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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小学教研工作的几点思考
白旭琴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东街小学 甘肃 陇南 742500）

【摘要】在小学教研活动中，为了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各小学要对教研工作管理模式进行
改革创新，从而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提升小学教育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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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课程一方面需要引导学生学习新兴的多元文
化，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学生学习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断
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所以，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中华
传统文化的学习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以及效率都具有重要意
义，也是培养学生正确运用语文知识的重要方式。

1.中华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意义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久远，文化底蕴也非常丰厚，而传统

文化作为先人意志以及智慧的结晶， 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
的灵魂，我们有必要深入的学习和传承这些传统文化，并将其
发扬光大。 对于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
是增强学生语文素养的前提， 是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语文知
识结构体系的重要元素， 对初中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
要意义[1]。 此外，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伦
理道德观，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正确看待自身价
值，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中华传统文化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实践
2.1 研究文章背景，感知传统文化
编入初中语文教材的古诗词以及文言文中蕴含丰富的传

统文化，而中学生在学习其中的传统文化时，仅仅以背诵和理
解诗词、 文言文抒写情感的方式来学习浅显的传统文化。 所
以，想要让学生深层次的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还需要让学生
对这些诗词、文言文的创作背景、历史故事进行系统的学习和
掌握，才能全面的理解文章中的情感特征。 例如，在学习《观沧
海》这首诗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深入探讨作者曹操在什么情况
下写的这首诗， 从而结合作者创作时的现实环境来理解诗句
的含义，加深学生的印象，领悟诗中的壮丽情怀。

2.2 阅读古诗词，培养民族自豪感
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当代人们的心

也变得比较浮躁，中学生也不例外，长期受到外界环境以及多
元社会文化的影响， 使得许多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产生
迷茫，逐渐缺少了民族豪情与文化自信。 因此，初中语文教学
需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学， 帮助学生再次拾起文化认同
感与自豪感。 例如，引导学生多阅读和体会文言文，了解文言
文的书写情怀，让学生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并学习传统
文化对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而，通过传统文化感染学
生，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2.3 阅读名著，增强传统文化素养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包含了许多现代
人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文学作品， 这些文学作品也是学生文
学素养培养的“营养物质”。 除了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四大名
著外，还有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值得学生去阅读，从中感受民
族文化， 领悟民族文化， 将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己
任，增强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 例如，教师在教学《出师表》一
文时，可让学生先去阅读《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然后再对
这篇文章进行分析，领悟诸葛亮出师时的心情以及书写《出师
表》时的激动情绪[2]。 此外，教师还可通过选取经典文学名著中
有趣的片段来引导学生阅读，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从而激发
学生阅读整本原著的动力， 帮助学生形成阅读经典名著原著
的习惯，从而逐渐增强其传统文化素养。

2.4 学习传统习俗，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主要目的

是让学生将这些优良的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 也借传统
文化来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力。 在平时
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也可引导学生学习传统习俗，了解这些习
俗的来源与历史背景， 让学生能够深入的理解这些习俗存在
的深意。 例如，引导学生探讨“端午节”的由来，学习屈原伟大
的爱国情怀；了解“中秋节”的文化底蕴，了解不同地方中秋节
的过节方法，体会月亮中的思乡情节 [3]。 总之，学习传统习俗就
是让学生从这些习俗中去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传承中华
优良的传统文化。

3.结束语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智慧， 对一个国家发展

具有推动作用。 当前，中学生民族文化自信的缺失意味着我国
教育中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欠缺。 而初中语文作为一门与传统
文化学习紧密相关的课程， 语文教师必须抓住传统文化在语
文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意义， 积极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认同感
与自豪感，不断增强中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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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文课程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运用语言，更要培养学生的语言情感与文化情感，所以传统文化对于初中语文课堂教
学的价值非常显著。 “文史不分家”也说明了历史文化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意义。 因此，初中语文课堂教学，需要引导学生去学
习历史文化，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提升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力与自豪感，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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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 学校教研团队与教研组是分属
不同的教学部门，由于小学平行班级比较少，所以教研团队贯
穿于整个小学阶段，它也是小学教学研究的合作群体。 有的小
学由于具有优秀的教研团队，经常有老师获得省级、市级的比
赛大奖。 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教学经验，并应用到本校的实际
工作中，从而提升自身的教学管理工作效率。 因此，本文针对
小学教研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 并对教研团队建设提
出一些宝贵的经验。

一、小学教研存在问题
在小学传统的教研活动中， 教研团队只是学校基础管理

组织中的一个机构，负责对学校各项任务的上传下达，是学校
开展教研工作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教研组长的年龄偏大，
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时，在平时在学校开展的教研活动
中，都是由教导处业务领导全程讲话，老师没有发言权，一节
公开课后，学校会组织全体教研组成员进行总结。 但是，由于
讨论内容没有重点， 也只是走个形式， 对于总结内容没有意
义；而且在对公开课进行点评的时候，也是敷衍了事，做做表
面文章， 抓不住重点， 到最后连讲课老师也是听得云里雾里
的，摸不着头脑，没有达到教研活动开展的要求。 与此同时，随
着小学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师资力量越来越壮大，尤其是新
近的青年教师人数比较多，学校开展的教研活动也越来越多，
因此，为了更好的完成教研任务、提高教学质量，学校成立了
教研团队，学校通过借鉴其他学校的教学经验，成立了磨课小
组管理机制。 对于小组成员要求是一些业务水平较高的，有一
定的进取心，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优秀老师；其次，还要具有勇
往直前，无所畏惧的奉献精神。 通过层层考核，最终确定了七
位教师为小组成员。 另外，在磨课小组工作中，还要调动小组
成员的积极性，提升磨课组的工作效率。

二、提升小学教研活动实效性建议
1.倡导主题教研
矛盾具有两面性，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在做任何

事情要善于抓住问题的重点， 着重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 同
理，在小学教研活动中，也要善于找到问题的主要矛盾，而这
个主要矛盾就是教研活动的主题， 因为教研主题是教研活动
的“方向标”，是从事教研活动的方向，具有比较明确的教学目
标。 所以，在小学教研活动中，教研组在开展教研活动的时候，
要明确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的确立要满足以下要求：第一，必
须是本组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急需解决的教学问题， 而且是教

学工作中最为关注的问题；第二，这个教学主题必须要有明确
的中心思想，要求简单明了。 因此，教师制定的教研活动主题
必须是一个陈述句，而且还要满足以下要求：首先，研究目标
要简明扼要；其次，要符合教学实际问题和满足教学要求；最
后还要做实事，避免夸大其谈。 如小学数学学科的“创设有效
问题情境的策略研究”“基于认知过程分析的小学数学探究问
题”“运用数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英语学科的“小学英语
教学体态语的运用”“小学英语教学学生交际能力培养”“小学
英语教学问题及应对措施”……由于不同学校开展的教研活
动不同，制定的教研活动主题也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是解决小
学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由此看来，小学主题教研工作的开
展要加强师生共同参与的积极性， 帮助教师更好的发挥业务
水平。

2.实施全方位的教学管理
在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 学校主管部门要建立长效的管

理机制，要以小学教学工作的常态化为教学理念，实施全方位
的管理， 结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 通过转变传统的教学观
念，运用新型的教学模式，从而提高小学教育管理工作的有效
性。 同时，要以学生为教学主体，结合学生的身心特点以及平
时的学习情况，开展系统、规范的教学管理工作，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潜能，提高教学的管理效率。 另外，学校领导也要在
平时多多关心教师的教学管理工作进展情况， 帮助教师实施
全新的教学管理模式，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升课堂教
学效率。

在小学教研活动中， 教师的成长与学校的发展是密不可
分的，学校的教研团队影响着每一位教师的发展，因此，学校
要帮助教师加强自身的专业知识学习， 从而促进教师的全面
发展，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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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语感顾名思义就是经由长期阅读习惯下对语言文字

敏锐的觉察和表达的直观判断与感受，个人拥有良好的语感加
持在生活和学习中无疑都将会受益匪浅， 所以在小学教育阶
段，广大一线语文教师应当如何创设课程内容及教学模式和情
境，才能使学生在小学时期就培育出良好的语感继而为其今后
的学习发展奠定坚实的逻辑思维和理解力基础，便是现今小学
语文教育的首要任务，以下是笔者立足教学实际的些许思考与
感悟。

一、小学语文语感培育中的多方面与意义
（一）小学语文教学语感培育方面
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茁壮成长的关键时期，此时若

是恰当合理地通过解读语文课本中所富含的人文情怀则可以

助力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教师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展开对学
生语文语感的培育，诸如形象感、情感、意蕴等方面，充分立足
于课本，结合学生成长认知的实际能力与需求，带领学生挖掘
文本寓情于景的深意内涵，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1]。

（二）小学语文教学语感培育意义
小学阶段的课文内容大都是经过时间检验和文化沉淀的

大家名篇，可谓我国主流文化的代表，学生在充分的学习过程
中便可以潜移默化地认同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经典内涵，同时语
言文字的描述方式也可以充分激发学生想象力的培养，不同背
景渲染下文字也如生命一般谱写传递出深刻的情感，需要学生
去深入地探寻思考和体会，才能寻找到与之契合的感情从而领
悟文章所表达出的真情实感，继而开拓学生的情感，拓展基于
语感下的对文学思考的广度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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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育中，除却基础的语文知识外教育工作者也愈发开
始注重学生文学素养的培育，而语感是人对语言文字理解和应用中尤为重要的感知与领悟能力，因此培育学生拥有良好的阅读
语感便成为新时代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课题，本文谨以浅谈小学语文语感培养教学策略为题，结合笔者自身教学实践作出简要
探析以期小学语文教育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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