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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线

电校园来

小学高年级随文练笔教学实践以北师
大教材为学本，在小学五、六年级教学中开
展与阅读教学相契合的写作训练。它就文
取材，把学生就语言的组织运用和对课文
内容的理解有机地结合起来，彼此交融，相
互促进。

我认为新课改理念下的随文练笔教学，
不能窄化为“书面表达”，也不能把阅读与表
达窄化为“读写结合”，我认为语文课堂中的
表达，应包含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课堂教
学中应设计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的教学环
节，构建阅读与表达共生课堂，达到读与写
和谐，让阅读与表达在动态发展中得到共
生。在指导随文练笔过程中，培养学生良好
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人文素养。

我认为随文练笔的设计应该有序列进
行，教师应深入研读文本，只有这样，才能

把握小学高年级随文练笔设计的原则。进
行随文练笔课堂教学实际操作，需要通过
不断反思实践，研究出随文练笔的课堂教
学模式及练习形式。为解决学生的练笔兴
趣问题，随文练笔的评价形式与评价时机
也要进行创新与研究。

随文练笔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初读课
文，整体感知，精读课文，品味语言，读写迁
移，提高能力。当然这种模式只是一种常
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是一种变式。
我认为随文练笔课堂教学应具有以下过
程：1.有效积累，定向交流。培养学生搜集
整理学习资源的能力，引导学生积极积
累。2.学习课文，梳理方法。运用批注札
记，加深阅读感悟，研究语言范式，指导运
用方法。3.进入情境，运用形式。找准“练
点”，对课文中典型的句式、段式、结构等，

引导学生迁移运用。选择“时机”，进行高
效的读写结合，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4.课
外拓展，深化结构。把握文章的中心，在生
活中选材，进行合理运用。高年级的学生
可以自主学习课外的相关类型的文章，进
行仿写或创造性的习作。

为使学生长期保持随文练笔的兴趣，
我对随文练笔的评价形式进行了创新，以
激励为主的多种评价方法激发学生持久的
兴趣，最终达到学生自主评改、自发探索的
教学目标。学生在随文练笔过程中，经过
修改，自己选出满意的文章或片段打印出
来，配上插图，编写成班级内的《随文练笔
精品集》，在同学中传阅，共同分享练笔的
喜悦，使练笔成为大家的期待，激发长久的
练笔兴趣。

（作者单位：市第十一小学）

浅谈随文练笔的实践教学
尚海英

大家好，我是来自市第二十三小
学六年级七班的马洁雨。我是一个
活泼爱动的小女孩，我有很多的兴趣
爱好，比如：画画、跳舞、弹电子琴、唱
歌等，我最喜欢的是跳舞。每个星期
六和星期日我都要上一个半小时的
舞蹈课，从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舞蹈
的知识，通过不断地练习，我的舞蹈
动作相比之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加入南阳报业传媒小记者已
经两年了，每次参加活动都让我得到
很多的锻炼和成长。“超市小当家”活
动让我记忆犹新。记得那天早上，妈

妈把我送到了金玛特门口，我们在教
官和带队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当天
的活动，我在超市蔬菜区买了白萝
卜、土豆，又来到水果区，挑选了山
楂、皇冠梨。结账之后，教官和老师
给我们讲解了蔬菜、水果的有关知识
及时食物之前的相互搭配，我全部记
了下来。回到家里，我亲自下厨和爸
爸妈妈一起做饭，体会到了父母做家
务时的辛苦，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
浅，懂得了要感恩父母的辛勤付出。

这就是我，一个多姿多彩的我，
你们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多姿多彩的我

本报讯（通讯员杜建伟）3月1
日，市第二小学举办“我的第一本
杂志”展览活动，把学生寒假制作
的杂志、手抄报在家长会期间进
行展览，这些内容丰富，构思新颖
的作品受到了家长和老师们的一
致好评，也充分展现了二小同学
们的才华和智慧。

据介绍，本次所展览的杂志
和手抄报都是学生们在寒假期间
的所见所闻所感，经过用心绘画，

认真书写，将想象力融入到作品
中去，制作而成。学校通过从杂
志的命名，版面的设计到内容的
选择，让学生初步建立起了编辑
的概念，学生在组稿的过程中学
语文用语文，提升了学生对祖国
语言文字的热爱，提高了学生归
纳概括能力，知识梳理能力。德
育、美育功能无一不在这本小小
的杂志和手抄报的创编过程中得
到了展现。

市第二小学

亲手做杂志 成果共欣赏

本报讯（通讯员李正汉）3月4
日，市第十五小学举行了以“诉人
间亲情 传感恩之心”为主题的
升旗仪式。四年级七班的学生积
极响应学校号召，主持了此次以

“感恩父母”为主题的升旗仪式。
首先，进行升旗仪式，在场的

全体同学面对国旗行少先队礼。
接着，四七班刘子祺和妈妈带领
学生一起回顾了她们这一路走来
的幸福。随后，金丽老师的深情
演绎，将本次以“感恩”为主题的

仪式教育推向高潮。部分学生代
表走上台，将美丽的花环送给了
自己的妈妈，妈妈们用温暖的拥
抱回馈了儿女。最后，四七班全
体学生以一首《感恩的心》不仅道
出了师生的心声，也为本次主题
升旗仪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据了解，此次市第十五小学
开展的“国旗下主题教育”活动，
让学生在有声有色的仪式教育
中，既感受到活动的愉悦，同时也
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提升。

市第十五小学
诉人间亲情 传感恩之心

本报讯（通讯员王超）为庆祝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3月 4日
下午，市九小邀请南阳电视台《南
阳新闻联播》主播、节目主持人、
ACI注册国际高级礼仪培训师王
逸君老师做了题为《教师礼仪》的
专题讲座，全校150名教师参加了
这次培训。

王逸君从事礼仪教育多年，
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次讲座
她从仪表、表情、举止、谈吐、待人
接物等方面，引导教师如何着装
打扮，注重生活的细节，从外在形

象到内心修养给学生以强大的吸
引力，展现教师的魅力。老师们
认真听着讲座，配合王老师认真
完成了相关礼仪姿势的演示，将
礼仪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参加培训的教师们一致表示，通
过本次讲座，充分感受到了逸君
老师的语言美、形象美、仪态美、
气质美，礼仪之美得以充分体现。

据悉,这次讲座是学校教师培
养工程的一部分，学校还将对教
师进行系统礼仪培训活动，全面
提高教师的礼仪修养。

市第九小学
礼仪培训庆“三八”

本报讯（通讯员李晓清 姚
国恒）3月4日下午，市第十七小学
特邀河南省健康教育中心的讲师
团走进校园，为全体教职工做了
一场安全健康教育专题讲座。

讲师团的来国龙老师首先向
老师们讲解了CPR意外事故处理
方式。来老师通过图片、视频和
亲自演示，让老师们很容易的掌
握了一些动作要领。随后来老师
根据老师的常见职业病对老师们
进行了一些保健知识科普。最

后，来老师根据老师们教学任务
重，心理压力大等职业特点，针对
性的进行了一些心理疏导，让老
师们受益匪浅。

据悉，本次安全健康知识讲
座 ，为 老 师 们 的 健 康 提 供 了 一
些 行 之 有 效 的 防 范 治 疗 方 法 ，
提高了他们对疾病的防护意识
和 自 身 健 康 的 认 识 ，从 而 让 老
师们可以更好地投入到日常工
作 和 生 活 中 ，为 学 生 的 健 康 成
长做出贡献。

市第十七小学
关爱教师健康 创建和谐校园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我们家有六口人是一个大家

庭。有爷爷、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和我，爸爸、妈妈
让我每天都沐浴在爱中。

爸爸是装修师傅，经常要给别人装修房子，他能
把房子装修的漂漂亮亮的。爸爸工作很辛苦，虽然爸
爸很少陪我，但是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妈妈是一
位幼儿园老师，她的工作是陪伴孩子一起玩耍、成
长。妈妈很勤劳，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爷爷已经八
十多岁了，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但是每天我放学
回家后他都会笑着说:“我的乖孙女回来了。”还给我拿
许多好吃的，怕我饿着。姐姐上九年级了，经常住校
不在家，功课很忙。弟弟和我在一个班里上学，我们
平时都在一起，我们俩是龙凤胎，从小到大我们都没
分开过。虽然有时我也会和弟弟吵闹，但是我还是很
喜欢他的。

我的家很温馨、很幸福。我爱我的家人们，我爱
这个幸福的小家。

我爱我家
市姜营小学 二(四)班 孙瑞瑾

者明星明星小记

语教师心

尖小荷尖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班
主任告诉我们，学校要组织拔河比
赛。同学们都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老师精心挑选了我们班身强体壮
的男生和几位个头高的女生参加
拔河比赛。虽然我没被选上，心中
不免有些小失落，但我被选为拉拉
队中的一名成员，可以为我们班加
油、鼓掌！

第二节课后，同学们就像快活
的小鸟一样飞出教室，迅速地站好
队伍，搬着小凳子来到学校的操场
上。操场上摆放着一条又粗又长
的绳子，像一条巨龙盘踞在操场的
两条白线之间。

比赛以抽签的方式选择对手，
班长抽到的对手是六三班。我们
班的参赛队员个个摩拳擦掌、跃跃
欲试。但我看到六三班参赛选手
个个虎背熊腰，心中暗暗地为我们
班捏了一把汗。

随着体育老师的一声哨响，
比赛正式开始。你瞧，我们班的
选手个个咬紧牙关用力拉，身子
向后倾斜着，他们的脸蛋憋得通

红，像一个个熟透了的红苹果。
再看看对手，他们用手拽着绳子
搏命地往后拉，脚蹬着地面，一
个个小脸也涨的通红。可这调
皮的绳子呀！就像一个摇篮，在
两队之间来回摆动。操场上拉
拉 队 员 喊 声 震 天 ，现 场 热 烈 非
凡。我几乎喊破喉咙为他们加
油，在对峙中，时间好好突然凝
固了，我们班长一声长吼：“同学
们，加油！我们一定胜利！”我们
班选手竭尽全力猛地往后拉，绳
子变成了“乖乖女”，缓缓地走向
我们这边。“胜利啦！六二班胜
啦！”场上响起了欢呼声，选手们
激动地相互拥抱！一旁的班主
任也开心地笑了，那笑容是那么
灿烂、那么欣慰！我们一起沉浸
在胜利的喜悦中……

我们班取得了胜利，同学们心
里就跟吃了蜜一样甜。现在回想
起那次比赛，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连
连赞叹——只有齐心协力，团结起
来才能取得胜利！

（指导老师 刘凤兰）

拔河比赛
新世纪实验学校 六（二）班 梁宵

采名 师 风
李付晓,市第十七小学教科室主任，中原名

师、特级教师、河南省教师教育专家、南阳师院教
科院特聘教授、国培教师等。近几年，先后到浙
师大、巩义市、信阳、许昌等多地作专题报告一百
多场。所主持的“名师工作室”承担省级名师、省
级骨干教师的培养任务，培养了多名优秀教师，
真正发挥了名师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

毛晓菲,市第十七小学英语老师，卧龙区优秀教
师，三八红旗手，师德标兵，其所上课目多次被评为优
质课，其负责的课题、论文多次获奖！自参加工作以
来，勤恳踏实、爱岗敬业，孜孜不倦努力钻研，任劳任
怨、无私无悔。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把爱心洒在
学生柔嫩的心田，把团结融在教师队伍的行列，把奉
献留在学校的每个角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平凡
的岗位上挥洒着辛勤的汗水；描绘着无悔的年华；诠
释着奉献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