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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成绩真的就是一切吗？难道除了将学生训练成为“考试奇才”之外，就无需重视和顾及他们在其
他方面的心智发展吗？事实并非如此。

随着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面性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离不开素

质教育，素质教育离不开艺术、 术教学。 国在 2000 年开始实施的《 术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把艺术

列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科，说明了这一点。

那到底 术教学对培养高素质的少年儿童而言，有何等的重要呢？

首先，通过 术教学能使儿童的大脑得到健全的发展。人的左半脑具有语言、计算、逻辑、理念分析

能力；右半脑则具有绘画、音乐、想像、知觉空间鉴别能力。然而偏重于语言、数学推理分析能力的教育

体系，可说是“左脑教育”，忽略了儿童的右脑开发。 术教学则弥补了这一点，给与儿童充裕的想象空

间，让他们的右脑“动”起来，促使大脑潜能的全面开发。

其二， 术教学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实践能力。 术教学里，设计了许多关于手工制作的课程，剪贴、

泥塑、素描等，都在锻炼儿童手的灵活性，并且在实践的活动中，视觉、听觉、嗅觉等感知器官都参与进

来，使他们的思维和行为得到了良好的结合和发挥。

其三， 术教学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创造能力。我们都知道创造能力的价值，只有不断创造，社会才会

持续向前发展。根据研究，两岁的儿童就已经具备了创造性的绘画才能，他们开始借助绘画来表述自己的

思想。四五岁的儿童不但能绘画、创造单个形象，还能创造性地表达故事情节。到了小学，他们创造的形

象更加复杂，更加关注和突出细节。然而，通过 术教学，他们能学习和掌握更多的 术技能，激发他们的

创造欲望，从而提高创造能力。

其四， 术教学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审 能力。在 术教学的过程中，儿童常常需观察周遭生活事物，然

后通过线条、色彩、构图、造型等再现事物。审 能力正是通过不断重复这样的过程，得以提高。

除了以上所述， 术教学也有助于促进儿童的人格完整发展。儿童在创作 术作品的当儿，有独立的思

考机会，并透过创作表现情感和思想，充分地表现自我，从而调适自我，促进人格的完整发展。因此，重

视学生前程的教师们，让孩子们尽情地“画画儿”吧！

KUAI LE JIAO XUE BAO

身为教育工作者，难免要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因此也要懂得如何消除压力。要如何从工作中找到快乐？让

《快乐教学报》给您一些点子，并与您轻松分享教学的点滴。《快乐教学报》将定期出版，免费赠送给老师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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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今天的教育必须对民族的未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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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报导  李奕培

问：在马来西亚，大多的父母或教师都不太重视甚至是漠视孩子的

术教育。请问 术教育重要吗？

答：这是现今 术教育于马来西亚的状况。其实，鸟瞰全世界许多

国家，尤其是高度文明国， 术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

的一环，不可或缺。

问：那您可以具体地讲解一下，何谓 术教育，以及实际上 术教

育所涵盖的内容吗？

答：一般人都错误地认为 术教育，就是学画画儿，就是纯粹地学

如何画好画儿，对绘画技巧的训练。其实， 术教育不只是那么地

“单纯”。 术教育的涵盖面很广，几乎与各个科目皆相互关联。

术教育需建构于基本常识及科学知识之上。简单来说， 术是一

种“生活”。孩童会不会 术，就相等于孩童本身有无关心与细心

观察自身周遭的人事物。 术就是一种观察的艺术，学 术就是要

学会观察、体会和发现。

问：那请问想学 术，或者说想学好 术的孩童需要有什么先决条

件吗？

答：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表示：“一个不懂艺术或绘画

的孩子，没办法学好科学。”这指出了 术就是一门科学。就我个

人观点，学 术的孩童最基本要有的东西是：对基本知识的掌握、

对社会动向有一定的关心、对生活环境有敏锐的观察力等。

问：请您略述现今马来西亚少儿 术教育的实际情况。

答：相对于其他文明国，马来西亚的少儿 术教育显得有些落后。

许多 术教育工作只停留于对绘画技巧的教导，甚至走向极端化、

片面化。比如关于培养孩童对色彩的观察力方面，其实孩童对色彩

的敏锐度是与生俱来的，天生就会“看”色彩，就好比天生有脚就

会走路、有嘴就会说话一样，只要四肢器官发育健全，就会自然习

得。然而，现今制式化的教育模式，却使得孩童“丧失”了这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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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样学习是比学习什么更为重要的问题。

赋。所有东西都变成是 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教的，云是白色、天是蓝色、叶是青色、太阳是黄色等

等。课堂变成了制造厂，学生仿佛是批发货物，思维模式皆“统一”“一致”，缺乏了自身观察的体悟，

所思所画缺乏生命力。如此的教育模式，对学生来说是有害无益的，不但“掩盖”了学生天生的才能，更

大大地减弱了其创作力。

问：那请问身为一位优秀、专业的 术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教导学生才是恰当的呢?

答：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借鉴和比较本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教学方式的差别。本国的教学

方式是单一化的，老师给“答案”，学生依样画葫芦，而西方国家的教师一般是将问题“抛”给学生，让

学生自个儿去观察、去研究、去发现。由此可见，我国与他国的教育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提供学

生观察和思考的空间。因此，我认为，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除了要教会学生基本的 术技法，更重要

的是提供学生多元、丰富的观察与发挥空间。训练孩童如何使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小脑袋

思考，如何将自己的发现“表现”出来。千万不能过分专注于“表现”的训练，而形成本末倒置的教学谬

误。

问：请您具体地说明孩童学画的过程。

答：孩童学画有一定的过程、程序，教孩童绘画切勿不能操之过急，应该按部就班。学习绘画的发展过

程，基本上可分为六大阶段：涂鸦期、象征期、前图式期、图式期、前写实期和写实期。涂鸦期的孩童的

图画都缺乏真实内容和意义，主要是手部肌肉的运动游戏；象征期的孩童最爱为作品赋予说明，所以也称

为命名期，是训练孩童表达能力的重要阶段。在图式期或之前，孩童都未能达到实物写生的阶段，所以大

人们都不该用自己的眼光来要求孩童的图画。现代社会的父母或教师，基于商业化的 术标准，总是在孩

童胡乱涂鸦、添色时，加以斥责，要孩童画出整齐利落的线条，如实的形象，涂上鲜艳、“不越框”的

颜色。殊不知，这其实是在抹杀孩童的绘画天赋。孩童往往因为受到谴责，深感挫败，渐而对 术失去兴

趣，最终放下“画笔”。据我观察，这是马来西亚少儿 术教育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问：如根据您以上所述，身为关心孩子健全发育

的家长们，应该如何让孩子学好 术呢？

答：我认为要孩子学好 术，最重要的就是找到

好的、对的、专业的 术老师。另外，还要让学

生有发挥空间，勿强加约束、限制学生。

问：最后请您说说学 术对孩童有什么好处？

答：除了让孩童能有健全的脑部发育，我们常

说“学会画画的孩子，不会变坏”。 术培养

孩童热爱 、追求 、创造 。这肯定会在他

们的人格发展上形成巨大的影响。



吕立民老师（沙巴）

                           酿多时的华小《华文课程标准》已于 2011 年开始了。这新课标有不少“买   

                           点”呢。如一年级生字由 410 个激增至 560 个，但在 560 个中又分成认读生            

      字和习写字。习写字只有 275 个。此外，还有写话、背诵古诗、演绎儿歌、相声等趣    

      味语文项目都是 之前没有的。

之前出席县内的 KSSR 课程时，发现好些教师对新课程持有较“悲观”的态度，

并普遍认为这是“穿新鞋，走旧路”。我想，即使新课标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但其

中的改革并不是有关方面“头脑一发热，想到改就马上改”的结果。

翻开小一新课本第一课，生字就有 14 个，但习写字只有 3 个。这也许会使不

少教师深感“失望”，毕竟写得这么少，学生还有什么东西可做呢？其实这样的做

法不是让教师和学生“偷懒”。上世纪 50 年代初，在中国已经有人提出这种理论了

（张田若《中国当代汉字认读与书写》），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大江南北都以这种

“偷懒”方式学习识字了。为何要这样，说来话长，请上网输入“多认少写，识写分

开”，便可找到满意的答案了。

新课标中最让教师们深感“失落”的大概是笔顺的问题吧。新课标里头清楚说明

有关笔画、笔顺、偏旁部首和间架结构等知识，是用来帮助识字、写字和查字典的。

只要能用来查到字典上的字就可以了，同时也不列入考试范围。换句话说，这些都是

识字的手段而不是识字的目的。

其实，不让学生抄写笔顺有其一定的科学根据。汉字的笔画、笔顺、部首等都

是有规律可寻的，只要掌握了规律，问题大致都能解决。同时，笔画、笔顺算是写字

范畴，在识记汉字的过程中也不必过于强调。此外，儿童在识字的过程中，对汉字的

识别一般上可分成三个主要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朦胧阶段、清晰阶段和模糊阶段

（佟乐泉 张一清（1999）《小学识字教学研究》）。儿童在初期（即朦胧阶段）理解

汉字的时候对汉字的识别和记忆基本上都是囫囵吞枣，整体记认的。此外，七八岁的

儿童的方位知觉还有待发展（路克修 于年河 左松涛（2002）《现代小学识字写字教

学》），因此他们难以辨别方向，“左右不分”“难认上下”，因此在写“人”字时

可能写成“入”字，常把英文字母“d”“b”以及“b”“p”混淆，或把“3”字倒

反来写。这种情况在一二年级时最为明显，不过当学生上了三年级，有了一定的方位

知觉能力后，情况就自然会大大改善。

因此，强调在低年级阶段淡化笔画、笔顺和部首的教学程序，是符合儿童的学习

心理规律的。这不但能减低学生厌学的情绪，也能节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其他更有助

于学习的活动。

我想，新课标中的新理念，有待教师们化为教育行动后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新

课标，我们拭目以待！

酝

4 语文教育不仅承载着知识的传授和文化的传递，更承载着人格灵魂的教育。



5教师要从独奏者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是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

杨欣儒讲师 编动词

挨夜

帮衬

驳嘴

出炉

搞掂

搞搞震

搞事

割车

割名

挤提

讲大话

讲数

揭蛊

收档

收盘

收声

收线

退车

找数

整蛊

撞板

撞彩

追数

作马

本地词语
（按汉语拼音序）

规范词语 备注

熬夜

光顾，惠顾；捧场

回嘴；顶嘴

公布；揭晓

完成；做好；结束；搞定

瞎闹

闹事、滋事

超车

过户

挤兑

说谎；撒谎

谈判

揭晓

打烊；歇业；收摊儿

关门大吉

住口

挂断电话

倒 (d∂o) 车

付账、付款

作弄

碰钉子；碰壁

碰运气

讨债

搞鬼

非指取出炉内烘烤、冶炼的东西或新产

生出来

进行有争执的会谈

非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6 人生识字聪明始。

                                                 资料整理  李奕培        

一、集中识字法

在语文教学中，按照汉字规律，把生字归类以集中指导孩童，通过看图、比较、类推等方式

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实际上，这是一种传统的优化识字的教学思想。古人的《三字经》《百家

姓》《千字文》等都属这种识字教学式。

集中识字教学法的目的是让孩子能够在一两年内快速大量识字，使孩子能尽早做到大量阅

读，解决识汉字和学汉字的难题。

二、字族文识字法

以同一“部件字”或“字根字”作“母体字”组成一个“家族”，将它们集中一起学习，

有利于记忆和阅读。例如：用“青”字带出字形相近的字，即“清”“请”“情”“睛”“晴”

等，再将这些字组成有意义的词语，或编成有趣的课文、故事等。家长可以在教学中，指出各字

相同及相异的地方，让孩子容易联想、记忆和理解。

三、韵语识字法

教材的课文以符合孩童兴趣的内容为主，并大部分都是根据童诗、童谣、儿歌、对子歌等

方式编写，在句尾总有一些地方押韵。由于句子朗朗上口，因此能加深孩童的记忆，提高识字效

果。

以韵语识字法编写的课文一般上故事性较强，简短整齐，节奏自然，通俗有趣，朗朗上口。

因此，家长可以设计一些朗读活动，加深孩子对韵语的印象。

四、字理识字法

字理识字是依据汉字的构字规律，即通过对象形（如：日）、指事（如：上、下）、会意

（如：尘）、形声（如：响）等造字法的分析，运用直观等手段识字形，达到识字的目的。字理

识字在不增加孩童负担的前提下，能强化孩童对汉字形、音、义的记忆，并有效预防错别字的产

生和减少错别字的应用。

五、听读识字法

这种识字方法是指孩童在不识字时，听别人（或录音）阅读，记熟之后，孩童自己反复阅

读，用记忆中的字音、字义和字形对照。一回生，二回熟，渐渐地孩童就能边阅读边识记汉字。

实际上，各种方法都有长处和不足，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单独解决孩子识字所面对的问题。

因此，我们主张“因地制宜”，各选其长，取“集大成”的综合方法。

                                                                            （待续）



         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

     她不但会唱歌，还会跳舞、演讲和讲故事。每次有她参加的校内比赛，前三名肯定都有她

的份。她也常报名参加校外比赛，结果也常常得奖，她得奖的照片偶尔还刊登在报章上。

可是那天她参加讲故事比赛时，中途突然忘了台词，结果原本七情上脸的精彩表演突然没有了

声音，幸好隔不久她便继续讲下去。然而，就因为这么一个失误，她当天只拿了第四名。

后来听她同学说，她在班上痛哭，因为没有拿到冠军。

隔天，我看她还是愁眉不展，便问她为什么不开心？她说她昨天回去后被妈妈责备为什么没有

拿到前三名，唠唠叨叨的，弄得她很心烦。我安慰她，只要尽了力，就是最好的表现，并鼓励她再

接再厉，不要气馁。

在我的眼中，小 真的是一个人才，只要好好塑造，他日肯定会有一番作为的。我担心的只是

父母强加在她身上的压力，对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恐怕对她心理上的成长有负面的影响。

实际上，小 的个案只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缩影罢了。许多父母都是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儿

女，要求他们参加多项比赛，仿佛他们是一个受训的机器般，以满足为人父母者的好胜心。

今天的孩子比从前的孩子聪明，可是今天的孩子不比从前的孩子快乐。从前的孩子功课没有那

么多，但是他们拥有快乐的童年；可是今天的孩子，放学后就有各科的补习，周末还要参加各类歌

唱班或舞蹈班，导致他们提前踏进成人那种繁忙的生活节奏中。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我宁可他们快乐地学习，也不要他们拿了好成绩结果却不快乐。童年不

是只有书罢了，还有游戏和属于孩子们应有的世界。

我的教学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把快乐带给孩子们。我希望他们常常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地

学习。

但愿我们的社会中，许多像小 父母的人能够觉悟过来，多给他们的孩子一些快乐的成长空

间。

7                                                                     让孩子有一个辉煌的明天，而不仅仅是辉煌的今天。

罗盛威老师（雪兰莪）

小



8 学生是幼苗，需要知识甘露的滋润；学生更是火炬，需要教学智慧的点燃。

                   末，我给学生布置了一篇半命题作文《这件事，我⋯⋯》。

      一位学生，考试得 30 分都很困难，每一周的写作练习都要我“穷追不舍”再降低字数要

求，他才会最后一个交上来，“我不会写”是他的口头禅。为了保护学生的写作积极性，我似乎也不得

不接受这种“迟交少写”的现状了。

惊喜却在今天发生了。他写的《这一次，我做对了》令我眼前一亮，心花怒放。他把写作前的茫

然，想上网“淘”作文、想抄作文书的矛盾、徘徊以及豁然开朗的心情刻画得细腻入微。最后得出了

“今晚的茫然、犹豫、矛盾不就是一篇好作文吗”的写作灵感，“于是，我满怀信心地写完了这篇作

文。”初一的学生能如此尊重和关注自己的心灵，并把它真实地表达出来，实属难得。

这种真实细腻的作文不就是我平时大力倡导的“我手写我心”的最好范例吗？一个惧怕写作文的学

生，需要老师捕捉这种契机树立他的写作信心。

下午有一节语文课，我要趁热打铁。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我只对作文的个别地方稍加修改，并决

定由我自己来朗读，而不是像平时那样由学生本人朗读。

一走进教室，我就说：“今天我特别开心，品尝到了教你们以来最大的成功！”学生的注意力一下

子就被我的话吸引过来了。“我手上的这篇作文，上午已经在办公室传阅，老师们无不赞叹！”谁写的

啊？学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如此赞美一篇习作。“这篇作文，抓住了作文的本质，写出来的是最纯净的

内心世界！”学生都按捺不住了：“到底是谁啊？老师快念吧！”

朗读欣赏是在学生认真倾听的氛围中进行的。我左手拿学生的原作，右手拿我修改后的作文，对比

着朗读。我读得很慢，因为要时不时地和学生交流：这个地方的妙处；这样另起一段，结构就更美了；

这样修改就更贴切了⋯⋯“这句话我没修改。”“这句话是我改的。”成了我朗读时的口头禅。读到后

来，学生也跟着附和“这句话是我改的。”教室不时传来阵阵笑声。

朗读过程中，我还经常穿插我的阅读感受和修改感受。“我读第一遍时，确实有眼前一亮、无可挑

剔的感觉，但读第二遍、第三遍，发现还是有不少细节是需要修改的，老师都改了三四遍，改了一节课

啊！‘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是有道理的。”

让学生树立写作信心的工作并没有因这堂课的结束而结束。我帮他把作文投给了《深圳青少年

报》，文章居然发表了。这件事情的经过也促使我写下了这篇同题作文。师生二篇文章张贴在班级里，

他笑得更开心了！

苏霍姆林斯基说：“成功带来的愉快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儿童想当一名好学生的愿望就是依靠这

股力量。”老师帮学生搭建舞台，帮学生发现自我并肯定自我，用成功来激励学生获得更大的成功。这

样，老师和学生都会收获惊喜。

          

周

（本文获得《中国教师报》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