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需
要，是积蓄知识、终生学习必须
掌握的技能，是素质教育中最基
础、最核心的部分。阅读训练是
语文教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训
练模式。因此我们将阅读教学
作为语文教学的重点，认真分析
阅读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制定具体的阅读训练策略，从而
全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一、初中语文阅读训练的重
要意义

叶圣陶曾说过：“阅读是吸
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
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
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
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
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语文
素质的提高来源于多种多样的
语文训练，其中最重要的是阅读
训练。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多题
材书籍，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
量，促进阅读水平由量变到质变
的飞跃，无论是对学生语文素
养、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还是
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形成都有巨大作用。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阅读训
练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各中学阅读训练都蓬
勃展开，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深
度上都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在
实际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制约和阻碍了语文阅读训练的发
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兴趣不足。目前，受
计算机与网络多媒体的冲击，许
多学生不喜欢阅读，缺乏深入思
考，知识肤浅；阅读材料题材呆
板，不适合青少年年龄和心理特
点，脱离学生生活，导致学生能
动性不强，被动阅读，把读书当
作是一件苦事、一种负担。

2.缺乏阅读方法指导。部分
学生走马观花地阅读文章，故事
情节生动的就兴致盎然，人物、
景物、场景描写却一眼带过，不
求甚解；遇到长篇难懂的文章就
产生畏难情绪，止步不前。

3.千人一面，不能做到以人
为本，因材施教。语文教学中方
法陈旧，无视学生的个体差异，
造成学优生学有余力而受限不

前，学困生难以消化现有要求而
丧失信心，这既造成了时间和精
力上的浪费，也极大挫伤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

三、初中语文教学中阅读训
练的应用策略

针对当前初中生阅读训练
的现状，作为语文教师要在提高
学生阅读兴趣的基础上，采用灵
活多变的、科学合理的方法指导
学生阅读，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和
水平。

1.激发学生阅读兴趣。鼓励
学生自主选择课外阅读材料，而
不是带着功利目的去读书，倡导
学生扩大阅读范围，拓展学生视
野。教师要及时推荐给学生适
合青少年阅读的时代著作、美文
佳作，引领学生健康有效地进行
阅读。

2.授予阅读方法。教师对课
文的处理不能只停留在把课文
讲懂、讲透上，而要善于从课文
中给予学生具体的阅读方法指
导，教给学生如精读略读法、背
诵法、评点法、读写法、抓住“文
眼”法、精读法、比较细读法、写
提纲法等有效的阅读方法，事半
功倍地提高阅读水平。

3.大力倡导分层教学，因材
施教。学生的阅读能力受智力
水平、非智力因素和生长环境因
素影响不尽相同，这就要求阅读
训练不能搞“一刀切”，要在教学
实践中针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
同的学习要求，给予不同的辅
导，进行不同的检测，使各类学
生在各自的起点上选择不同的
速度，促进学生个体进步，从而
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初中语文阅读训练是一项
重要的基础工作，对青少年语言
与思维的发展，知识和能力的构
成，思想和性格的培养，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阅读的目的
是积累知识，培养能力，感悟人
生。我们要在工作实践中抱着
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因材施教，
开动脑筋，拓宽思路，勇于实践，
认真对待，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引导学生运用多种阅读方法，使
学生语文素养、语言实际运用能
力都稳步提高。

浅谈如何做好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阅读训练
□ 市卸甲镇龙奔初级中学 赵春宏 吴长春

复习，是学习过程中一个重要
的环节。小学六年级期末复习是小
学阶段一次全面综合性复习，教师
要科学合理地运用复习方法，减轻
学生负担，避免题海战术。以下是
笔者在工作中总结出的几点做法。

一、复习有计划性，不要盲目
做题

六年级总复习综合了整个小学
阶段的所有知识。复习前，教师要
制定复习计划，按照“数与代数”

“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等进
行分类。主要针对第一、第二学段
学习的数学知识和方法进行系统而
全面的整理和复习。不仅帮助学生
巩固知识、掌握方法、形成技能、发
展思维能力，而且可以促进学生进
一步感受数学学习的探索性和挑战
性，增强求知欲，树立学好数学的
信心。

复习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实
际情况，针对他们在学习上的薄弱
环节，合理安排复习时间，然后依照
计划精心设计好每一节复习课。要
避免复习的盲目性，不能想到什么
就讲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造成知
识点的疏漏。

复习过程中要着力引导学生探
寻数学知识和方法的内在联系。不
仅是对学过的知识和方法进行回顾
与整理，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启
发学生产生新的思考，获得新的认
识，进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提高能
力。

二、复习有针对性，不能走马
观花

复习要以教材为本，侧重于知
识点的复习与梳理。帮助学生追根
溯源，掌握知识的来龙去脉。在掌
握了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拓展延
伸。有的老师直接把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花在做题上，这种做法是有失
偏颇的。

比如，有的学生忘了除法竖式
计算的方法，不知道商到底写在哪
一位上面，做再多的训练也起不了
作用，反而越做越糊涂。不如花一
点时间复习整数和小数除法竖式计
算的试商方法，让学生回忆起方法
后再训练巩固。

在对每一部分的内容进行复习
时，要精心设计启发学生“整理与反
思”的讨论题，并且设计与之相匹配
的“练习与实践”活动。比如，复习

常见几何体表面积和体积计算时，
可以分为基础性练习、综合性练习
和实践性练习三个层次，力求每个
学生都能综合运用表面积和体积计
算方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三、复习有趣味性，不能枯燥
单一

复习阶段学生压力大，情绪波
动大，因此教师要为学生营造宽松
的复习氛围，增进与学生之间的情
感交流，尊重理解学生，对一些基础
较差的学生要多给予鼓励。帮助他
们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教会他们学
习的方法，激发他们学好数学的动
力。

复习课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学
习形式，保持学生学习的兴趣。可
以和新授课一样设计生动有趣的情
境，持久保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这样，才能提高复习效率。

在复习过程中，可以灵活运用
小组合作的方式，发挥优秀学生的
带动作用，通过学生小组学习，一起
归纳总结，一起分享学习的方法和
成功的经验，一起完成老师布置的
复习任务，这种方法的效果通常胜
过单纯的讲练。

总之，小学数学毕业复习课要
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
理念，理清知识系统，弥补之前学习
的不足，查漏补缺。同时关注学生
能力的培养，注重习惯的养成，促进
学生可持续发展。

小学六年级数学复习课教学初探
□ 市实验小学潘丽

题字 方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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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下了一场大雨。
早晨醒来，院子里翻砂的水泥

地不停地冒着水泡，像喝足了汽水，
打嗝似的。放眼望去，一片浅绿，雨
丝像玉帘一般。静观门前池塘里的
荷叶，早让风雨蹂躏了一半，时节已
近秋分，颇有李义山“留得残荷听雨
声”的凄清与寂寞。

突然，一声凄厉的狗吠声传来，
只见丢丢右前腿蜷曲着，用另外三
只腿以一种夸张的姿势跳着，像受
了惊失控的马儿一般满院子乱转。
我吓了一跳，以为它得了狂犬病。
毕竟，一只狗突然撕心裂肺地惨叫，
还满院子跑的样子，是很吓人的。

我急欲抽身离去，可就像被施
了定身法似的，木头人一般站在那
儿，干瞪着眼珠子，忍不住凄惨地
想：吾命休矣！

也许是我命不当死，丢丢只是
跳了一会儿，就倒在地上，依旧哀嚎
着。

皮皮也跑了过来，可它只是将
丢丢的腿闻了闻，舔了舔，便优哉游
哉地走了。我一惊，莫非丢丢真得
了什么绝症，以至于皮皮也对它放
任不管了？

家里人都聚了过来。妈妈自言
自语道：“丢丢是不是受伤了？”一听
到有人提它的名字，丢丢便又踉跄

着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跳过去，把右
前腿高高抬起给妈妈看，叫声更大
了。还转头看向我们，像是叫我们
也来看它似的。

爷爷故意逗它，喊道：“丢丢，过
来给我看看！”丢丢立马一蹦一跳地
来到爷爷面前，叫声更凄惨了，像平
日妹妹跟爷爷撒娇一般。

爷爷一手叉住丢丢的脖子，一
手替它揉了起来，先是大腿，接着小
腿、脚踝、脚掌，用大拇指和食指轻
轻地边揉边上下仔细检查，结果发
现不对：“这脚上又没有伤，而且它
从早跳到晚，应该不可能是内伤
……奇怪！”丢丢倒也不叫了，低着
头，眯着眼，很享受的样子。

正当大家纷纷议论之时，丢丢
也许是想报恩，便用舌头在爷爷手
背上舔了舔。爷爷被逗乐了，张开
手，装作要打它的样子，轻轻地骂
道：“你这个小畜生，舔我的手，皮死
了！”吓得丢丢立马低下头，规规距
距地趴好，像个小学生似的，耷拉着
脑袋，还时不时冲我们撒娇几声。
我忍不住笑了。

因为下着小雨，大家便准备散
开各忙各的去了。就在这时，爷爷
眉心一拧，叫了一声：“我手怎么这
么痒！不好，定是刚才丢丢踩到了
砍倒的柳树上的洋辣子！难怪它在
这叫嚷半天！”

这时，妹妹叫道：“哥哥，那儿有
洋辣子！”我一看，果真有一条绿色
的、毛茸茸的洋辣子，在柳叶间蠕
动。发现了一条，眼睛就亮了起来，
又看见了三条，五条，十几条……

爷爷抱起丢丢，假装要将它扔
到柳树上。才安静下来的丢丢立刻
又狂吠起来，用力挣脱出爷爷的大
手，缩起右前腿，跳到我们面前叫着
向我们撒娇。大家伙儿都笑了。

我看了看钟，过了十几分钟
了。时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荷叶
的生长与凋落需要的时间算是长
了，可对我而言，似乎也只是从家到
学校往返几次罢了，一晃眼就过去
了。刚才的十几分钟，我却觉得已
与丢丢嬉戏了一上午，或者更久。

难怪巴门尼德要否认时间的存
在，柏拉图构想出存在于时间之外
的理想世界，黑格尔认为自我超越
了时间………

是人与动物之间的爱，使短短
的十几分钟永恒化了。

指导老师陈万华

时间永恒
□ 市汪曾祺学校八（3）班杨显哲

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期末考场，开考前。
考场上的气氛紧张得像是凝

固了一般。座位上的我手脚难安，
大腿因为焦虑，忍不住微微颤抖
着。不一会儿，手心攥出了汗水。

我会不会失利？我不安地想。
你看出了我的焦虑，从远处

向我走来，使劲地挤挤眼睛，又
假咳两声。走近了，不动声色地
在我手里塞了个什么东西。

是一颗糖。
你凑着我的耳朵说：“我妈

说吃甜的可以定心，你试试！吃
的时候把嘴闭紧，别让老师闻
着！”说完，你又友好地捏捏我的
手，轻快地跑开去了。

我感激地望着你，攥在手心
的糖似乎还有些温度。我忍不
住轻松地笑了。

辩论场上。
正反方正激烈地唇枪舌战。

我和你都是反方，我是三辩，你是
二辩。眼看我方胜券在握，我却
在关键部分为了显示自己的小聪
明，被对方一下子抓住了把柄，难
以脱身。你力挽狂澜，竭尽全力，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我坐在椅子里，愣在那儿，感
到懊恼和悲伤。一个人轻轻拍拍

我的肩膀。我从思绪中挣扎着出
来，是你。你似乎一点也没有难
过，说：“没关系的。机会很多，我
们已经很好地展示了自己。”说着，
你灿烂地笑了，眸子闪闪发亮。

我心头的愧疚顿时消散了，
有种说不出的力量温暖着心
头。我们一起战斗。再次抬眼，
眼光中多了些许坚强与镇定。

演讲比赛。
我站在台上，刺眼的闪光灯

和黑压压的观众令我感到慌张。
突然，在一个靠着台边的位置上，
看见了你。你朝我挥挥手，淡淡
地微笑着，眼神中流露着肯定。

我只觉得心情平静下来，平和
而又饱含深情地讲述着自己的故
事。台下一双鼓励的眼睛紧盯着
我，热切而又期待。远处的天空蓝
得像一块玉，把我的心融化了。

每每回忆起你真挚的话语，
灿烂的微笑，就倍感温暖与坚强。

你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照得
我的世界一片光亮。

指导老师潘德军

你是我的阳光
□ 市汪曾祺学校八（11）班吴一苇

我们不仅在学习上离不开数
学，生活中也离不开。买菜时，需
要计算付多少钱；订做窗帘时，要
从需要的面积大小来计算出窗帘
正确的尺寸；交水费时，要根据一
个月用了多少吨水、一吨水要多少
钱，来计算出这个月需要交多少水
费……生活中的一切都与数学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哪怕是一件小
小的事情。

这天，我闲着没事干，便跑去
厨房，看见奶奶正在烙饼。奶奶看
见我，便给我出了一道题：“妈妈烙
一张饼大约需要两分钟，正面约一
分钟，反面约一分钟，一个锅一次
最多能放两张饼，一共要烙五张
饼，你算算最少大约需要用几分
钟？”这个问题还不简单！前四张
分两次烙，总共需要用三次两分

钟，三乘以二等于六，“最少需要六
分钟。”我脱口而出。

“不对，这不是最少，再想想。”
这时，爸爸走过来说。“不对？”我心
里充满了问号，怎么会不对呢？不
行，一定要再好好想想，可我怎么
想也想不起来，只好求助爸爸。爸
爸笑了笑说：“总共约需要用五分
钟。先拿两张饼在锅上烙着，当两
张饼的一面烙熟了，一张反过来继
续烙，另一张先放在一边，重新拿
一张烙，等这一张饼的面烙好后，
另一张也熟了，便把刚才那张烙了
一半便丢下的饼放在锅里和另一
张继续烙，再过一分钟，两张饼就
都熟了，等于是三张饼需要三分钟
的时间烙，然后剩下的两张放在一
起烙，两分钟后，便都熟了。所以
前面的三分钟加上后面的两分钟，
就是五分钟。”哦，我恍然大悟。

我们只有学好数学，才能解决
生活中的数学问题，才能够临乱不
慌，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指导老师戴素娟

烙饼需要的时间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五(3)班管潇

行人在夜晚能有路灯照亮，多
么幸福啊！它虽然没有月亮那么
美，却一直默默无闻地为人们奉献
着自己的光亮。

这是我第一次那么痴迷地看着
一个东西，一片寂静的黑夜，只有路
灯还在街道旁展现着光亮。白天，它
们往往不太被人在意，可在黑夜，它
们却是最亮的那颗星。它们是黑暗
中默默无闻为你指引道路的天使。

近看，它们没有什么特别，像
不计其数的柱子。远看，它们像是
用强大的魔法棒，将黑夜的道路铺
满了金黄的光。

路灯默默地帮助了许多人，它
们帮助晚上下班回家的上班族，帮
助扫地的清洁工人，帮助晚上散步
的人们……

指导老师张思晨

路灯
□ 市秦邮实验小学五（5）班谢沂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