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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宝贝女儿上幼儿园
到小学五年级，开家长会是我
非常熟悉的一门课程。本学
期，我又一次受邀参加女儿学
校的家长会，目的就是为了准
确、及时地了解开学以来女儿
以及学校教学情况、变化、日程
等。

一路上，想着俩女儿期中
考试考得怎么样？能否考出自
己理想的成绩？在班级中甚至
全年级里面，属于哪一个层
次？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
了学校门口，望着一群群和我
一样来参加家长会的家长，一
步步地走向各自的班级，满脸
都被耀眼的红光布满了，一闪
一闪的，瞬间，我有一种肃然起
敬的感觉，浑身充满着一股劲，
似乎拉着我向前进。

急匆匆地步入五（一）班教
室，签名后找到位置坐下来，边
听着视频里专家讲解着如何培
养孩子，边翻看着女儿课内课
外的作业本。脑子里浮现出从
幼儿园到五年级的每一次家长
会，真的是历历在目，孩子们和
我们一直在不断地成长，不断
地进步。

任课老师轮番上场，从班
级的现状剖析、班级的行进节

奏、阶段规划等出发，细心分析
孩子们的成绩和学习习惯，让
家长如何配合、关注孩子的每
一个学习的细节。尤其是班主
任，很高兴地介绍着班级开展
的各项有意义的活动，比如，

“古诗词的朗读及背诵”、“庆祝
十九大召开的欢庆表演”、“起
山芋活动”、“秋游常州”等，殷
切地嘱咐家长利用生活中的点
滴对孩子进行言传身教……家
长会后，我立刻给班主任老师
发了信息表示感谢。回到家
中，我打开笔记本，翻看任课老
师的发言，感慨瞬间涌上心头。

首先，老师对学生的基本
观察和项目设置，应当按照家
长委员会的活动章程来活动。
家长们根据自己的了解和积累
按时给班级提供励志故事，定
期让学生家长跟孩子们交流。
让家委会成员负责家长和老
师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负责
QQ群的管理交流，并且组织家
长在一起相聚成为好朋友，这
对学生和家长都有好处。

其次，学生有更好的展
示自己的空间，把学生好的
表现放在家长的面前，鼓励
差的学生能追赶上来，一个
都不能落下，让整个班级

的孩子都感受到家的温暖。“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这样一个的设置，必
然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也
使我们家长和孩子们之间更加
和谐。即使孩子们之间出现的
矛盾也能很好地解决。

思绪万千，感恩倍增，孩子
们是祖国的未来和花朵，我们
一定要尽情地培育他们！让我
们陪同孩子一起努力，一起进
步！此时，手机声响了，是班主
任的信息：和孩子一起成长！

看图作文，顾名思义，就是
给学生一幅图或一组图，让学
生仔细观察画面，充分发挥自
己的想象，再用精彩的语言把
画面的内容表达出来。看图作
文既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
力，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能
力，更可以培养学生语言表达
能力，一举三得。因此，作文教
学中我们要重视看图作文训
练，让画面与想象齐飞，在看图
作文中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

一、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画
面，在说画面中培养学生表达
能力。

以《少年王冕》第5自然段
一段写景的文字为例：一天，正
值黄梅时节，天气闷热，王冕放
牛累了，便在绿草地上坐着。
转眼间，阴云密布。一阵大雨
过后，天空中黑云边上镶着白
云。阳光透出来了，照得湖水
通红。山上雾气缭绕，岩石掩
映；山下树木葱茏，青翠欲滴。
树枝像水洗过一般，绿得尤其
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花
苞上雨水点点，荷叶上水珠晶
莹透亮。这段描写是雨后美景
图，作者是如何说好这幅画面

的？作者抓住“天空、山上、山
下、湖里”四个方位词，从上到
下，有顺序，说出了画面层次
美；作者抓住“黑云、白云、通
红、葱茏、青翠、绿得”六个色彩
词，细致入微，有特色，说出了
画面色彩美；作者抓住“镶、透、
雾气缭绕、雨水点点、晶莹透
亮”六个状态词，精确表达，有
韵味，说出了画面形态美。

看图作文，要想看好画面，
说好画面。描绘景物的画面能
知道画中有哪些事物，这些事
物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描绘
事情的画面能知道画中有哪些
人，他们在干什么。其次我们
要引导学生看图要抓细节。要
引导学生抓住画面中景物，说
景物的位置，说景物的色彩，说
景物的形态；引导学生抓住画
面中人物，说人物的外貌，说人
物的衣着，说人物的表情，说人
物的动作，说人物的内心；要引
导学生抓住周围环境，说说事
情发生的时候，发生的地方
等。让学生言之有序，言之有
物，让整幅图或多幅图画变成
一个完整的、连贯的事物，让人
物形象更加丰满逼真，让故事

情节更加曲折动人。
二、引导学生展开合理想

象，在想画面中培养学生表达
能力。

以《如梦令》为例，课文插
图是一位美少妇站在荷花池的
小舟上饮酒，荷花池荷花红、荷
叶绿，景色非常美。我们就可
以引导学生联想与荷花、荷叶
相关联的文字，可以联想诗句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有蜻蜓立上头。”可以联想写荷
花的片段：“荷叶挨挨挤挤的，
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红荷
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
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有
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露出嫩
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
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
裂似的。”；“池里有十来枝荷
花，花苞上雨水点点，荷叶上水
珠晶莹透亮。”还可以联想美妙
境界：“这样的境界，既使人惊
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
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
小诗。”学生在联想中丰富了荷
花、荷叶的色彩和形态，荷花、
荷叶就会跃然纸上。其次我们

要引导学生根据图画内容进行
创编，大胆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和创新精神，创编故事要让学
生努力做到“新、异、趣”，培养
学生求异思维能力和灵活运用
语言的能力。如在教学五年级
语文上册习作6看图作文（小燕
子从屋檐掉下来，猫想吃小燕
子），我让学生大胆展开想象，
创编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的
想象老燕子救小燕子，有的想
象人救小燕子，有的想象猫狗
相争小燕子得救，有的想象两
猫抢燕子……故事编的五花八
门，精彩纷呈，学生在想象画面
中，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提升。

三、引导学生进行细致描
写，在写画面中培养学生表达
能力。

看图作文，观察是基础，想
象是根基，写作是关键。要引
导学生把看到的画面和想到的
画面写下来，用精彩的语言呈
现画面的精彩，在写作中培养
学生的表达能力。

1、把看到的画面写完整连
贯。

我们要引导学生有顺序地
写好图中的景物，这些景物各

有什么特点，它们之间有什么
关联，写出的画面就像是风景
记录片，有条理，有特点，让人
赏心悦目。要引导学生写好事
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
情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把
话写完整，形成连贯的有趣的
故事。

2、把想到的画面写具体生
动。

我们要引导学生具体生动
地写好想到的故事，指导学生
将联想到的内容与画面结合起
来，写好景物特点，写好故事的
主要情节，写好与情节有关的
人物动作、语言、神态、心理活
动等，要抓住细节判断人物可
能说什么，有什么心理活动，人
与人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使画
面上的人物活起来，使创编的
故事吸引人。要引导学生构思
别具匠心，描写生动有趣，刻画
人情世态惟妙惟肖。

在作文教学中，我们重视
看图作文训练，能让学生细心
观察，能让学生展开想象，能让
学生尽情表达，让学生在画面
中畅游，在想象中驰骋，在表达
中成长。

1月 4日，2018年的第一
场大雪。早读课结束的时候，
初一（3）的张金利和付晓蝶
两个女生手挽着手欢快地跑
到我面前：“何老师！今天的
体育课上吗？”我看着漫天的
洋洋洒洒的大雪，再看着她
俩满是期待的眼神，便斩钉
截铁地说道：“上！”她俩欢天
喜地，一蹦一跳地回班级了，
估摸着是向全班同学宣布好
消息了。片刻的功夫，初一
（3）教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
欢呼声。

第三节课还未上课，我
便来到初一（3）和同学们详
细讲解了雪天体育课要注意
的事项：

1．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
备活动。系好鞋带，将围巾、
长款的外套脱掉，否则容易
摔倒，当摔倒时要及时侧滚
翻以减少来自地面的冲击。

2．规划好打雪仗、捉迷
藏、推雪人等活动的场所。不
能老师一宣布打雪仗，同学
们便在校园内四散开来，这
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3．雪天体育课活动量不
要太大，否则大活动量会将
同学们的内衣汗湿，鞋袜也
会打湿，下一节课坐在教室
里上课时，同学们就要用自
己身体的热量将这些汗湿的
内衣焐干，这样会很伤害身
体，尤其是正处在生长发育
高峰期的时候 ，也容易导致
伤风感冒，影响同学们的学
业。

4．不能用雪擦脸，也不
能将雪撒到学生的脸上或眼
睛里。雪看似很洁白，其实很
脏，一不小心进入眼睛后果
不堪设想。

5．雪天体育课结束的时
候，同学们不能将雪、雪团带
入教学楼区，因为雪在教学
楼区很快会融化，这样容易
导致其他同学滑倒，从而造
成不必要的伤害。

其实，备课的时候多想
几个为什么？怎么办？学生就
会“吃”到“原汁原味”、“有棱
有角”的色香味俱全的体育
课，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画面与想象齐飞画面与想象齐飞
———在看图作文中培养学生表达能力—在看图作文中培养学生表达能力
行宫中心小学 韦红叶

和孩子一起成长 ——开家长会有感
家长 马旭东

雪天体育课注意事项
新桥中学 何光周

06话题探讨2018年1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张吴 组版：赵勤 校对：西南

资深老师：

临近期末临近期末，，陪孩子写作业的正确姿势陪孩子写作业的正确姿势
都在这里都在这里！！

招数1：家长陪写作业，切
忌这两点

在新区实小徐犇老师看
来，首先，家长陪孩子写作业，
在小学阶段特别是低年级阶段
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个阶段
是孩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最
佳时期。

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第
一：时间观念会更强；第二：态
度会更认真，可以大大缩短写
作业的时间，提高正确率；第
三：可以让孩子找到平衡感。

她又提醒家长，对于辅导
孩子作业，要切忌两点：

1、忌高估孩子的理解能
力；

2、忌急躁。一定要耐心。
如果孩子始终理解不了，

可以让孩子第二天请教老师，
回家后再让孩子给您讲一遍，
这样不仅可以看出孩子明白与
否，关键可以从中理清老师讲
题的思路。

招数2：家长要帮助孩子
养成学习意识和习惯

实验小学徐留军老师表
示，家长要从小帮助孩子形成
学习意识，尤其是在学前，在晚
上的特定时间段，共同阅读，共
同游戏，这样孩子入学后就无
缝对接了，以免造成不适应。
要让孩子懂得，学习是自己的
事，是自己的责任，要对自己负
责，一味陪伴变成了家长的事，
孩子成绩也不会好。

徐老师表示，即使是一年
级家长在陪伴孩子学习时，也

不应该和孩子一起学，而是做
些自己的事，如：阅读，看报，手
工等，“家长努力工作，不断学
习，以身作则作孩子的榜样，是
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招数3：对待孩子“顺其自
然、多看优点”

在实验学校荆国琴老师看
来，每个小孩都特别独特，看
待世界和琢磨规律都有他们
的方式和节奏，即使他们没
有按照大人的规则和正确的
路线在前进，那无非是因为
他们在成长的路上左顾右
盼、好奇心和个性作祟罢了。

荆国琴建议家长们：顺

其自然，多看优点，多发现特
质。一来比较全面客观评价孩
子，二来家长心里比较平衡，就
不那么较劲了。一定要用发展
的眼光看待孩子成长和教育中
出现的问题，放在更大的时空
中去看，很多问题其实根本不
是问题，“比如‘挂花’还是‘桂

花’，‘5+6=11’
还是‘12’，孩
子们早晚都会
明白的。”

中小学资深老师支招陪娃写作业 10 多
年妈妈告诉你

陪孩子写作业，每个当父母的
都经历过，但多半是在小学低龄
段，有多少爸妈可以坚持到最后
呢？小编身边有位妈妈非常重视
孩子的学习，从孩子小学开始，每
天都陪着写作业，已经坚持十多
年了。这位“虎妈”从积累的经验
首先想到的是“不要盯着孩子写
作业！”——

“有的家长喜欢盯着孩子写作
业，一旦发现有问题或字写错、写
歪了，一边帮孩子涂擦，一边批
评、埋怨、责怪孩子：‘怎么搞的，
又做错了，总是改不掉。’‘说过多
少遍，就是记不住，气死人！’在这
种紧张、焦虑的氛围中，孩子的学
习兴趣和能量之门很难打开，家
长再怎么说教孩子都听不进去，
也改不过来。

其实，陪孩子写作业的正确打
开方式，应该是这样的：首先过问
一下有多少家庭作业，然后叫孩
子自己去做，家长轻手轻脚地做
自己的事，不轻易打扰孩子……
孩子做完作业，家长再按以下方
法检查：孩子低年级时，重点检查
字迹是否写端正，孩子读高年级
时，重点检查孩子做题思路。”

许多孩子写作业不专心、爱拖
拉，只有几道题也能做半天，怎么
办？爸妈可以用这3个方法纠正：

1、限时法
徐犇：先了解一下孩子的作业

量，自己估计一个完成时间，然后
征询孩子，如“语文40分钟能做完
吗？数学30分钟能做完吗？”若发
现孩子写作业时有不专心做的表
现，只要不是太过分，让他动一动
就好。如果孩子注意力不大集中，
有拖拉的行为，父母可在旁边提醒
一下，如“已经做了 15分钟了，加
油！”

2、中途安抚法
徐犇：发现孩子做作业拖拉，

家长感到必须制止时，可以走到孩
子身边，用手抚摸他的头，问“是不
是遇到了难题做不下去了，要不要
爸爸妈妈帮你一下？”这样可以把
孩子的注意力拉回到学习上。

3、直接要求法
徐犇：如果上述两种方法都没

用，那么换这种方法试试——事先
了解孩子的作业量，然后直接提出
完成的时间，如今天的语文作业不
多，用20分钟可以做完，数学稍多
点儿，用 35 分钟时间可以做完。
父母要说到做到，在执行这一规定
时，情绪要平静，不能发火，但让孩
子明白，父母说话是算数的，不是
闹着玩的。

有的孩子，确实需要父母
点拨那些“爬坡”难题，父母作
出相应的辅导和点拨是必要
的，也是必须的。只是在辅
导、点拨时要讲究技巧：

1、让孩子反复读题
徐留军：许多题目不难，

只是孩子缺乏耐心阅读原题，
往往只看了一遍感到不会做、
很难，这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
示。如果父母总是迁就孩子，
立即告诉他如何做，甚至将版
式列好，就会使孩子养成遇到
问题不思考、依赖他人解决的
坏习惯。正确的方法是：“妈
妈相信你，只要多读几遍原

题，你会做出来的。”当孩子做
出来以后，父母要高兴地称
赞：“我说过吧，仔细读题就会
做了。”这种鼓励式的读题法
能够“逼”出孩子主动学习的
兴趣，从而获得自信。

2、用例题作辅导
徐留军：对于孩子经过思

考也没做出的题目，父母也不
要直接告诉他原题的解法，最
好是根据原题编一个相似的
例题，与孩子一起分析、讨论，
弄懂弄通例题，再让孩子去做
原题。一般弄懂了例题，孩子
多半会做原题，如果仍不会做
原题，那么要再回到例题的讨

论与计算上。经过几个来回，
只要父母耐心引导，孩子一定
会做原题的。这种做法虽然
父母要麻烦一些，但能够训练
孩子举一反三的迁移能力。

3、只讲关键点
徐留军：对于有些难题，

父母可以分析它的关键点在
哪里，找到什么条件就好解题
了，让孩子根据父母的提示去
思考、列式计算。而不能将算
式直接列出来，或告诉孩子第
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
……如果这样辅导孩子，那么
他的解题思路不容易打开。

徐犇老师支招之一

如何让孩子专心写作业
徐留军老师支招之二

如何点拨孩子做习题

临近期末，不少家长

向小编反应，学校老师给学

生布置的作业实在太多了！所以

本期，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几位中小

学资深老师讲述的陪娃写作业的正

确打开方式，还有陪娃写作业10多

年妈妈积累的经验，希望有助于家

长更好地、更科学地帮助孩子学

习、成长——学会这几招，

轻松应对！

本报记者 张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