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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新语

培养儿童兴趣
在“做”中学数学

■ 陈凤云

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问：孩子谈起数学
就恐惧，数学成绩总是提不高，怎么才能学好
数学？还有的孩子因为数学成绩不好，严重
影响学习的自信心，甚至出现心理疾病。原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曾在一本书中提及
自己学生时代学习数学的经历，直至成年，每
每梦见学生时代学习数学的情境，他还会吓
出一身冷汗而醒。数学，成为一部分学生学
习道路上永远迈不出的一道坎。我想，这绝
不是数学本身的原因。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诚如科学家克莱
因所说：“唱歌能使你焕发激情，美术能使
你赏心悦目，诗歌能使你拨动心弦，哲学
能使你增长智慧，科学能使你改善物质生
活，但数学能给你以上的这一切！”数学如
此之美，但是数学又是高度抽象的，而儿
童却处在形象思维阶段，当高度抽象的数
学遇到形象思维的儿童，问题就来了，这
对矛盾是否化解，是决定了孩子能否学好
数学的关键。

培养兴趣，动力持久。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智力开发的关键期，
当孩子学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他的智力将
会得到巨大的开发，焕发出的能量甚至会超
出成人。数学在生活中随处都会用到，成人
要善于在生活中引导儿童学习数学，比如在
超市购物时，就有诸如一支铅笔0.5元，一瓶
饮料3.5元等数的认识、数的运算等很多数学
知识蕴含其中。在银行计算利息，在家里用
分类的思想整理日用品，用统计的知识计算
一周的生活费用等，利用这些儿童所熟悉的
现实生活素材学习数学，能增强儿童对数学
学习的亲切感与熟悉度，使学生对所学知识
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与强烈的学习动机，从
而使儿童主动而积极地投入到数学教学活
动中来。成人平时也可以经常翻看孩子使
用的数学教科书，了解学习进度，根据近期
学习内容寻找生活中的相应素材，提前渗透
数学知识。

儿童有着这个年龄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
的独特方式，他们首先是通过动作来认知世
界。在小学数学课堂，经验丰富的老师总会
按照儿童心理身体发展规律，精心设计让学
生动手摆一摆、摸一摸，分一分、量一量等数
学活动，让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到学习中，耐心
地给孩子充分感悟数学知识的时间，因为“儿
童的智慧是在手指尖上的”，手指的动作带动
思维的运动。老师们还会搭建一个又一个展
示的平台，引导孩子用数学的表达方式交流
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能力
及思辨能力。因为他们知道，任何知识都不
是可以由教师或家长直接传授的，必须让儿
童在“做”中亲身经历学习的过程，必须依靠
儿童自己积极地思维活动，自己去发现，去内
化，这样才能形成每个儿童自己的知识体
系。据脑科学家研究，这样的学习过程可以
增加大脑的沟回，越学越聪明，而机械训练只
能使大脑顶部皮层加厚，并不能增加大脑沟
回，所以在开发智力，培养创新精神上作用并
不大。

在“做”中学数学如此重要，不仅仅是
因为它能够让学生扎实、灵活掌握数学知
识，更重要的，是在感悟内化知识的过程
中，孩子学会把新旧知识之间进行沟联，用
学过的知识解决新的问题，锻炼推理能力，
学会理性的思辨，形成抽象思维……这些
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高级思维，这种思考
问题的理性与逻辑，在生活、学习、实践中
处处都离不开。

什么样的学生才能拿奖学金呢？“当
然是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学生。”听到
这个问题，海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院的辅导员胡君毫不犹豫地回答。对一
直从事辅导员工作的她来说，这八个字
可谓是奖学金评选细则的最佳概括。

这八个字不仅仅是海师“学霸”的
“脸谱”。关于评选标准，无论是省内

高校，还是省外高校，抑或国外高校，
对此并无明显差别，大多数高校倾向
于将奖学金颁发给德智体全面发展与
社会实践丰富的学生。

然而，具体到如何分配奖学金、奖
学金的类型、奖学金的数额、得奖比例
等细节上，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规定，
甚至同一学校不同专业亦有所区分。

以海南师范大学为例，由于是师
范类院校，故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
在奖学金评选会有所区别。其中，师
范生的覆盖率是100%，非师范生的
获奖比例则只有13%。“大多数读师
范的孩子家庭都不太富裕，很多学生
就是冲着师范专业学费比较低，才选
择读师范。”海南师范大学学生处负责

人吴亚弟解释道。
采访中，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师

范类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存在着一定差
别。如海南大学，其奖学金评选比例，
一般按当年学校划拨经费确定，但评
选比例通常不超过参评学生总人数的
20%。不仅如此，不同的学校，在数
额、奖学金的类别上也有差别。

大学里都有哪些奖学金项目，什么样的学生才能拿奖学金，班干部评奖学金获
加分合理吗

大学奖学金更青睐谁？

第一天用餐

因为小金的到来，我和先生早
早起床做了早餐。听儿子说，小金
在韩国很喜欢吃五花肉、水果，所以
一大早我们就把早餐端上了餐桌。

我、小金和儿子提前坐在了餐
桌前，准备用餐。我对小金说：“我
们用餐吧！”可是，小金却没有动餐
具。

小金用英文问我：“爸爸到哪里
去了？”

“还在厨房，马上就出来了！”我
边说边开始用餐。

可是，小金还是迟迟没有动餐
具。我想：难道小金没有听懂我说
的话吗？

正在这时，先生也从厨房来到
了餐桌前，开始用餐了。看到先生
开始用餐，小金随即拿起刀叉津津
有味地吃起了牛排。

十分钟后，小金竖起大拇指，用
他不太标准的中文说：“爸爸，
good！”

这样的画面，后来持续了一周：
每每早餐，小金总会等到家

里人到齐了才开始动餐具，吃完
饭总会很礼貌地说“谢谢”“味道
很好”。

每天晚上睡觉前，小金总会给
韩国的爸爸打个电话告诉一天的活
动，然后给妈妈发发照片。

〖感悟〗
每天早上，我总会对儿子说“吃

饱了吗？”“多吃点！”，让儿子觉得理
所当然；记得儿子去韩国时，每天晚
上给儿子打一个电话，问这问那，我
总是不放心。现在想来，儿子在礼
貌教育的缺失，也许正是我“给予”

得太多，从
而“ 剥 夺 ”
了他日常生
活 、实 践 的 机
会。

做扇子
失败以后

第二天傍晚，小金和
儿子从学校回家来了。小
金用英语向我询问：“妈妈，家里有
白胶吗？”我丈二摸不着头脑。

“小金要用白胶干什么呀？”我
问儿子。

“今天，我们在学校做扇子，他
的扇子没有完成。他大概要再做扇
子！”儿子解释。

我对儿子说：“那你怎么没有帮
助他完成呢？”

儿子无辜地望着我说：“课堂
上，我已经帮他做好了。可是，他自
己又把扇子拆了，要回家再自己
做！”

望着书桌前小金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们都很想帮
助他。可是，他都婉言谢绝了。

听着他一次又一次的叹息，看
着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我不禁陷
入深思。

〖感悟〗
每一次，儿子碰到什么困难，我

总会“热情”地伸出双手：儿子回家
做作业遇到难题，我第一时间当起
学校的老师，为他讲解；儿子去军训
不会洗衣服，我对儿子说“带回家，
妈妈帮你一起洗”；下雨天，对儿子
坐公交车不放心，第一时间赶去接
送……

今天，看到小金做扇子失败后

的那份自我完成的坚
持，那份自我尝试的执
着，我汗颜了——在家庭教
育的过程中，我们总是急于盯
着“结果”，却忘记了慢“过程”
带给孩子的教育！

家长的不急于帮助，也许才能
让孩子学会坚持，学会探究！

整理一箱的行李

快乐的日子总是非常短暂，交
流活动很快结束了。晚上，我准备
帮小金整理行李。

当我进入房间的时候，我惊呆
了。小金正在把衣服一件一件地
卷起来，放入一个一个的塑料袋，
然后把一个个袋子放入箱子，一
切整理得是那么有条理、那么整
齐！

好美的画面！
“妈妈，明天我只要把睡衣放进

箱子就可以了！”小金看到门口的
我，用英语告诉我。

我看着小金一箱的行李，想起
上半年儿子去韩国交流时的行李
箱，不禁脸红！

〖感悟〗
随着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我们

的孩子开始越来越远离家务。叠被
子、洗衣服、洗碗、扫地、整理衣物
……这些日常的小事，现在越来越远
离我们的孩子。可是儿子说，小金的
家里条件比我们好多了。那么他怎
么会有如此强的生活自理能力？

当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各种
培训、作业的时候，我不禁困惑了：
我究竟是想让儿子长大成为一个
怎样的人？当做家务的时间和做
作业的时间冲突时，我到底该怎样
取舍？

一直觉得学校教育非常重要，
它带领孩子们学知识、学技能，每天
从早到晚。然而，这一次的交流让
我切实地明白：教育真的不是只发
生在学校，它更多的时候发生在家
庭，发生在社会。

老师被人们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深刻体会
到：要成为一名好的人民教师，首先要
爱教育事业，用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来
规范自己的教育，谈吐文明，衣着大方，
举止优雅，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做一名好老师，要多保护学生的自
尊心，老师不能一不开心就骂学生“番
薯祖”（海南方言傻帽的意思），更不能
动手打学生，对每一个学生，要多一份
宽容，多一份耐心，处事宽容的教师最
容易受到学生的欢迎。

在学校中班主任的作用非常重
要。在去年海南评选最美教师活动
中，我注意到两位老师的事迹是有创
新性的，一位是昌江红林学校的汪燕
老师，汪燕老师除了善于与学生交流
外，管理学生还有一个妙招，那就是让
学生自己管理学生。汪燕老师所教的
七年级七班，有项“操行”评比制度，以
学生的品行作为评判的主要标准。新
学期开始，班上每名同学的操行起点
分都是80分，由学生组织根据同学日
常表现加分、减分，如学生成绩有进
步、拾金不昧等，则给予加分，违纪、违
规等则给予减分。这种形式能让每名
学生都参加到班级管理中来，而且不
偏不倚，能让学生信服，在学校的文明
班级评选活动中，她所管的班级都是
第一名。

另一位是儋州一中的杜建玉老
师。杜老师和课题组的老师编写了教
育读本，以人生规划为主题的《青春导
航》，以性教育为主题的《青春秘密》，
以心理教育为主题的《以心换心》。老
师希望通过这些教材来指导学生，让
他们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是为了
高考而学习，树立远大的目标。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的今天，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终生学
习理应成为教师的职业素养和习惯。
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有
一桶水。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
己的知识结构，才能掌握最新的教学
理念，才能将最新、最好的知识传授给
学生。如此在教学中才能厚积薄发，
旁征博引。

要教好学生，好教师是主要因素，
班主任是主力，学校领导是关键，只要
全体老师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每名教
师都关爱学生，多做家访，多接近学
生，多启发引导学生，学校是一定会办
得好的。 （退休教师 陈居荣）

海南大学通常不超过20%
海师大非师范生 13%左右
师范生达 100%

韩国小金来我家

争做一名
好老师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在大学生活中，
奖学金是绕不过去
的一个话题。无论
是对在校大学生，还
是即将进入大学生
活的中学生，抑或相
关学生家长，或多或
少都会听说过别人
家的学霸又得了奖
学金的传说。

大学里都有哪
些奖学金项目？学
霸究竟能拿多少奖
学金？什么样的学
生 才 能拿 奖 学 金
呢？为此，海南日报
记者走访海南较有
代表性的两所高校。

“为什么参加国家级大型活动获
奖才能得2分，而一个优秀班干部却
能加4分？”提及奖学金加分项，海南
某高校学生小周有些激动。她的质疑
与不解代表了一部分大学生的心声。

“评选打分的与参评的人是同一
拨人，并且班干部负责为全班学生打

‘道德分’。”小周告诉记者，他们学校
奖学金打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
础性素质考评，另一部分是发展性素
质考评，其中，基础性素质考评按德、
智、体三个一级指标设立。

记者通过采访该学校外国语学
院得知，该学院2014级英语专业奖

学金的“道德分”比较高的得分均系
班干部。“一个寝室出两个人，而班
干部是必须参加的。”该专业的小林
介绍道，打分的与竞争奖学金的是
同一批人，学生难免会质疑其中的
公正度。

小林和小周等学生告诉记者，学

生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发展性素质考评
的加分项与“道德如何打分”上。

“学生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加分
项。学校要经常倾听学生的心声，才
能制定出令学生心服口服的奖学金评
选标准。”一位多年从事学生工作的高
校工作人员说。

“高校分得很细，有985，有211，
还有省部共建等区分，不同的分类，教
育经费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学生的奖
学金数额、项目也会差别很大。”一位
不愿具名的资深教育人士解释道。他
称，除了财政拨款，社会、校友捐赠也
是奖学金的一大来源。因此，奖学金
有校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
金，以及企业、个人冠名的奖学金之
分。“不同的学校，叫法也会不一样，但
是性质类型大致就是这几种。”

以专业奖学金为例。通常情况下，
专业奖学金是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主
要是为了奖励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比如，
海南大学特等综合奖学金每学年每人奖
金4000元（最高档），三等综合奖学金每
学年每人也有奖金1000元（最低档）；而
在海南师范大学非师范生一等专业奖学
金每人每年1200元（最高档），二等专业
奖学金每人每年800元（最低档）。

除了专业奖学金，每个学校都还设
有专门针对优秀的贫困学生的奖学金

项目，像这类奖学金只有同时满足优秀
与贫困双重条件，才会有机会获得。“专
业奖学金奖金数额太少了，且名额也很
少，所以一些家境尚可、学习还不错的
学生拿不到奖学金。”提及对奖学金的
期待，不少海师学生有些遗憾，“希望奖
学金不仅仅照顾优秀贫困生，也给家境
尚可的优秀生一些机会。”

浩辰（化名）2013年毕业于海南大
学，并曾获海南大学“十大励志人物”的
荣誉称号，在校期间连续四年获得特等

奖奖学金。“四年累计有两万多元，基本
算是学生中的‘中奖大户’了。”

不同的奖学金项目，也会有不同
的要求，如果是企业或者个人捐赠，捐
赠人也会有自己的要求。像海师的

“吴多泰博士创新奖学金”主要是为了
奖励有创新或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
而海师的“李兴福优秀贫困大学生奖
学金”则是针对优秀贫困大学生。“还
有的奖学金会有地域要求，比如只奖
励海南籍学生。”吴亚弟解释道。

项目丰富 不同学校有不同奖励机制

类别不一 申请奖学金要“对号入座”

如何评更合理 奖学金加分项有争议

校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励志奖学金等

财政拨款
社会、校友捐赠等

海南院校
一般每学年每人
800元-4000元不等

奖学金
类型

奖学金
来源

奖学金
覆盖比例

奖学金
额度

制
图/

孙
发
强

金秋十月，我家迎来了韩国丽都小学
的交流伙伴小金，我和先生成了小金的“中
国妈妈”“中国爸爸”。回忆12岁的小金在
我家近一周的生活小故事，感慨颇多。

韩
国
小
金
（
带
眼
镜
男
孩
）
在
中

国
交
流
家
庭
里
生
活
了
一
周
。

■ 文\图 姚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