脑中绘本童画创作的创造
能力，不断促进学生认真观察生活中的事
物，使头脑中积累大量表象记忆，然后扩
展自己的想象思维空间，再将思维的表象
记忆变成艺术创作，由创作表达自己的情
感，这才是培养儿童绘本童画创作想象力
的根本目的。
一、丰富生活、构建表象，为绘本童画
想象的生成打好基础
一幅好的绘本童画作品，它的创作大
致需要三个阶段：一是生活中的事物影像
储存在大脑记忆中，二是大脑中的记忆表
象转化为创造的想象，三是由绘本童画创
作的想象再生成为作品。想象的生成是这
三个阶段的第一步起主导作用。对于小学
低段儿童来说他们喜欢听绘本故事，在听
故事时他们会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脑袋
里本身的记忆中提取画面，而这些从绘本
故事里听到的画面就可以作为儿童绘画
的具体作品。
但是儿童对于看到的事物用绘画方
法画出来不是这么容易，他们这个年龄就
是 接 触 和 吸 收 新 事 物 ，那 么 要 让 这 些 新
鲜、新奇的事物在儿童头脑里形成一个印
象，并将这些印象能够转化为创作，这些
都需要教师想到方法。我在美术教学时，
会选取很多故事，跟故事相应的图片，加
深儿童表象记忆，为绘本童画想象的生成
做好准备。
二、巩固表现、激发兴趣，为儿童绘本

童画的想象生成鼓足精神
低段的美术书上有很多课时是很好
编绘本童画故事的，学生爱听绘本故事，
也喜欢把听到的故事加入自己的想法：把
角色的样子、发生的背景画面、会发生的
情况做有趣的想象，那么如何巩固表象、
激发儿童想象力，方法有几下几种：
1. 看插图编故事
绘本故事里的精彩情节都会配上相
应图片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也能帮助我们
理解故事。在上《热带鱼乐园》一课时，我
事先准备好速写本，并在每页画上插图，
接着我每打开一页让学生看插图编故事，
不同的学生对于看到的插图所编出来的
故事都会有不同，学生在看插图编故事时
会认真观察插图，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各
种鱼的表象记忆，对之后的自己创作打好
基础。
2. 演故事
学生在自编自导一个故事时，脑海里
已经有了故事画面和内容，表象已经在脑
海里建立，这时在美术教学时可以让学生
上来演一下故事，这样能够激发儿童的浓
厚兴趣。表演完故事后学生的兴趣正浓，
表象记忆巩固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拿出速
写本自己画出一本绘本童画，这样画出来
的效果更好，自编自导的故事很好的使学
生表象记忆不断巩固，并使儿童对绘本童
画创作产生兴趣。
以上这几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在感官
上、心理上受到艺术的感染，激发学生的
想象思维，学生在兴趣浓厚时，会感到绘
本童画的艺术趣味从而为儿童绘本童画
的想象生成鼓足精神去创作。
儿童绘本童画的想象与生成培养，现
在还是在探索和研究，我尝试着在美术教
学中选择这个较为符合学生特点和爱好
的绘画形式，希望学生在美术课堂中快乐
成长，当然绘本童画的美术教学形式我发
现学生的课堂注意力更集中了，想象力也
丰富了，作品还能传情达意。

浅谈小学数学前置性作业的设计
温岭大溪小学 李丹君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数学
课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置性学习作为
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为学生深入课堂学习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指的是教师向学生讲
授新课内容之前，让学生先根据已有的知识
水平和生活经验所进行的尝试性学习。小学
数学前置性作业的设计应注重便于操作、面
向全体、定位准确，还应注重保护学生的学习
兴趣。
一、学习为先，导航“数学课堂”
前置性作业的设计，应首先体现学生的
“学”。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学生学会
学习体现了学校教育长远的目光，为实现终
身学习保驾护航。教师在布置前置性作业时，
首先应确定学习内容，明确学习要求，细化学
习任务，让学生清楚知道要学什么，看哪一页
书，应该怎么做（步骤），需要达成什么要求。
本着“简单易行、目标明确、学有所得”的原则
设计前置性作业，让每个学生都学会自学，并
在学习中有所收获。
二、实践为基，践行“数学课堂”
《数学课程标准》说到：学生学习应当是
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
除接受学习外，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

流同样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学生应当有
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验、猜测、计
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过程。基于此，教师在设
计学习单时，更应关注学生的实践过程，给予
学生更多实践学习的空间，需要学生花较多
时间研究思考、动手操作或调查统计的活动
单元更应该设计在学习单中，使前置性学习
在课堂实践中发挥它强大的功能。
三、反思为本，优化“数学课堂”
前置性作业的设计要把握反思教学、查
漏补缺的特点。通过前置性作业反映出学生
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教师反思在这个知
识点上的教学欠缺，从而调整自己的教学方
式，做出更有针对性的教学。对学生来说，前
置性作业反映了个人的知识水平、掌握情况，
通过与他人的对比，反思自己在学习上存在
哪些不足，肯定自己在同龄人中有哪些优势，
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有效的前置性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助推
器，有助于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学习，
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自觉学习的态度，
有助于课堂教学保持高效率、有意义的互动，
实现知识技能与情感态度的统一发展，使学
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增强学习数学的兴
趣，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和数学学习产生深远
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