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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目、老教法”是目前初中信息
技术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致使
其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作为近年
来新开设的科目，由于师资、教材、设备
等诸多原因，各地城乡教学质量悬殊。
在我看来，教师迫切需要反思自己课堂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吸取其他学科
的课改成果，提升初中信息技术课的教
学效果。

初中信息技术教学问题多

目前在全国初中，信息技术课程已
经普遍开设，学生主要应该掌握一些基
本的计算机知识，如计算机基本的硬件
知识、网络的基本概念、办公自动化软
件、绘图软件的基本使用及编程基础知
识等。在具体的信息技术教学中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

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教学目标定
位模糊。由于学生家庭条件各不相
同，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农村，有
的已熟练掌握了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流
程，有的则是在上中学之后才初次接
触到计算机，因此，这种背景的差异也
直接导致了学生计算机水平的参差不
齐。但是在初中信息技术课堂中，大
多数还是采取单一的教学模式，而且
授课内容也较为固定，由于学生计算
机知识水平的不同，造成部分学生觉得
老师授课的内容较为枯燥，导致教学效
果较差，从而给初中信息技术教育带来
了一定难度。

以教师为中心，死板枯燥传授效率
低。在一些学校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信息技术教学

无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以教师为中心，
教师主宰课堂，学生被动接受；教师枯
燥地演示操作步骤，学生疲惫地按步骤
练习。许多信息技术教师在课堂上忽
视计算机教学情境的创设，忽视学生学
习兴趣和自信心的培养，只有单纯的知
识灌输、被动的机械训练和抽象的死记
硬背，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挫伤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辛苦教的东
西很快会消失无踪，课堂效率低，教学
质量难以提高。

教学与生活实际相脱节。某些初
中信息技术教学中，教学无论是注重计
算机理论也好，注重上机操作也罢，都
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单纯地教
授知识。许多教师不顾初中学生抽象
思维发展迟缓的学习心理特点，只是一
味地讲解枯燥的操作步骤，不注重学生
能力的训练与培养，不能使学生将所学
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活动。学生不知
道这个知识点如何在生活中去应用，在
哪里去应用。导致教学成为纸上谈兵，
重记忆轻应用，重接受轻探究，知识与
生活严重脱节。

信息技术教学应吸收课改成果

问题驱动教学模式。问题驱动式
的教学模式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的实际
情况等设计一个或多个具体的问题，学
生则是通过自己的探究和解决问题来
达到学习目标。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
生注重过程与学习方法，将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相结合。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能
够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独立
自主的探索，而且是提升学生解决问题

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较有效的教学方
法。例如在 Excel 的教学中，关于数据
的排序和筛选，就可以设置一系列如
何帮助“小明家挑选合适的冰箱”的问
题，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学
习数据的关键字排序及数据的筛选技
巧。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既掌握
了课本上的知识，又能学会将所学到
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真正做到了

“做中学”。
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小组合作学

习模式是新课改的一个重要的理念，该
模式是指教师按学生的学习水平的不
同将学生按“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
则将学生分为不同水平的学习小组，同
时给学生一个难度较大的学习任务，让
学生通过小组间交流讨论，集思广益，
各自发表意见，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并
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实施这一模式
能够引导学生开展分工合作，并在合作
中相互借鉴，弥补自身不足。合作学习
不仅能让他们树立团队合作意识，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能强化学生的竞争意
识。新课改倡导学生自主合作学习，通
过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可有效提升教学
效果和教学质量。

努力激发学生的内驱力。新课改
的理论基础是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
通常有学生是发展的人、独特的人等
表述。在教学实践中则要体现在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好
胜心、自尊感，组织学生操作比赛，适
时举行一些应用软件的竞赛活动，营
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例如文字编

辑比赛、图片设计制作比赛、网页制作
比赛等，甚至可举行一些电脑小游戏
的过关比赛等，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参
与比赛，这样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团队
合作意识，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在实践中熟练地掌握软件的各种
操作。

创设多样的教学情境

新课改倡导一切以学生为中心，教
师在教学中要做好引导工作，教师在课
堂导入上要通过视频、声音、文字等多
媒体技术或设计制作成课件和资源库
的形式，演示给学生观看，通过创造多
样的教学情境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情
境中，自然而然地在思想感情上产生
强烈的共鸣，并随之萌发出强烈的学
习欲望。只有这种网络多媒体的真实
情境才能让学生感受到计算机的神奇
魅力，也只有这种教学情境才能让学
生更直观地接触到计算机知识，在模
拟化的教学过程当中，在上机实践当
中，加深知识的理解，实现从知识到能
力的转化。

初中信息技术有助于帮助学生了
解现代信息科技基础知识，提高学生
的信息素养。教师在教学中要对学生
进行有效引导，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模
式，指导他们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切
实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让学生在轻
松、愉悦的环境下高效地学习，在教师
和学生的合作中，提高初中信息技术的
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实
验中学）

信息技术课应率先践行课改理念
苑宪梅

时下在大多数小学，信息技术都没
有列入统一考试科目，上网玩游戏、QQ
聊天是大多数学生在信息技术课上的
主要活动。学生不喜欢信息技术课的
重要原因是对授课的内容不感兴趣、上
课学不到有用的东西。指导学生学习

“有用”的知识、掌握“有用”的技能，让
他们感受到信息技术课确实是“有用”
的，才能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培养他们学习信息技术的兴趣。

在探索中体验成功

学生对信息技术课本来是充满好
奇心的，但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
往往忽视对学生学习热情的保护，常常
用枯燥的示范演示开展教学，使学生的
学习热情从一开始就处于低谷中，甚至
感到厌烦。因此，要想激发学生的创新
热情，教师在教学组织上，就要为学生
设置新奇、困惑、充满情趣的教学情境，
使学生因“疑”生趣，产生探索的动机。
青少年身上都蕴藏着探究的欲望和潜
能，信息技术解决问题方法的多样性，
为学生自主探究创建了平台。例如，在
讲解复制和粘贴操作时，可以只讲解通
过编辑菜单进行复制和操作的操作方
法，但同时要提醒学生还有很多复制和
粘贴的操作方法，然后给孩子们足够的
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去自主探究，那么，
他们就会自主探索出通过工具栏进行
复制和粘贴的操作方法。在第一种方
法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认真的观察，还

可以使用键盘命令<Ctrl>+<C>和<
CTRL>+<V>。习惯使用鼠标右键的
孩子还可以发现，选中内容后右击鼠
标，在快捷菜单中也可以实现此种操
作，等等。引导学生自主地搜索有关信
息、并有选择地利用这些信息完成一系
列“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会不断
获得成就感，可以更大地激发他们的求
知欲望，从而培养出独立探索、勇于开
拓进取的学习精神。可以说，信息技术
课的特点，决定了教师必须给学生提供
足够的实践和探索空间，凡学生能动手
操作的，教师绝不代替，让学生在动手
中学习。

在协作中共同发展

小学生在信息技术的学习中，基础
差异比较大，有些学生可以说是一点就
通、能举一反三，而又有不少学生基础
较弱、学习有困难。这就给我们的教学
带来一个难题：教学内容太浅了，基础
好的学生就不能很好地配合，而稍微加
深一点，基础差的学生便难以接受。开
展协作学习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
式。协作学习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个体在一起从事学习活动、互促学习以
提高学习成效的一种教学形式。英国
大文豪箫伯纳说过，如果你有一种思
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我们每个
人就都有了两种思想，甚至多于两种思
想。借用这一说法能形象地说明协作
学习的优越性，几个学生一起交流学习

信息技术的经验和体会，就会促进每个
学生从同伴身上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技
能。为了科学地开展协作学习，需要教
师对学生的基础进行调查，并以此为依
据编排座位和建立学习小组，每组中要
有基础特别好、接受能力非常强的孩
子，也要有基础比较差、反应比较慢的
孩子，基础特别好的孩子担任小组长，
统领本组的学习，有问题可以由他及时
进行辅导。另外，每节课要安排本小组
的同学轮流进行值日，并负担每节内容
的辅导任务，让孩子全员参与，都能体
验成功。比如，在学习《建立学校网站》
时，可以把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如学
校概况、教育园地、师资建设、教育科
研、学生社区等），让他们自己划分职
责：有人负责图片信息的收集，有人负
责文字信息的收集，有人专门进行版面
的设计⋯⋯这样的形式，学生喜闻乐
见，学生在协作研讨的过程中可以充分
体验成功的快乐，并反思失败的原因，
同时也锻炼了与他人协作的能力。

在应用中学习创新

信息技术学科的工具性特点，决定
了信息技术教学中不但要培养学生收
集、分析、综合、评价和呈现信息的能
力，更要突出实践创新，学会应用信息
技术解决实际生活中所遇到问题的能
力，为在信息社会中工作与生活奠定基
础。例如，在对键盘基本键练习这一
节，学生学起来枯燥无味，针对这一现

象，可以组织一次字母录入竞赛，利用
“金山打字通”软件进行竞赛，看谁的速
度快。通过这样的设计，学生的学习劲
头来了，在竞赛过程中你追我赶，都希
望自己的输入速度快起来。这样就促
进了学生对键盘的熟悉程度及字母录
入的熟练程度，有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
习的精神。又如，在教学演示文稿时，
有一位教师安排学生运用有关软件进
行自由创作，班上的一名女生创作了一
组名为“天山上的房子”的作品，她先
用“金山画王”画了一幅画：悬崖峭壁、
白雪皑皑的天山上，有一座漂亮而别致
的房子，在房子的旁边手牵手站着美丽
的公主和王子。这幅画呈示之后，出现
标题：天山上的房子，然后在下面的页
面中她制作了公主和王子初识、相爱、
结婚等几个版块，点击每个版块都会
跳转到相应的内容。动态、美丽、扣人
心弦，给人讲述了一个美丽而遥远、似
乎又有些不可思议的故事。由此可
见，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是有很大
潜力的。重视学生的亲身实践和体
验，才能真正培养和提高他们应用计
算机获取、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使所学知识能
够及时得到运用，并在应用中使知识
得到及时印证、体会和巩固，同时又能
使学生对没有理解的内容产生再认识
的渴望，才能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

（作者单位：四川省乐至县通旅镇
中心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课：从“无用”变“有为”
文明友

【主题：聚焦信息技术与课程改革】

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实践中，
单一的教学目标与进度，直接造成
了有人“吃不饱”、有人“吃不
了”的问题。面对此种情况，信息
技术教师该重新定位教学内容的难
度和深度，因材施教，探索一种适
合本地实际的分层教学模式。

通过调研确定学生层次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

情，在新生刚入学时，教师可以设
计调查问卷，就学生家中是否有电
脑、接触电脑的时间、会哪些基本
操作、软件掌握的熟练程度、是否
有电脑方面爱好或者专长、希望在
信息技术课程中获得哪些方面知识
等进行一些调查，进而了解每个学
生的基本情况，为分层做好准备。

在教学进行过程中，学生会表
现出一些分化现象。例如，在“共
享网络资源”一课中，可让学生写

“自我介绍”，保存并提交给教师。
大部分学生都能完成任务，有些还
用符号对文章进行了美化，但有些
学生打字速度太慢，个别学生甚至
还不会打字。通过这一小小任务的
布置，学生的学习层次就大致显示
出来了。此时，教师可以在充分了
解学生学习态度、基础水平和接受
能力的基础上，尊重学生意愿，将
学生分为A、B、C三个层次。A层
次的学生学习能力较低，由于平时
很少接触信息技术，基础差，接受
能力也较差；B 层次的学生学习中
等，对教材所要求的内容有所了
解，学习与操作并不困难；C 层次
的学生能力较强，信息技术知识比
较丰富，有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望
强烈。分层有利于学生更加清楚地
认识自我，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
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

合理确定分层教学目标与任务
分层的目的在于给不同层次的

学生设置不同的学习目标，以使不
同的学生能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进
行有针对性的学习，这样既能保持
各层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能使
他们在各自的基础上发挥特长。

如在“文档编辑”这一课，教
师可以将教学目标分为初、中、高
三个等级。A 层次学生需要了解封
面的基本组成和布局，掌握在word
文档中如何插入图片。对 B 层次的
学生而言，除了要达到这个初级目
标以外，还要熟练掌握更改图片大
小和位置的方法。在此基础之上，
C 层次学生应学会修改色彩搭配、
位置协调等，同时还要掌握好调整

“叠放次序”的方法。这三个目标
的落实，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
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结合学
生实际，设计三个层次的任务目
标：给 A 层次学生只布置初级任
务，可以要求一题一解；给 B 层次
学生布置稍微有点难度的中级任
务，可以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多进行
思考；对 C 层次学生可以安排一些
较难的高级任务，要求一题多解，
培养其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这
样可使每个层次的学生通过练习都
有所收获。

分层评价让每一层次学生都受
到鼓励

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应采用不同
的评价方式，对 A 层次学生，应注
意寻找其身上的闪光点，多进行以
表扬为主的评价，及时肯定他们的
点滴进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对 B 层次学生可采用激励性评
价，既揭示不足又指明努力的方
向，促使他们积极向上；对 C 层次
学生采用竞争性评价，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促使他们更加谨慎、
谦虚、不断超越自我。

在初中信息技术课教学中应用
分层教学方法，有效地克服了教学
内容与学生兴趣爱好之间的矛盾，
克服了学生知识水平两极分化的矛
盾。分层教学本着为各类学生提供
最优质服务的思想出发，给学生提
供各种选择的机会，可使每个学生
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新
苑学校）

避免一刀切
分层教学效果好

宋修银

“知识树”结构图、视频等信
息技术手段，改变了信息呈现的方
式，拓宽了教学的内容，如能有效
利用，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优
化语文课堂教学的结构，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在执教 《彩色的非
洲》 公开课的过程中，我尝试利用
信息技术和语文课堂教学的联姻，
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课堂导入环节，我利用草长莺
飞、姹紫嫣红的春季，创造性地设
计课堂教学情境，带领学生进行了
一次跨国“旅游”。旅游首先得了
解目的地的相关情况，于是，我不
失时机地用白板展示了非洲的地理
位置以及相关的风景图片，勾画出
非洲特有的轮廓：它位于大西洋和
印度洋之间，赤道横贯中部，属于
热带地区，特殊的气候孕育了特殊
的自然环境⋯⋯由于图文并茂，这
些内容在学生脑海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同时，也为他们理解课文内容
打下了基础。信息技术手段的运
用，更加直观形象。优美的画面带
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刺激，也激发了
他们学习的热情。

这篇课文最大的结构特色就是
“总分总”的方式，条理非常清
晰，为了帮助学生迅速地掌握这种
写作方法，我用 PPT 软件设计了

“知识树”结构图，并设计了一些
循序渐进的关键词填空。比如：蓝
天、骄阳、绿树、红土、鲜花、以
及皮肤油黑发亮的非洲人，构成了

（ ） 的非洲⋯⋯因为有了
直 观 的 结 构 图 ， 课 文 大 大 简 化
了，变得中心鲜明、层次清楚 。
学生根据结构图示，迅速地默读课
文，准确地完成了填空练习，并了
解了这种结构的特色。我让学生运
用学到的方法，进行知识迁移，写
一处美丽的景色。具体而言，用
上总分总的结构，把读和写有机

地结合起来。
这篇课文除了结构非常鲜明突

出之外，语言描写也非常生动传
神，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拟人以
及丰富的联想等表达方法，这些
都 是 学 生 学 习 写 作 的 好 范 本 。
如，文章的第三自然段主要写非
洲的植物世界是彩色的。在课文
中描写非洲的树开花时的颜色及
形态的部分，我配上了精美的画
面，帮助学生入情入境地理解那
种让人刻骨铭心的美，从而体会
作者的描述：“到了开花季节，一
条条街道，都成了彩色的长河 。
人在街上走，就像置身于花海深
处。” 同时理解作者为什么产生
那种美妙的感觉和联想：“好似含
情脉脉的少女，向人们频频点头”。

这篇课文中有两处描写，学生
单凭想象可能难以理解。一处是

“这还是凝 固 的 色 彩 呢 ， 你 若 到
盛产蝴蝶的刚果奥旺多省，置身
于五彩缤纷的蝴蝶世界，细细聆
听 这 彩 色 小 天 使 飞 翔 的 轻 微 音
韵，简直如同步入仙境 ”；另一
处是“如果你有幸参加他们的篝
火晚会，看到熊熊燃烧的火焰旁
身穿花衣裙欢跳的人群，不，那
是流动的、五彩的旋律，你就会
更深地领悟非洲彩色的美，非洲
彩色的涌动与无限的活力 ”。为
此，我把从网上搜到的相关视频
播放给学生看，再结合对文字的
品味理解，学生都心领神会、叹
为观止了。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教学工具，
为语文课堂教学带来了很多便利，
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的表现手
段，有利于调动学生多种感官的参
与，提高了教学的效率，促进了语
文课堂教学的新跨越。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宁邹城
市中心店镇老营小学）

信息技术让语文教学
更加灵动多彩

张学炬

⦾分享

⦾我见

为了防止信息技术对学生成长产
生不良影响，防止学生涉足色情网站
及电脑游戏等，浙江省私立诸暨高级
中学注重对学生开展网络文明教育活
动，并签定了《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
公约》。

图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浏览
“绿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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