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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对于一

所学校来说，就是要深化教学改革，不

断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通过

教师“认真教”、学生“努力学”，从而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第六中学是

一所市级规范化学校，多年来始终秉

承“勤奋、严谨、文明、创新”的校训，努

力创建教育特色，提升办学水平，积极

探索和推行素质教育实现的有效途

径，在继承传统办学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勇于改革，形成了一整套具有特色

的初中办学新方法。在教学实践中，

学校创设条件让各科组进行课题研

究；组织学科骨干教师参加培训，积极

鼓励教师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目前，

学校每个科组至少有一个课题实验，

由此开创了学校教科研生机勃勃的发

展局面。

随着近年来国际交往的日益扩

大，英语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地位

也更加重要。而作为一门应用性学

科，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英语教

学质量和水平也成为广大中小学教师

所关注的话题。寒亭六中结合多年教

学实践，将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作为学校英语教学的特色，不仅提高

了教学效果，而且让学生做到“学以

致用”。

第 一 ，培 养 学 生 英 语 交 际 的 兴

趣。为了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口语

练习中，学校高度重视对学生英语兴

趣的培养。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适

当穿插英文电影片段欣赏、英文歌曲

欣赏等内容，在欣赏影视音乐的过程

中培养和发现学生的兴趣点，从而感

受英语语言的独特魅力。为了激发学

生的积极性，降低学习难度，在电影片

段欣赏、音乐欣赏的选择上，教师尽量

选取一些对话、歌词比较简单、语速较

慢的作品，如《Wall-E》《冰河世纪》等

动画作品，《Jingle Bell》《Edelweiss》等

经典歌曲。学生在观影听歌的过程

中，也能听懂其中的一两句，就会有一

种成就感，产生对口语的兴趣。欣赏

完毕后，教师会适时分析讲解其中一

些经典的台词、歌词，帮助学生及时消

除理解障碍，使口语教学真正达到寓

教于乐，让学生在兴趣的引导下迈入

英语殿堂的大门。

第二，创建英语口语环境，让学生

有说英语的机会。许多学生在英语学

习中面对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语言环

境，一些教师在英语授课中主要使用

汉语，学生说英语的机会少，还有一系

列因素也使日常英语交流缺少氛围，

良好的英语表达习惯难以养成。因

此，寒亭六中结合教学现状，鼓励教师

采取有效方法创设良好的口语交际氛

围，让学生能够置身于说英语的氛围

中。比如，教师的英语课堂教学秉承

“Speak English when possible，and

speak Chinese when necessary”的教学

指导原则，营造出良好的语言学习环

境，让学生置身其中感受英语的魅

力。在实际指导中，教师多使用：Are

you ready for class？ Put your Eng-

lish book on the desks. 如此，学生长

久置身于浓厚的英语氛围中，自然形

成了良好的英语思维模式。在教师的

有效引导下，学生也逐渐培养了开口

说英语的意识，提高了口语交际能力。

第三，尊重学习主体，课堂训练成

关键。在教学指导中，以课程目标为

准则，结合教材特点，从学生的认知水

平、兴趣等方面着手，学校还创造性地

构建起一些与所授内容、学生实际相

关的课堂教学活动，既能突出学生的

主体性，又能调动学生的口语交际热

情。比如，单词接龙、英语谚语及“你

说我猜”等活动。在探讨关于“Shop-

ping”主 题 内 容 时 ，教 师 将“football

cards、hair clips、chocolates”等放在讲台

上，贴上标价，让学生扮演 shoppers、

customers的角色，并进行对话。如此，

学生的参与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学

生还可以围绕单元的内容排练课本

剧，优胜者会获得相应奖励，在奖励制

度的激励下，大家都踊跃参与，使所学

知识都能在实践活动中得到运用，加

以巩固。

第四，英语教师做好表率作用，提

高学生对口语的认识。学校教师经常

提醒学生，让他们明白英语是国际性

语言，学好英语不仅为了升学，更是为

了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

此，教师在课堂授课时尽量做到用英

语交流。课堂上，教师积极为学生创

造练习口语的机会，鼓励学生主动参

与进来。在良好氛围的营造下，学生

产生了想说的欲望，进而激发他们以

饱满的热情参与到讨论中，展示自己

的才能。

第五，进行定期测试。为了加强

学生对口语的重视程度，学校不定期

举行相应的口语测试，测试内容主要

为语音语调测试和英语口头表达测

试两部分。其中，口语测试计入学生

的综合成绩，再加上课堂提问、对话

表演等成绩，综合评定出学生该学年

的英语整体学习成绩。通过加强口

语测试，学生能更自觉地参与到口语

训练中。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弥补英

语书面考试的不足，培养学生的运用

能力。

总之，英语口语训练是一项实践

性很强的活动，其能力的提升不可能

一蹴而就，需要师生共同努力。寒亭

六中不仅高度重视口语教学，而且善

于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相信，通过不

断坚持，学校一定会在英语特色教学

方面取得卓越的成效。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第六中学：

口语交际五部曲凸显英语魅力
□ 付国卿

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让更多

的学生发现学习的乐趣，体验成长的

快乐。学校在课堂教学改革的路上，

将思维导图这一学习工具，应用到学

习的每一个环节，让思维导图改变学

生学习的思维方式，进而有效推动课

改深化。

课前预习。在学生对教材的预

习阶段，教师可以根据文本内容，给

学生呈现不完整的思维导图：中心

主题和一级分支，相当于呈现要求

学生预习主题的几个主要方面，学

生接下来要完成二级、三级分支的

具体内容。同时，教师还可以把一

个较为完整的思维导图就其中的一

些关键点、学生应掌握的重点问题

有意省略，然后要求学生在预习过

程中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把这

些“遗漏”补上。

比如，预习《百分数》这一单元，

教师可以从认识百分数、求百分数、

折扣、成数、税收、储蓄、简单应用、一

般应用等方面梳理知识点；预习新授

课《生活中的负数》，可以从正数、负

数、整数分类、比较大小等方面进行

知识梳理；预习语文精读课《葵花之

最》，可以从作者、新词、好词、修辞、

主要内容、写作手法、表达情感等方

面进行预习梳理。学生梳理构建思

维导图的过程就是一个深刻的学习

过程，也是学生发现自己的成长过

程。而运用思维导图进行预习需要

经历由扶到放的过程，坚持一段时间

以后，学生便熟练掌握了预习一篇文

章、一个章节、一个主题单元的几个

维度。当学生能熟练运用这种方式

进行预习后，教师就无须再提供一级

分支的内容，学生仍然可以较好地完

成预习任务了。

用思维导图这种学生喜闻乐见

的方式进行前置性学习，为课上有效

合作打下良好基础。学生在此基础

上再进行课上的深度学习，能确保对

知识的理解更为通透，也利于构建更

为完善的知识体系。

课上学习。课上，教师利用思

维导图进行新授课学习一般有三种

形式：

教师主导型。第一种：课前，教

师先制作好思维导图，上课时按照

准备好的内容和顺序引导学生进行

知识梳理。第二种：课上，随着教学

不断深入，教师把学生探索、展示出

来的内容逐步形成思维导图，直至

新课结束，形成完善的知识图形框

架板书。

师生协作型。指教师引导学生

共同完成思维导图的制作。先由教

师确定中心主题，再由师生通过讨论

共同确定一级分支，再通过讨论确定

二级分支或相关内容，这样可以调动

师生的共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学生主导型。以学习小组或个

人为主完成的思维导图制作，教师

作为参与者参与其中，对学生的做

法合理引导，不做统一要求，让学生

自主发挥。课上，教师给学生展示

交流的时间，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学生之间可以借此取长补短，教师

针对展示结果进行相应指导与点

评。学生主导型的思维导图课一定

要发挥小组力量，做到小组内交流

修正，全班交流完善，发挥集体思维

智慧的合力，呈现最完美的思维导

图结果。

虽然教师主导型利于提高学习

效率，确保教师按计划完成教学任

务，但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的主动

性、创造性没有被激发出来，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学生主导型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创造性，容易让学生发现自

身学习的潜力，但课堂时间因为学

习过程存在许多可变性不好把握；

师生协作型介于两者之间，也是针

对学生的认知特点，我们目前常用

这种方法。

课后梳理。学完一个或几个单

元 后 ，师 生 利 用 思 维 导 图 梳 理 章

节，有利于加强知识之间的联系，

便于学生把学习过的孤立知识点

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

中，从而让知识的逻辑关系在头脑

中更加明晰。

课堂上，思维导图的有效运用，

改变了学校领导的管理思维，改变了

教师的课堂行走方式，也改变了学生

的学习和思维习惯，提升了学生的学

习质量。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迁安市扣庄

乡寺前小学）

对联，其独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及

内在品质，展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

的传统和精神。作为古代蒙学必修

科目的对联，今天能否重新拾回小学

课堂？

答案是肯定的。

如此，我们当积极寻找语文、对

联与文化的关系，做好两个“走出

来”：一是从现有教材的“豆腐块”中

走出来，不满足于与对联“见”上一

面。对于小学生而言，见一面易忘，

只有反复见面，加以操练，学生才能

熟能生巧。所以，在这个观念的支持

下，我们要做好对联拓展课的建设，

还学生一片天地。二是从机械的炼

炉里走出来，不要把对联启蒙演变成

机械的近似于数学例题的练习，单调

乏味。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对联的

文化基点，设置文化情境，搭构联结

点，赋予对联生命色彩，焕发对联时

代气象。

一城一名片，一城一品位，一城

一特色，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藏。我

们何不“学对联、逛名城、走天下”？

以研读对联的方式行走在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既学语言，又练思维，同时

了解祖国文化、风土人情、民族精神。

找到了载体与路径，我们的对联

课堂如何做文化建构？如何游历？

有以下五个基点：

一是基于常识渗透，做好学习

铺垫。对联是什么？表现形式是

什么？基本特征是什么？教师要

给学生上几节起始课，只有学生懂

得对联的基本特征，才可能在名城

游历中做好对联与城市文化的互

动。教师可以上这样几节课，从春

联开始，知道春联的来历，由此带

出对联，从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平

仄相谐、内容相关等规则，让学生

认识对联的基本规则，并初步接触

对联的种类。接下来的游历名城

课程，还可以在欣赏、评判和应用

中加以巩固。

二是基于学生情意，做好手段

活化。对联之于小学生是有距离

的，要想让学生喜欢上对联，教师就

要变着花样让对联与他们“见面”。

首先让学生走进 129 座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移步换景式地学习对联。

语言的凝练与典故也是一个现实距

离，教师在选择对联时，一定要尽可

能找经典、通俗易懂的，实在找不到

可以变通方法，搭配、填充，降低要

求，让学生更容易接近。同时，教师

还可以在课堂内介入视频、音频、拍

手律动游戏等，比如讲到瞎子阿炳，

可以听听《二泉映月》，以“二泉映

月”对对子；通过观看京剧引出对联

“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东西南北中

扮亮人生”。不过最常用的也是学

生最喜欢的，就是对联故事了，教师

可以自己讲，也可以让学生自主收

集并讲述分享。

三是基于涵咏精蓄，做好厚积

薄发。语言讲究积累，只有达到一

定的量，才可能更为准确、流畅地表

达。对联讲究对仗，必有许多限制，

要在一定的范畴里寻找对应的词

语，没有一定的积累，很难形成一定

的语感。虽然小学阶段对联学习重

在启蒙，但错过了儿童识记的黄金

时期，是最大的教育浪费。所以，每

堂课教师都要从一节课中抽出几分

钟让学生读读《声律启蒙》《笠翁对

韵》等，而且要做好每天的检查，抓

好落实。学对联，熟读成诵是一项

基础工程。

四是基于学习应用，做好赏评

践创。“逛名城”是一种包裹着文化

的情境。“学对联”是一项能力，需

要在应用中得以提升。我们强调

“境中学”，更要重视“境中行”。课

堂上，教师要通过优化情境，让学

生结合学科内容进行生动而真切

的模拟操作，强调“学以致用”“学

用结合”；要引导学生学会应用知

识，体验学习知识的运用价值，从

而在运用中有效培养学习力。学

对 联 除 了 读 读 记 记 ，还 可 以

“赏”——欣赏佳联妙对，说说它的

好；可以“评”——评说你我见地，比

比谁更好；可以“践”——践行名城

宝地，会会它的面；可以“创”——创

作本土作品，试试自己的身手。当

然，还可以通过比一比、填一填、连

一连、选一选、拼一拼等简单的方

式，让学生学习应用。

五是基于体系建构，做好层级递

增。对联学习体系有三个基点：知识

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立足于“知识与能力”，教师先

要让学生掌握对联常识，再让学生读

好对联节律，辨别对联用途，填充关

键字词，在练习中体验。往高处走，

教师可以让学生创作，还可以组成项

目学习团队探究当地对联等。立足

于“过程与方法”，起始阶段教师可以

在课堂内接触一些预设性较强的学

习内容，发展阶段可以介入学生文献

研究策略，让学生提前做相关文献的

收集与处理。再进一步，教师可以让

学生走出课堂，在校内，也可以在校

外，开展实地创作与吟咏，让学生每

到一处旅游都做一些对联探问，带到

班级分享。

践行自身文化价值，释放中华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离不开教师的

课程开发。而逸趣云飞的对联，是

中华语文宝库中的一串珍珠，我们

当能撷取一二，让小学课堂“联”接

中华名城文化，让联语妙珠深嵌中

华后辈的智慧园。

（作者单位系浙江温州大学城附

属学校）

每个学生
都是一首诗

□ 祖亚辉

印度诗人泰戈尔把孩子比喻为圣

洁美丽的金色花，西方人喜欢把孩子

比喻为可爱的小天使，而我喜欢把每

个孩子比喻为一首诗，众多的孩子组

成丰富多彩的诗的王国。只要我们用

心去欣赏、去品味，就会感受到无尽的

诗意与美好。

记得一次布置学生写歌颂母爱的

作文，要求叙事详细、感情真挚。很

快，一摞作文本整齐地放在了我的面

前，我也马不停蹄地批改起来，常常被

文中的事情和深情感动，一个个“甲”

级从我笔下流出。

可是当我翻开阿飞的作文本时，马

上皱起了眉头：歪歪扭扭的字，不通顺

的语句，只有几行的作文。作文写的是

夏天吃过晚饭，他在院子里躺着看天上

的星星，一闪一闪的星星就像妈妈的眼

睛，然后他询问已离开自己几年的妈

妈，在天堂好吗，自己很想她。

读完这短短的几句话，我被感动

了：没想到这个冷漠叛逆的少年，内心

竟有着如此细腻的情感和强烈的渴望。

我为自己先前对他的厌烦感到内

疚，又仔仔细细地把他的作文读了几

遍，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这篇作文虽

然短小，但感情真挚，而且体现出孩子

丰富的想象力和美好的愿望。这不是

一篇合格的记叙文，更像是一首诗，我

为什么不帮他修改成一首诗呢？于

是，我拿起笔，把他的作文语句按诗的

格式排列，并对词句加以润色，还加上

一个诗意的题目——《眼睛·星星》，一

首优美又感人的小诗就出现了。

课堂上，我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朗诵

了这首诗，并夸奖阿飞有一颗细腻温柔

的心，通过写作文表达出真挚情感。同

时观察阿飞的表情，我看到他有点不好

意思，悄悄地低下了头。我轻声问道：

“阿飞，这首小诗写得太好了，老师想帮

你投稿到《农村孩子报》，你愿意吗？”他

突然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着我，那眼睛

闪闪发光。我知道那眼睛里藏着的话，

是诧异和惊喜。

下班后，我马上去买邮票和信封，

将我抄写得工工整整的小诗投寄到

《农村孩子报》报社。

大概两周后，我听学生说他们看

到阿飞的诗发表了，阿飞还得到了十

几元的稿费。走到班里，我看到许多

学生围着阿飞，有羡慕有恭喜，我也笑

着夸他很棒。他依然没说什么，但脸

上洋溢着羞涩的笑容，昔日的冷漠消

失了。

每个学生都是一首诗，我们要细

心去欣赏、去品味。作为教师，在课堂

上要关注学生的内心，不要轻易否定

任何一个学生，也许自己的一个小小

的举动，就会改变学生的一生。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宿州市淮海

北路宿州市第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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