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学生和家长认为学好英
语无非就是多读、多背、多写，比
起语文复杂的阅读、写作，数学的
发散性思维，英语学习要简单很
多。可是随着年级的增长和学习
内容的增加，他们会觉得英语越
学越难，知识点越来越多，越来越
零碎，记得住这个，记不住那个，
特别容易遗忘，英语已经成了学
习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其实，只要处处做个有心人，
面对问题，多思考、多理解、多联
系，一定能找到一种方便记忆、容
易 记忆、牢固记忆的方

法。

一、形象记忆法

学生在学到 play后面跟乐
器的时候，总会忘记加the,play后
面跟球类的时候总会多加一个
the,怎样才能分辨清楚呢？老师
可以这样跟学生说，所有的球都
是上手就打，上脚就踢，所以不加
the,弹唱乐器的时候需要看着谱
子，这个谱子就好比是 the,因此，
乐器前面要加 the,形象记忆法，
让学生终身难忘。

二、归纳记忆法

名词所有格是
英语学习上的一

个难点，一般
情况加’s,但

碰 到 以

下这样情况，学生很容易弄错，
parents children
归纳：看见s加’，没有s,加’s.
Be动词用法，我用 am,你用

are, is用在他她它，单数 is,复数
are，过去式是was and were.

五年级的动词双写 ing 规
则，——三三两两，三个 t,三项运
动，两个 p,两个 n ,分别是 put,
sit ,get ,run,swim,jog,shop,stop,
begin,win.

三、理解记忆法

例题：英文翻译 1、母亲节
2、教师节

母亲节，每个人只有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母亲，因此Mother’s
Day,后面是单数形式，教师节是
天下所有教师的节日，因此

Teachers’Day 后面是复数形
式。

四、联想记忆法

1、动宾结构，对低中年级学
生来说，动宾一词，概念非常抽
象，学生难以理解，且容易遗忘，
但如果老师引进八仙之一吕洞宾
教大家来做题这一说，学生就很
容易记住洞宾——动宾——动
宾、介宾结构，虽然有些牵强，但
是方便记忆。

2、名词复数、动词三单的记
忆规则之一，以x o sh ch s 结尾
的单词后加es,简单的一则口诀，
学生却很难记住，这时候，老师可
以说，我请大家来喝酒——人头
马XO,学生就很容易记忆了，记
住了开头，后面几个字母及组合
顺带记住了。

3、英 语
书中文化部
分，英国人

发明了火车，美
国人发明了飞
机，学生总是
记反了，这个时候，老师可以引进
时政的概念，美国发达，发明的东
西也高级一些，发明了飞机，英国
落后一些，只发明出了火车。

英国人称厕所为 toilet,美国
人称厕所为washroom,也可以同
法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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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周六外出培训，临走前，我对
孩子们一再耳提面命：越是班主任不
在家的时候越能够看出一个班级的班
风，越是能够看出你们是否认真学习，
孩子们啊，这是考验你们的时候啊！

周日晚上九点多，一个家长给我
打电话，告诉我他孩子把教室里的门
把手弄断了。我让孩子接电话，他如
实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原来他拖地的
时候，另一个男孩过来跟他玩，两人推
推搡搡中，撞到了门把手，就把门把手
弄断了。听到这个情况，我多少有点
不高兴，但是这个孩子主动承认错误、
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却是十分可嘉
的。想到这里，我对孩子说：“你很诚
实，看到了长大了、懂事了，我很欣
慰。具体情况我们明天再说。”我让孩
子早点休息。

星期一，我找了另一个当事男孩，
他告诉我，他爸爸已经在淘宝上买一
个门把手。听到这里，我突然感觉，我
的孩子们虽然因为玩闹做了一件错
事，可是对待错误的态度却是这么坦
诚、有担当。下午刚好有班会课，于是
我借此机会把主题定为“责任。”作为
一个学生，责任是学习，与学习无关的
事情要少做，或尽量不做。

第二天，当我和孩子们吃完午餐
回到教室的时候，远远地就看到一个
孩子家长带着一个背着包的男人站在
我们教室门口，他告诉我，本想淘宝买
一个门把手，但觉得不一定配套，于是
他趁工厂午间休息的时候，带了修锁
的师傅来学校修理，现在已经弄好
了。这一幕刚好被孩子们都看到了，
这位爸爸也用行动给孩子们做了一个
好的示范：责任。

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犯错是不
可避免的，犯错也不可怕，关键是我们
学生对于错误的认识和勇于承担责任
的行为。

门把手坏了以后
界牌中学 张琪

为了亲近学生，了解他们“丰富”
的个性，上周我布置了一项任务——
每人为自己起一个昵称（也算是微信
名）。“梅花强”“纯白色”“甜筒冰淇
淋”……从这些千姿百态的名字中，我
看到了学生们掩于心扉背后的一方方
活脱脱的动人景致。

“梅花强”，源自一位女生，因为她
喜欢梅花不畏严寒，傲对风雪的风格
和精神。特别对“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的诗句，尤为欣赏。她
之所以选择“梅花强”这个名字，言下
之意就是，时时鼓励自己要以梅花精
神鞭策自我不断成长。

“长寿面”，也是源于一位女生。
这个女生小小个子，看上去很腼腆，但
通过她的解读，不禁让我对她刮目相
看。她是这样说的，“长寿面”不仅名
字吉祥，我喜欢，而且对于一个人来
说，生命拥有的时间长了，他才有机会
走更长远的人生之路。望着她闪烁着
智慧光芒的双眼，我十分赞赏地肯定
了她对名字的诠释。

“纯白色”，因为她皮肤白，而且她
喜欢纯白色的小动物，也希望自己的
人生是纯白色的。

“甜筒冰淇淋”，是一位文静娟秀
的女孩名字。她说自己的姓是“田”，
和“甜”字谐音。再说，生活中甜筒冰
淇淋确实是她的最爱。热爱幸福生活
的她，最大的要求就是生活中天天能
有甜筒冰淇淋相伴。

其他诸如“喜洋洋”“知足就是乐”
“帅”“明日之星”“美雪”等等不一而
足，这些千姿百态的名字，汇成了一道
清澈的溪流，幸福地叩击着我激动不
已的心扉。

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似乎更强
调情感，教材中的课文，有的浓墨重
彩，饱含激情；有的看似浅显易懂，平
淡无味，实则含意深刻，情味甚浓。其
实，每一篇文章，无不蕴含着作者深刻
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

一、定情感基调
《在大海中永生》这篇课文的字里

行间充满了人们对伟人的爱戴之情，
领袖对祖国和人民的眷眷之心。在教
学过程中，以情贯满全程。首先情境
导入，然后利用多媒体课件，渲染庄严
肃穆的气氛，将学生带入举国上下痛
悼伟人的悲痛之中。奠定了这样的情
感基础之后，再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
文情感。

二、理情感层次
优秀的文章，“情”往往潜隐于

“辞”中，如《水》一文，作者描述了得水
的乐与缺水的苦，苦乐交错，感情跌宕
起伏，变化很大。理清了作者的这条
情感线路，能使学生深切地感悟到水
的珍贵，感受到干旱地区人们生活艰
苦，但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三、拨动情之处
我们的语文教材总有一两处感人

至深的动情之处，如《第一次抱母亲》
一文中写道：“我坐在床沿上，把母亲
抱在怀里，就像小时候母亲无数次抱
我那样。为了让母亲容易入睡，我将
它轻轻摇动。”“可是，我忽然看见，有
两行泪水从母亲眼角流下来……”抓
住这样两句话教学，浓浓的母子情会
充溢学生心中。

通过酝酿氛围，以情促学；诵读感
悟，以情促思；想象激发，以情促悟；讨
论激情，以情促进等一系列的手段培
养学生的悟情能力，引发学生的内在
体验，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我们常把孩子比做初升的太
阳，那么个性学生就是迟升的朝阳，
比起其他学生他们更需要老师的耐
心、细心的呵护、理解与尊重、循循
善诱……作为一名班主任，我们有
责任也有义务教育好这些个性生，
使他们和其他学生一样健康快乐的
成长，展现自己独特的风采。

我的班的张皓和王栋，他们两
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爱做家庭
作业，上课不专心听讲，下课调皮打
闹，两个孩子都来自离异的家庭，跟
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们两个的学习
成绩都很差。为使他们尽快进步。
课堂上，我仔细的观察他们两个，课
下，我找他们两个谈话，发现，他们
并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学生。如果
我放弃了他们，那么他们也许就会
越来越放松自己。接下来的一段时
间，我真是动脑筋了，一有空就把他
两个叫到办公室一边陪他们做作
业，一边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几天
之后，我发现张皓已经能够自己按
时完成作业了，于是，我及时对张皓
进行表扬，没过几天另一个也开始
自己完成作业了。令我很兴奋的
是，他俩不但能按时完成作业，而且
作业的质量也很高，批改他们的家
庭作业，不忘加上一句批语，有时
是：你能按时完成作业，老师真高
兴；有时是：你可要坚持哦！他们的
好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心里有
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对于个性生，要想让他们有所
提高，老师一定从各个方面去关心
他们，去爱护他们，使他们感受到老
师给予他们的温暖，给予他们的信
心，给予他们的关怀，这样让学生从
内心发现自己的错误所在，找到提
高的办法，从而努力学习。

多思善想重理解
英语学习有方法
实验学校 沈春华

阳光普照
个性生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用心播撒
情感的种子
蒋墅中心小学 高腊凤

“微信名”叩开
学生的心扉
云阳学校 徐丽霞

“知识角”投稿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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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月儿圆”，又到一年一度中秋节。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小编祝广大小朋友和家长朋友
中秋快乐，日日喜悦无忧，月月事事顺心，年年圆满如意！此时此景，小编就再来和您聊聊中秋起
源，说说月饼民俗，教教佳节诗词，最后看看大家喜迎中秋的各种活动吧！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从古到今共话中秋共享佳节

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乏与中秋
有关的诗词篇章，在这相同的月圆之
日，记载着各不相同的悲欢离合，现撷
取二首：

八月十五夜月·其一
杜甫
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
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
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
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
这首诗作于安史之乱中，杜甫避

乱瀼西，在中秋之夜，感叹身世飘零，
客居异乡。据清人仇兆鳌《杜少陵集
详注》观点，“蓬”“桂”都是秋天的景
物，“霜雪”“羽毛”是描写月光的明
亮。中秋之夜，月明景幽，却无处不透
露着杜甫此刻的心境。“归心折大刀”，
取的正是“刀头有环，问夫何时当还
也”之意。“以环为还，犹言放臣待命境
上，赐环则返。”古代有一个关于“环”
的说法，被放逐的罪臣在边远之地，放
逐期满时，如果使者带去的是“环”，则
说明允许返还；如果带去的是“玦”，则
是不允许归来。杜甫用这一典故，正
是他在中秋之夜，空有归心却无法还
乡的写照。中秋给予杜甫的，是远在
异乡的一腔乡愁。

水调歌头
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

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

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
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
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王国维先生曾在《人间词话》中说
道：“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
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苏轼《水调歌
头》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早已
为人们所熟知。这首词写于熙宁九年丙
辰中秋，苏轼在密州的超然台上，怀想着
数年未见的兄弟苏辙。中秋本应是团圆
之日，二人却分隔两地。这一夜欢饮达
旦，苏轼的思绪从天上到人间、从时间到
空间，将自身的离情升华为了古今人“同
有之情”。旷达的胸襟使他放眼人间，将
人的“悲欢离合”比作月的“阴晴圆缺”，
高低际遇、宦海沉浮，都是人生常理。充
满哲理性的思考，开阔的胸怀，铸就了这
首旷世名篇。

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
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
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是流
行于我国众多民族与汉字文化圈
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时在农历八
月十五，因其恰值三秋之半，故名，
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定在八月十
六。

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
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
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我国仅次
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节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
其内容形式也是在慢慢发展中形
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
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
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来贵
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在中秋
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
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这种习俗
就这样传到民间，形成一个传统的
活动，一直到了唐代，这种祭月的
风俗更为人们重视，才成为固定的
节日。

中秋的月饼，又称胡饼、宫饼、
小饼、月团、团圆饼等，在古代，是
祭拜月神的供品，现代“月饼”之称
据说是当年唐太宗嫌弃“胡饼”之
名，而由杨贵妃随口一说得名，此
后就在民间流传开来。

殷周：“太师饼”，边薄心厚；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来“胡

饼”，并使其“进化”，有了“芝麻”
“胡桃”馅；

明代：此时已称“月饼”，外观

更加精细，如刻有“嫦娥奔月”“银
河夜月”“三潭印月”等图案；

清代：各种馅料开始丰富起
来，有松仁、核桃仁、瓜子仁，还有
冰糖、猪油等等；

现代：馅料“花样百出”，除了
有桂花、梅干、豆沙、玫瑰、莲蓉、白
果、肉松、火腿、蛋黄馅的，还有茶
叶、海鲜、咖啡、奶黄、鲜肉馅的，除
了广式、苏式的，还有滇式、冰皮
的。

21日，实验幼儿园（云阳部）中（5）班的家长走进
课堂，和孩子们一起制作月饼。制作完成后，孩子们
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校园，将月饼送给环卫工人、外
卖师傅、警察叔叔等一些辛勤的城市劳动者。

实验幼儿园：
与劳动者、孤寡老人分享月饼

22日，该园白云部中（5）班的孩子们在老师及家长
们的带领下，一早便来到敬老院，为年迈的老人们送上
了节日的祝福。孤寡老人们看着孩子们稚嫩、童趣的表
演，听着一句句暖心的话语，满脸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记者 张吴 通讯员 陈佳 摄

云阳幼儿园云阳幼儿园：：
萌娃萌娃、、嫦娥共制冰皮月饼嫦娥共制冰皮月饼

21日上午，云阳幼儿园邀请了手工艺师傅为孩子
们画糖人，编制竹叶手工艺品，还请了专业的糕点师
教孩子们做冰皮月饼，萌娃们连连发出惊叹声，现场
气氛十分活跃。

记者 唐菀滢 通讯员 步宛翀 陆丽娜 摄

17日至21日，云阳第一幼儿
园开展“月兔迎中秋”剪纸活动，丰
富幼儿生活。孩子们在老师的指
导下，用小剪刀剪出了他们心中的
月兔形象。

记者 唐菀滢 通讯员 康妍 摄

云阳一幼：
“月兔”剪纸秀

中 秋 节 起 源

月 饼 知 多 少

诗 词 话 中 秋

分 享 快 乐 迎 佳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