څ

ġġġġᄧڅ
ቮ
ۧ ġġġġġġቪ
序号

                  旧称                                             新称

1

报馆

			

报社

2

农夫

			

农民、农人

3

邮差

			

邮递员

4

幼稚园

			

幼儿园

5

几率

6

维他命

			

维生素

7

荷尔蒙

			

激素

8

通讯

			

通信

			

概率

释：利用电波、光波等信号传送文字、图
像等。根据信号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模拟
通信和数字通信。

ћ㧤ಓޠބ৭ѭ
									

谢增英

中国古代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读文章应该什么时候停顿，全赖于读文章的人自己
断句。到了汉朝的时候，才有了“句读”（j≈ d®u）符号，所谓“句读”是文词停顿
的地方，“句”指语意已尽，“读”指语意还没有结束，语气可能停顿的地方。
我们用的句号（ 。）和逗号（ ，）是在汉朝才出现的。明朝的时候，则出现了
人名号和地名号。到了 1897 年，广东人王炳耀发明了“读之号、句之号、节之号”
等十种标点符号。到了 1919 年，白话文提倡者胡适之先生写了《新式标点符号的种
类和用法》的议案。议案中，他详细并具体地介绍了十种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1920
年国语统一筹委会制定了十二种标点符号。有关标点符号读物，早在 1904 年，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文汉诂》。
1951 年，中国国家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标点符号用法》里有
十四种符号。 1990 年 3 月中国国家语文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
署联合发布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这份《标点符号用法》增加了连接号和间隔
号。 1996 年 6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正式实行。

多读心中有本，勤写笔下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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ൕ ሻ Ⴛ ༬
识字教学过程中采用富有趣味的识
在字游戏和活动，能让学生在游戏和
活动中通过自主、探究、合作等学习过程，
激发自主识字的兴趣，同时养成自主识字的
习惯，进而使识字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程度，选择适当的
识字游戏在课堂上进行。
一、寻找字中字
教师写一个字，让学生找出藏在其中的
字。如：天（一、二、人、大）；树（木、
又、寸、村、对、权）。
二、添一笔变新字
教师可写出几个学生已经学过的字，
如王、牛、白等，让学生认读，然后再让学
生给每个字添上一笔，使它变成另一个字，
如牛（生）、日（白、甲、田、目）、大
（天、夫、太）。
三、摘水果游戏
教师展示画着大树的画，树上挂着写有
生字的水果，让学生发挥创意自制果篮，先
将水果上的字读准字音、组词，常用的还可
以尝试造句，之后才可以摘下水果，摘得最
多的就是识字小能手。
四、汉字找朋友
汉字的归类有多种方式，可按字形结构
分类，可按字音分类，可按字义分类等等。
教师可将识字卡按不同的结构区分，如
独体字、上下结构、左右结构等等，然后让
每个学生各拿一张卡，进行以下的游戏：
1. 让学生自己辨识手上所持的识字卡上的
字的结构，然后去寻找与识字卡上的字
一样结构的同伴，形成一组，例如独体
字的一组、上下结构的一组等等。
2. 让学生根据所持的识字卡上的字的含
义，然后去寻找与识字卡上的字一样含
义的同伴，形成一组，例如表示动作的
字一组、表示称呼的字一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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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游戏时，教师可先鼓励学生先思考
后行动，并试着自己找朋友（若有需要，教
师才给予协助），这样能更有效地帮助学生
掌握字形、音义和用途。
五、我会记生字
将学生分成几组，进行识字方法说一说
的比赛，教师随意抽出一张识字卡，然后要
求各组学生想出记忆该字的方法。
每组轮流说出他们想到的方法，说得出
方法的组别可得 10 分，说不出的组别倒扣 5
分。
例如：“玉”字，“国”字去掉方
框儿就是“玉”，“王”字加上一点就是
“玉”，“主”字的点掉在腰间就变成
“玉”，以此类推。
让学生自己想法子记住生字，除了能激
发学生的想象力，更能加强学生对该生字的
印象。
六、切苹果游戏
学生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老师站在中
间拿着字卡，一边走一边念“切苹果，切苹
果，我把苹果切一半。”，当念到“我把苹
果切一半”时，就分开其中两个同学的手，
然后看看这两个同学谁先念出字卡上的字。
最快又正确地念出字卡上的字的人，就能做
下一个“切苹果”的人。
以游戏的方式进行识字活动，使识字变
得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七、小故事，学认字
教师事先准备好要让学生复习的生字的
识字卡，利用这些识字卡编一个小故事。教
师讲故事的时候，若说到要复习的生字，可
举起识字卡，并要求学生朗读该生字。
故事的内容不受限制，所给的词语建议
以名词或动词为主。此游戏有助于巩固学生
学过的生字，还能以旧带新学习更多的字，
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创新思维，
逻辑思维和想象力。

有什么教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

写话

写话是让学生写出完整的一句话。我们学习写话，首先得从练习写好一句话开始。一
句话写好了，然后再慢慢练习学会连贯地写好几句话，甚至一段话。
小学低年级华文教学是以识字为主，继而逐步进行朗读与阅读的语文教学活动。在
语文教学实践中，为了训练学生的语文综合运用能力，并且能够和中年级的语文写作相衔
接，所以从低年级开始就应该逐步开始一定的写话训练。

如何让学生从说话过渡到写话阶段？
说话是写话的先导，只有先注重了说话能力的培养，才能为写话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让学生从说话过渡到写话，首先应抓住学生说话的层次性。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进行
一些最基本的说话层次训练，使学生明白应该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对于学
生的发言，应给予一定的句式加以引导，使他们说得更清晰、更有条理。久而久之，他们
会自觉地按一定的句式说话。例如：在让学生说明一件事情时，可以引导他们根据时间的
顺序一一说明，或让学生依循图片上事物的远近次序、上下、左右、高低、内外的方位进
行叙述等等。只有教会他们观察事物的方法，他们的说话才能体现出分明的层次。
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来教导学生说话，比如教师发问：“你今天接触的众多事
物中，感受最深的是哪件事？”教师首先必须让学生说出“今天做了哪些事”，然后再引
导他们抓住最典型、最突出、使人难忘的情景，启发他们多说。再者，学生通过对语文的
学习所积累的一些好词佳句可以应用在语言表达上。这时，教师要善于捕捉，及时激励表
扬，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运用“积累”的能力，让这些好词佳句丰富孩子的语言，提高孩
子的说话水平。

如何教导学生看图写话？
在进行看图写话训练时，教师则首先要指导学生观察事物的方法。看整体 —— 初步
感知；看部分 —— 分清主次；看顺序 —— 理清思路；统领全图 —— 展开想象。学生掌
握了看图的方法后，教师鼓励他们展开合理的联想和想象，这样学生就能把图中的内容有
重点、有条理地写下来。学生在看图之前，教师可以设置一些问题，如：什么时间、什么
地点、谁在举行什么活动等。学生带着问题看，带着问题去想，不但能提高学生的观察能
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写话的积极性。
写话能引导学生把他们的所见所闻，用语言文字较为完整地、有条理地、有侧重地表
达出来。教师们不妨多加运用这门教学法，全面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我教书，所以我充实；我育人，所以我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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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Զӽ
刘育龙

这

几年大概是托了诗歌朗诵比赛热潮的福，我曾几度受邀到中学去演讲，跟中学生分享自己
在现代诗创作方面的一些心得。

通常在开始演讲之前，我都会先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列出几个本地诗人（如吕育陶、陈大为、傅
承得、游川、林健文）和外国诗人（如余光中、杨牧、郑愁予、罗智成、夏宇、顾城、舒婷、北岛）
的名字，询问学生是否听过这些人的名字，或者是看过他们的诗作。通常得到的回应是只有寥寥几个
人举手，当我再问谁有听过周杰伦的《七里香》和林俊杰的《曹操》，他们便会精神一振，大部分都
会举起手来。
学生们在上述情况的两极反应，在流行文化当道的现代社会，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所谓
的大众文学化，概念虽好，在我们的左邻右舍只知有汤告鲁斯而不知普鲁斯特是何方神圣的今天，毕
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崇高理想；如果说反过来要求文学大众化，那就得看要把下限或门槛划在哪个高
度，毫无底线地一味往下大众化，结果大概只是典当了文学，制造出粗糙庸俗的文字成品。
华人曾经被誉为“诗的民族”，以往的传统家庭也曾奉“诗礼传家”为圭臬。在现代社会，除非
是家中有长辈或兄姐爱读诗写诗，一般的少年学子大概没什么可能与诗结缘。不过，如果他们有幸遇
到一位诗人老师，那又另当别论。回想当年在中华执教的傅承得，以及在日新成立“魔鬼俱乐部”诗
社和出版《向日葵》的陈强华，不是为文坛种下好一些文学种子吗？
有鉴于此，若要推广诗的文学教育，我们必须双管齐下，除了在学生方面下功夫，更重要的还是
得在教师身上花心思，通过一连串的讲座、文学营和培训课程，让那些有兴趣、有潜能却无机缘跨进
诗的殿堂的教师，也对读诗写诗产生兴趣，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带动他们所执教的学校的写诗风气，
让更多学生了解诗，爱上诗，将来他们也为人师表时，继续把这份传承诗的信念，散播给明日的青青
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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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走过四季都是诗；天地之间，人生百味皆成文。

ུ ࿘഻ࡈܽৠ္
每周让学生轮流负责班级事物，包括：打扫教室各区域（包括图书园地、科学园地、数学园地、写
作园地等等）；领头唱歌；消息传递员；教师小助手；擦黑板；教室总管，负责教室里各种器材的
整洁安放。
放学前，安排全班学生一起打扫卫生，并对学生一天的情况作出点评。
学生没有听的时候不要说话，等他们注意力集中了才说话。
跟学生确定一个让所有人安静下来的信号，比如以固定方式拍手，或使用固定的口令。比如：

在课堂活动中，学生离开了自己的位置，教师说：“结冰”，所有学生都必须停止
说话，且像雕塑一样原地不动。等大家都停下来了，教师再说：“融化”，让学生回到
自己的位置上。
让学生知道教室里各个园地的行为要求。如果谁的问题比较多，可以暂时不让他进入某个园地。
在讲台上放一只透明的大玻璃瓶，如果有学生表现好，就将一颗小石子（可用其他物品代替）放入
瓶中，并对该学生进行表扬。当玻璃瓶装满时，对全班学生进行集体奖励，形式可以是做游戏、讲
故事等。
对低年级学生，用点心、饼干、爆米花、糖果等食物作为奖励比较有效。
不要用多做作业来惩罚学生。
训练学生在教室里走路。两人一组，其他人观看，主要是训练他们走进教室的速度。
训练学生在走廊上走路，主要是让学生明白，在走廊上走路要保持安静。
训练学生在走廊上排队行走，让他们明白必须跟着教师走。教师可每次挑选不同的学生作为领队，
注意一定要牵着他的手。
给学生讲故事的时候，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聆听习惯。如果有学生控制不住自己，可让他坐到一个专
门的座位上，既不影响大家，也能让他听到故事。

			

		

（本文摘录自《今天怎样“管”学生》，待续）

教育者是思考者：思考者首先是一个学习者，思考者更是一个探索者，思考者也是一个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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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上架

您对探险小说有兴趣吗？奇幻小说是不是您的心头爱？那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为您献上的《探险
特快车》和《奇幻M档案》！
《探险特快车》
你相信吗？人竟然可以在水
里呼吸，像鱼儿一样在海里
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镇川
用衣领遮着的脖子到底隐藏
了什么秘密？看不见底的神
秘通道据说是通往海底城的
通道，但只有跳进去才会知
						
道那是不是真的⋯⋯

通过短期交换学生计划，贤汶认识了怡伶。怡伶的家
乡——雨国是个异常奇特的地方，那里总是一直在下
雨，雨从未停 过。在怡伶的邀请之下，贤汶和颖聪一
同来到这个连地图上都没标示的国度。		
一踏入雨国，眼前种种的不寻常现象和事物，如雨落不
着地、只有一片叶子，貌似树的莫名巨大生物、雨国里
都是年轻人等，更是令贤汶和颖聪感到迷惑。然而，随
着颖聪的突然“失踪”、莫名水迹的频繁出现，雨国的
神秘面纱和此次事件背后的阴谋一一地掀开。被 Z 国控
制的雨国，其实和 Z 国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会移动的
水迹其实是躲藏于伪城里的“异体人”？

作者：来自沙巴的萧丽芬老师是一名说故事的高手，也是马华作家，目前在槟城明新小学执教。
她不仅是个爱讲科幻故事的小学老师，还是个多面手，曾出版微型小说《迷幻元年》、儿童小说《魔
法之窗》、小说《月亮从来不说话》和《野生的鱼》，童诗合集《飞翔的童心》。
《奇幻M档案》
一个来历不明的包裹引领着
一行人展开不可思议的探险
之旅。神秘地方会是一个怎
样的地方？据说那里有一种
拥有神秘力量的宝石。白博
士和彼得医生竟然玩跟踪！
						
到底他们有什么阴谋？加入
探险队，让我们一起寻找
“萤光城”的踪迹吧！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我只记得自己跌进了湖里，被
救起醒来后却变成了另一个人⋯⋯
“对，我答应过你做你的助手。”一句从我嘴里说出来
的话，却不是我想说的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精
神分裂了吗？还是⋯⋯		
不，我一定要想办法逃离这个隐秘的怪地方。书！书里
一定有线索！
我打开“书”的其中一页，上面写满了我看不懂的文
字，下端还画有一个古老的沙钟。啊，它竟然是真的！
沙钟里的沙开始流动！任谁也意料不到，事情接下来会
有这样的发展⋯⋯

作者：来自沙巴的邡眉老师是个喜欢说故事的自由写作人，目前在槟城明新小学执教。她也是
个喜欢接近孩子的孩子王，出版过诗合集《小诗磨坊》《飞翔的童心》，小说和童书《新世代儿童小
说》《邡姨姨说故事系列》《消失的村庄》《丰收》。
最新登场：《玻璃的记忆》
她叫星星，据说是一颗流星，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
星星被一家长相非常相似的家人收留。但她发现不止这家人长得很相像，整个村子、甚至整个城
镇的人都有着一张相同的脸孔，多奇怪的一个地方。
星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但脑海却不时闪过一些熟悉的画面，难道这些画面和她的身世有
关？
直到“他”的出现，真相终于大白⋯⋯

欲知更多详情，请到大树出版社部落格浏览：www.dashuchubanshe.blogspot.com
大树出版社是一家出版青少年和儿童读物的出版社。它在网上设立了博客，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方便、快
捷的交流平台，让读者随时随地可以阅读这家出版社的小说介绍文案和精彩片段，同时也能交流意见和心得，获
知最新的资讯，以及对出版社有更多的了解。
接下来，一系列少年小说丛书将陆续登场。请大家万勿错过大树出版社与知名作家萧丽芬和邡眉为您打造
的本土第一套系列少年奇幻和科幻探险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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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本书不能大声朗读出来的话，它不算是一本好书。

好书 介绍
全面解析教师的工作压力，
阐述教师工作压力造成的身
心问题。
针对教师的工作压力，提供
积极的调控理论和方法。
介绍能够减轻教师工作压力
的心理帮助和健康生活方
式。
定价：RM28
页数：320

本书是 2011 年第二届
全国教师散文奖得奖作品
集，共收录了首奖、次奖、
三奖和 15 篇佳作奖作品。

定价：RM22
页数：160

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博
士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实录。
《论语》“学问”精神及态
度的再现。
求学态度与问学精神的最佳
借鉴。

定价：RM36
页数：400

本书由中国著名语言学
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王元
华博士撰写。完整及全面地
介绍他如何将语用学的基本
理论运用于语文教学，并提
出了体验性、关联性和公度
性三个原理。
定价：RM39
页数：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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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不读书，全成了习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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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全国教师散文奖终于圆满落幕了。

名次 得奖者

这项由教育部主催，吉隆坡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联办的比赛，获得教育工作者的
踊跃参与，共收到 151 篇参赛作品。经决审委员林金城先
生、周锦聪先生及刘育龙先生筛选后，共选出 18 位得奖
者。

首奖
次奖
三奖

苏燕婷
刘国寄
冯绥莹

佳作奖

赵少杰
郑每俐
温财达
张振和
王建禄
罗志强
刘雅琳
洪伟健
丘国志
柯珍珠
萧开薇
林艾妮
郭莲花
陈承林
刘庆鸿

主办单位共设 4 个奖级，即首奖 1 名，得主将获颁奖
杯一座、奖金 5，000 令吉、奖状一张、得奖作品集 5 本；
次奖 1 名，得主将获颁奖杯一座、奖金 2，000 令吉、奖
状一张、得奖作品集 5 本；三奖 1 名，得主将获颁奖杯一
座、奖金 1，000 令吉、奖状一张、得奖作品集 5 本；佳作
奖 15 名，得主将获颁奖金 300 令吉、奖状一张、得奖作
品集 5 本。
主办单位也在典礼上，推介了收录所有得奖作品的
得奖作品集。当天的嘉宾包括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博
士、评审代表周锦聪先生、吉隆坡直辖区教育局华文督学
彭德生先生、吉隆坡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代表张汉文老师
及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出版经理刘育龙先生和执行
总编辑谢增英小姐。

得奖作品
城市里的牡丹
烟的姿势
画纸上涂一株树
		
铅笔和炭笔
红蜻蜓的天空
种菜的女王
一辈子的承诺
茶香幽幽
长屋里的母亲与我
那一首老曲调
逝去的爱
没有钟声的日子
茶里话
绿语
归琴
夜回忆
口袋里的城市

凡成为“快乐教学报俱乐部”会员，可以优先获得我们的“好书资讯”、参与我们主办的
活动和享有其他优惠。
如果会员要获取第 7 期和第 8 期的《快乐教学报》，只须准备两个回邮信封＊连同填妥的
表格邮寄给我们即可。
＊注：每个回邮信封不得小于 A4 尺寸，并各别填妥地址和贴上 RM1.00 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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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跟随着时代奋力前进。

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