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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教育教学新方法初探
枣庄市薛城区盈园中学

1.重视程度不到位
由于生物在学校里被称为“副科”，所
以往往得不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
2.缺乏学习兴趣
初中是学生刚刚接触生物的一个阶
段，学生是带着好奇心去学习的，但是等到
新鲜感一过， 知识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理
解，很多学生就对生物的学习失去了兴趣。
3.教学方法传统单一
很多教师的教学方法很传统、 采用单
一的教学方法，不会变换方法，不能使不同
程度的学生都有收获。
三、初中生物教育教学改进新方法
1.加强对生物学科的重视
面对生物学科不受重视的一个现象，
各个教育机构应该把重视生物教育这个话
题早日提到议程内，重视其教学工作。
2.培养学习兴趣
首先， 可以利用生物实验， 在进行实
验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教学， 再结合理论
知识教学， 可以培养学生的积极性。 其
次， 在课堂上要将知识和生活实际联系起
来， 让学生立足于现实的同时再去有目

的、 具体性地思考所学的知识， 这样又能
培养学生的兴趣又能提高课堂效率。再次，
认可学生，给予他们鼓励，激发他们学习的
兴趣。
3.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 做好
标记，带着问题去听课，解决难点和疑点；
在课堂上要积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课下
要经常复习，对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
4.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方法
首先，教师可以采用情感教育。其次，
可以采用参与式教学。再次，在教学中注重
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5.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师除了对教学采取措施以外， 还要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不仅要加强
对生物知识的学习和研究生物教材， 还要
加强对心理学、 教育学、 多媒体技术等知
识的系统性学习， 积极参加一些学科的培
训， 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生物学不仅对个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对国家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指
导作用。

小学体育教学融入德育教育的有效对策
枣庄市薛城区盈园中学
小学体育教学是对小学生开展德育教
育的主要途径之一， 既能锻炼学生身体，
又能培育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好的行为习
惯， 对于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 个性发展
十分有利。 因此， 小学体育教学有效融入
德育教育教学， 是小学体育教学发展的新
方向。
一、 我国小学体育教学渗透德育的现
状及应对措施
在目前我国小学体育教学中， 体育教
授在教学过程中对德育的渗透还比较少，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往往忽略自身榜样作
用，不能很好地贯彻以身作则的原则，给我
国小学教育中素质教育及德育教育的推行
造成很大阻碍。
因此教师必须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当
中积极渗透德育教育，以身作则，为同学们
树立学习榜样， 使同学们在小学体育学习
过程当中培养自身品格， 培养团结合作精
神，培养百折不挠的毅力，培养不畏困难的
竞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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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学体育渗透教师德育意识的现
状及应对措施
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 将德育教育
渗透其中，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
生品格和习惯， 使学生通过小学体育学习
不仅能提高自身身体素质， 而且可以通过
小学体育学习培养良好品质， 培养团队合
作意识和竞争意识， 使学生更好地适应未
来社会发展。
因此学校要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发
展情况，建立健全德育教育的评价体系，使
教师的教学活动有完善的评价体系可以依
据和参考， 学校还应该加强对教师德育教
育工作的培训， 提高教师渗透德育工作的
意识，提升教师自身专业素质水平，使其在
教育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 小学体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的
现状及应对措施
就目前我国小学体育教学看， 素质教
育效率比较低， 这样的教育方式学生是很
难对其中德育知识进行理解的， 使我国小

学体育教学中德育教育效率比较低。
将德育教育渗透入教学工作的时候，
教师需要利用教学素材对学生进行教育，
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需要对一些教学素
材进行挖掘， 积极寻找符合教学要求的素
材。
四、 完善小学体育教学的德育教育评
价体系的途径
对我国小学体育中德育教育难以渗透
的原因进行探析， 缺乏评价体系的德育教
育则选择忽略或者放弃， 可以说这是造成
小学体育中难以渗透德育教育的一个很重
要原因。
受小学体育自身特点的影响， 做小游
戏是教师上课时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因
此教师可以将这些小游戏和德育教育相结
合，在游戏中对德育教育进行场景创设，使
学生在游戏中进行德育学习，寓教于乐，而
且通过这样的学习，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比较深刻， 有利于学生自身品格
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我们班的“和解凳”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幼儿园
在我们班教室后面的角落里， 有两把
不起眼的小板凳，可别小看这两把小板凳，
它在我们班发挥的作用可一点都不小，小
朋友们都称呼它为“和解凳”。
说起这个“
和解凳”，还有不少故事呢。
在以前， 班里听到幼儿告状声几乎是
每天的必修课。一会“谁谁坐我的凳子了”，
一会“谁谁又插队了”，这样的小事层出不
穷。 怎样才能让幼儿自己解决身边发生的
矛盾，培养他们自理意识，是每一位幼儿老
师在教育教学中都想解决的事情， 也是一
名幼儿教师的职责所在。
一天课间时间，幼儿们排队上洗手间，
这时，我听到有人喊“李老师，李老师，白浩
辰和韩宜坤打架了”。我赶快走过去，刚想
问问情况， 但看到白浩辰和韩宜坤气呼呼
的样子，我改变了主意。是时候放手让幼儿
自己解决矛盾了， 于是， 我对他俩说，“今
天，老师在咱们班的后面，放了两个神奇的
小板凳， 只要小朋友们能在上面一动不动
静静地坐五分钟， 就能解决小朋友们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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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矛盾，你们要不要试一试呢？”听我说完，
孩子们都睁大了眼睛， 露出了渴望和将信
将疑的表情。
我又说： “要不， 咱们就让白浩辰和
韩宜坤先试试吧。” 白浩辰和韩宜坤相互
瞪了一眼， 走到角落里， 在小板凳上坐了
下来。
五分钟刚过， 白浩辰和韩宜坤走到我
的身边，对我说“李老师，我们还是好朋友，
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吧， 我们再也不
打架了。”
“那你们之间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问
道。
“解决了。”白浩辰和韩宜坤异口同声
地说。
“
怎么解决的？”
“
我向他道歉了，他也向我道歉了。”白
浩辰说。
“
你为什么向他道歉呢？”
“因为我打了他。”白浩辰不好意思地
说。

我又问韩宜坤：“那你为什么道歉呢？”
韩宜坤低下头说：“我排队时插队了，
是我先做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插队了。”
看到幼儿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说：
“
既然你们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就回到自己
的座位上跟同学们一起游戏吧。”
这件事发生后，在我们大二班，只要孩
子们之间发生了小矛盾，小问题，都会主动
手牵手到后面的小板凳上去坐一会。 孩子
们也都亲切地把这两个小板凳叫做“和解
凳”。来找我告状的越来越少了。
“和解凳”的设立，也使我感受良多，为
什么那么多的孩子喜欢来找老师解决问题
呢？ 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充分地信任孩子和
大胆地放手。
做为一名幼儿老师， 不仅要在学习上
和生活上关心幼儿成长， 更要从思想上增
强幼儿自主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幼儿
总会一天天长大， 家长和老师只有学会及
时放手，才能使幼儿得到全面的发展。
我爱幼教这个职业，我更爱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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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枣庄师范学校毕业后
就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在20多
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 我深深
体会到家园共育的重要性和不
可替代性。
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偏见或
者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认为孩
枣
庄
子交到幼儿园， 家长就没有责
市
任了，怎么教育、教得好不好就
市
是幼儿园的事。 这就造成了老
中
师的压力很大，效果却不好。当
区
实
老师的，最怕过节假日，辛辛苦
验
苦用了5天的时间刚刚把幼儿
幼
的行为习惯理顺， 一个星期六
儿
星期天过去， 幼儿行为习惯又
园
回到了从前， 造成了5+2=0的
李
效果。老师的辛苦付之东流，还
志
得重新开始。为此，我们也采取
雯
了多种措施和方法， 比如经常
给幼儿家长打电话， 反馈幼儿
表现情况等等， 但家长都是被
动地接受信息，热情不高，效果
也不明显。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中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
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
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教育
部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重视
家园共育教育理念， 强调重视家庭教育对幼儿终生
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按照纲要和指南的要求，我们幼儿园结合实际，
把家园共育工作放到重要的地位，通过开家长会、做
辅导报告等形式， 帮助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幼儿
的重要性。让家长明白自己是孩子学习的对象。家长
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孩子学习模仿的榜样。父
母对孩子的态度给幼儿以后对社会的态度奠定了基
础。孩子的明天就是家长今天的翻版，家长应以身作
则。其次，还让家长认识到，幼儿园教育是不能代替
家庭教育的。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也是幼儿成
长最自然的生态环境。 每个孩子在幼儿园中所受的
教育和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有着共同的目标——
—更
好更快地促进孩子的成长。 家庭与幼儿园承担着不
同的任务，缺一不可。
我们幼儿园还开展了家长沙龙、亲子阅读、寻找
春天、 争做环保小达人等等活动， 做到了一月一主
题。使家长从教育的一个“
配合者”的身份，转化为教
育的“合作者”、“参与者”、“实施者”。通过充分发挥
家委会的作用，更多考虑家长的需要和想法，把自己
开展活动的目标和要求转达给家长。 让家长知其然
也知其所以然。 从而提高了家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我们班有一位叫斌斌的小朋友。 因为是大班第
一学期转园到我们班的， 幼儿换了陌生的环境和不
同的教育方式，适应不了，迟迟融入不到集体中，上
课也不听讲，别的小朋友也不和他一起游戏，显得很
孤立，有明显的自卑心理。特别是一吃完饭就喊肚子
疼，想让爸爸妈妈接回家。每到这个时候，我即使明
明知道这是他耍的小伎俩，也从来也不拆穿他，还是
耐心地给他揉揉肚子， 讲讲故事， 带他在园里溜溜
圈。为了帮助他，我可没有少费力。即便如此，斌斌的
改变仍旧不是很明显。 在跟家长的沟通中， 我了解
到，幼儿产生了厌学心理，不想上幼儿园，他爸爸妈
妈也很着急。
自从我们园里开展亲子阅读活动后， 我借助这
个机会， 跟斌斌的爸爸妈妈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
流沟通， 针对斌斌的特殊情况专门制定了教育教学
方法，取得了家长的全力支持和配合。我把一些古诗
词、 品德小故事、 有趣的绘本书提供给他的爸爸妈
妈，让家长天天陪着他一起读。
平时在教学活动中， 我还有意识地经常让斌斌
来领读，并鼓励他要大胆些、自信些。一段时间下来，
我发现，斌斌身上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他渐渐养成了
爱读书的好习惯， 一有时间就会坐到阅读区静静地
看书，性格也慢慢开朗起来，集体教学活动时的注意
力也集中了， 也敢经常举手发言， 声音也响亮了很
多，跟小朋友们关系也逐渐变融洽了，特别是吃完饭
后再也不喊肚子疼了，不光是这样，他还能主动地摆
放桌椅板凳、打扫卫生。对于斌斌的这些点滴变化，
我不失时机地进行鼓励，为他加油。我还利用微信和
入、接园的时候，把斌斌在园里的表现及时与他爸爸
妈妈进行反馈。
有一次， 斌斌在幼儿园里午读后主动帮助其他
小朋友把图书收拾好，老师表扬了他。在第二天入园
时，我把这件事专门告诉他的爸爸。在跟幼儿晨间谈
话时，我对斌斌说，“
老师刚才告诉你爸爸，你昨天受
到表扬了”。 听我说完后， 斌斌的眼睛一下就亮了：
“老师，你真的告诉我爸爸表扬我了？”“
当然是真的，
难道老师还能骗你吗？”听完，斌斌自豪地挺起了小
胸脯。
通过家园共育的开展， 现在我们幼儿园跟家长
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幼儿园有什么活动，家长都
能主动参加，积极配合。幼儿园的各项工作也都有了
很大提高，真正做到了家园共育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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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
要手段，初中生物教学不仅仅要教会学生
科学知识，而且要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给学
生自学、创新、锻炼的机会或环境、平台的
教育，才是好的教育。要教会他们学习的能
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让他们知
道怎么学习，学什么，培养他们分析、思考
问题的能力，信息获取能力、理解能力和综
合运用能力。
一、学习初中生物的意义
生物是一门基础自然学科，主要是研
究生命的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人们的生
活离不开生物，生物和人的生活、农业生
产、以及环保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生物
学在一些与人类发展相关的一些技术中也
起到重要的作用。学习生物还可以促进初
中生心理的发展，满足他们喜欢探索、好奇
心强的心理特征。生物学本身就是一门实
验性的科学，大量的实验可以锻炼学生动
手、动脑的能力。总之，初中生物的学习对
学生未来的发展和对世界的认识起到了一
个基础性的作用。
二、初中生物教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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