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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学生教学管理面临的困难
在初中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教学管理工作尤为重要，是

学校开展教育工作的基础。 可以说，教学管理水平直接影响
了整个学校的教学水平。 但在具体的初中学生教学管理中，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较大的困难，集中反映在以下
三个方面：

1.青春叛逆期敏感心理
从年龄上来说，初中生正从少年逐渐转向青年，正值所

谓的青春期，其心理、生理生都呈现出明显的改变。 可以说，
在这个特殊的年龄段中，初中生正处于成熟、半成熟的阶段
中，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知、观察、判断等能力，但仍具
有较强的有幼稚性、片面性。 可以说，初中生正处于懵懂时
期，但又急于向他人证明自己，想要摆脱教师、家长的管教，
具有极强的叛逆心理；另一方面，初中生总是对身边的事物
充满了困惑，但又不愿意表达，于是常常在自己的心里筑起
一个小房子，不愿意被人发现，也不愿意和他人相处。 可以
说，初中学生特有的心理特点，直接决定了教学管理的难度
系统。

2.普遍厌学，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学生进入到初中阶段之后，课程设置逐渐增加，而学生

正处于生长发育的特殊阶段，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难免会
出现跟不上的现象，而学生对这一现象又无法进行有效的调
整；与此同时，受到“望子成龙”心态的影响，家长常常给学生
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然而这一种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
学生出现学习疲惫的现象，甚至致使其出现厌学的心理。 在
这种情况下，初中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自觉学习能力
较差、自律性较低，且学习目标极不明确，严重影响了其学习
质量。

3.纪律观念淡薄，集体主义意识较低
在对初中学生进行教学管理中， 学生的几率观念较为

薄弱，以至于其在上课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迟到早退的现象，
甚至在课上出现不认真听讲、公然扰乱课堂纪律、破坏课堂
氛围等现象。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初中教学管理的质
量；另一方面，初中学生集体主义的意识较为薄弱，以至于其
集体荣誉感不强，以至于其在学校常常作出危害班集体利益
的事情，并影响了教学管理的正常展开[1]。

二、初中教学管理的艺术
1.以生为本，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进行初中教学管理的基础。 因此，教

师在对初中学生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鉴于初中学生生理、心
理的特殊性，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首先应树立“以生为本”
的新型管理理念，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了解学生内心
真实的想法，才能获得学生的认可，并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进而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其次，教师在对初中学生进行班
级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真诚地关爱学生，学生只有感受到
来自于教师的关爱和温暖， 才会对教师产生一定的信赖，进
而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吐露给教师， 并构建出良好的师生关
系；再次，在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过程中，必须要改变传统的

教学管理模式，以一个平等的身份、朋友的姿态与学生进行
交流、进行沟通，并在沟通中对学生进行鼓励和引导，进而引
导学生健康成长；最后，宽容学生。 初中学生正处于一个特殊
的时期，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走弯路，针对学
生所犯的错误，教师要耐心引导，并及时告诉学生只要其改
正错误，仍旧是一个好学生。 如此一来，教师不仅维护了学生
的心灵和自尊， 也促使学生从心底更加热爱和尊重教师，进
而更好地服从教学管理工作。

2.因材施教，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特殊的个体， 有着不同的性格差

异。 面对这一现象，教师在进行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如果仍然
采用“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就会导致管理效果低下。 因此，教
师在进行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学生之间的
个体差异化，并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
实施有差异化、有针对性的管理，进而提升教学管理效果。

具体来说，教师在实施因材施教管理的过程中，首先必
须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了解，准确把握学生的个性特点。 如
果学生的个性较为内向，教师在实施教学管理过程中，必须
要保持平易近人的态度，并与其进行温柔的沟通；如果学生
的性格外向、善于言谈且思维敏捷，教师在对其进行管理中，
必须要一语中的，使其产生信服感。 同时，教师在与其进行沟
通的过程中，还要讲究一定的语言艺术，可利用幽默感，提升
管理效果[2]。

3.尊重、公平对待学生
以往，教师在进行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常常忽视尊重、公

平对待学生这两点， 进而使得部分初中生产生逆反的心理，
增加了教学管理的难度。 基于此，教师在进行班级管理的过
程中，必须要引起注意。 一方面，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 每一
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都有自身的优点、缺点，虽然部
分学生学习成绩不甚理想， 但是其身上具有许多优良的品
质。 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管理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地将学生
成绩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进而根据学生成绩将其分为
三六九等。 必须要客观看待每一位学生，表扬并鼓励学生的
优点，耐心引导学生改正缺点，进而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另一
方面，教师在进行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给学生以充分
的尊重。在教学管理中，尊重学生是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教师
必须要明确，学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且随着年龄、认知的
不断增长，已经拥有自己的想法、间接，心理更渴望得到教师
的尊重和认可。 因此，教师在管理中，必须要尊重学生的身
份、尊重学生的想法和见解，进而打开学生心中的大门，实现
初中学生的有效管理。

4.发挥班干部带头作用，协助管理
教师在进行教学管理的过程中，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常常难以时刻对班级的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 面对这一现
状，教师在对初中生进行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
用班干部这一特殊的“武器”，使其成为班级管理的重要手
段。 在具体的班级管理中，由于班干部年龄、认知能力等与学
生基本一致，他们在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中的优势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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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初中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教师在开展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提高教学管理艺术，不断加强初中学生的管理工作，
进而引导初中学生健康成长，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本论文以初中学生的教学管理为研究切入点，对其具体的管理艺术和管理
途径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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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的红掌》绘画活动中提高教师观察指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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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术活动是一门视觉艺术，美术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观察为基础的。美术活动中的观察是指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的形
状、色彩、空间等形式因素及其表现的对称、均衡、多样统一等形式美的模式上，还集中在事物的主题、情节、形象等内容因素以
及这些形式和内容所表现出的情感因素上。在引导幼儿观察时，要遵循这样的感知顺序：先从远处感知事物的整体及背景，让幼
儿获得整体印象；再到近处感知事物的局部特征以及结构；最后再回到整体的感知上，让幼儿形成牢固的整体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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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背景
新学期到来我们大班开展了《神奇的植物 》这一主题活

动。 在班级植物角众多植物中有两盆红掌最受欢迎，因为它们
刚拿到班级时还都是翠绿的叶子。 孩子们每天细心的照顾不
久从叶子中间长出了几个尖尖的小花苞，孩子们特别的高兴，
对这两盆红掌特别感兴趣。 正是孩子们对红掌的好奇与兴趣
激发了我创设了大班美术绘画活动《美丽的红掌》。

本次观察的目的如下：
1.幼儿在观察物体时，能从整体到局部进行观察，抓住事

物的主要特点。
2.能比较全面、细致地观察物体的形状、大小、结构、颜色

的细微变化。
3.积极参与活动，能与同伴互相配合，也能独立表现。
二、案例描述
（一）活动准备：每组一盆红掌、黑色勾线笔、蜡笔、水粉、

轻音乐
（二）活动实录：
首先我请幼儿自己观察和发现红掌的主要特点。 教师：

“今天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来仔细观察我们班的植物-红掌，小
朋友们先自己观察，看一看你能发现什么？ 然后与旁边的小朋
友说说你的发现。 ”孩子们先安静的看了一会儿，交流时安安
大声地说：“这个花真漂亮。 ”姜浩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快速
地说：“这个花心上面有小点点。 ”刘思羽说：“这个花好亮啊! ”
可可说：“红掌的花是红色的。 ”孩子们你一句他一句说着自己
的发现。

其次我引导幼儿发现植物遮挡关系。 教师：“小朋友仔细
观察离你最近的花和叶子，你能完整的看见它，可是后面的花
和叶子你能看到吗？ ”可乐：“后面的花和叶子有的看不见。 ”教
师：“为什么看不见？ ”可可说：“因为前面的花和叶子把后面的
花和叶子挡住了。 ”教师：“当前面的叶子把后面的叶子挡住看
不见时或者不完整的时候，这就是前后遮挡关系。 小朋友们可
以多观察一会儿，看看哪几个花和叶子在前，后面的花和叶子
是什么样子的。 ”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初步了解遮挡关系。

三、案例分析
《指南》中指出大班幼儿的思维由具体形象向抽象逻辑萌

发，在认知方面大班幼儿不再是胡乱地看，而是能够按照一定
方向或路线（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扫视。

由于我班幼儿刚从中班升入大班不久， 思维方式以具体
形象为主，不能全面、细致地观察物体，所以造成有的幼儿倾

向于整体知觉，观察时会过于笼统、粗略；而有的幼儿倾向于
局部知觉，观察时会过于琐碎、抓不住重点，在看物体时，注意
了整体就忽略了局部，注意了局部就忽略了整体。

四、指导策略
1.在活动前期引导幼儿用观察法、丰富想象，积累经验，具

体的观察过程中， 引导幼儿从整体到局部， 从局部到整体观
察，我采用了几何图形概括、形象比喻的方法来帮助有抓住红
掌的突出特征。

2.在观察中引导幼儿用语言描述法和动作模仿 ，大胆表
达、表现、想象红掌的外形特点，激发幼儿绘画的兴趣。 引导家
长带领幼儿在户外活动中多观察， 从具体事物开始引导幼儿
对事物的外形特征进行观察、描述，积累视觉经验。

3.借助主题环境，在班级植物角投放《植物观察记录表》，
请幼儿每周观察、描绘不同植物的生长变化，提高幼儿观察、
理解植物外形结构的能力。

五、教育反思与调整
幼儿在自主观察与探索中， 教师应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

性，积极鼓励其他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激发幼儿参与活
动的积极性。 引导幼儿观察时，运用身体动作模仿、语言描述
等方法让幼儿感知红掌的外形特征， 给每一个孩子创造说的
机会，自己说和小朋友说，大家说的形式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同时也听取他人的想法。

观察中的难点是引导幼儿发现事物之间的遮挡关系，一
节活动很难让幼儿完全理解遮挡关系， 也不能完全将遮挡运
用到绘画当中。 为此延伸出《我和朋友来照相》游戏，幼儿摆照
型拍照，摆出人物之间的遮挡关系（交叉、遮挡、分离三种）。 在
了解了什么是“遮挡”后，通过观察、分析来发现物体之间的遮
挡关系，通过在幼儿熟悉的集体照中寻找“遮挡”的现象，引起
幼儿兴趣，并不断加深对“遮挡”的理解，并为绘画做铺垫。 重
点突出遮挡画的方法：前面的部分先画，后面部分后画，被遮
住的部分不用画。

在引导幼儿进行观察时， 不仅可以通过眼睛来体验红掌
的特征，还可以通过摸一摸、闻一闻、说一说等多种感官形式
来体验和表现。 观察活动中缺少闻一闻环节，幼儿可以通过闻
花香来感知红掌的特性，发现红掌是没有花香的，幼儿从中发
现问题并启发幼儿在家中与家长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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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另一方面，教师在利用班干部协助管理的过程中，还可以
充分利用班干部的榜样作用， 充分发挥其积极带头作用，进
而引导整个班级学生健康成长；最后，教师在利用班干部进
行教学管理中，一定要注意班委成员的选举方式，尽量利用
选举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担任班干部这一形式，激发学生的
竞争热情，进而带动整个班级，形成一种良好的风貌，以实现
教学的有效管理。

结束语
综上所述，鉴于初中学生的年龄、认知特点，教师必须要

改变传统的教学管理观念和方法，不断更新、优化教学管理
方式，提升教学管理的艺术性，进而全面提高初中学生教学
管理水平，并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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