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1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陈鸿儒 组版：张颖 校对：王秀华

C07 今 日 运 河

226600名名科科技技小小将将

角角逐逐科科技技节节
比赛取消知识竞赛

更加重视孩子动手能力

摘要：语法是组词造句的规
则，是把合适的词放进合适位置
的艺术，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按确定用法来运用的词类、
词的屈折变化或表示相互关系
的其他手段以及词在句中的功
能和关系语言的结构规律。英语
语法教学要遵循生动有趣、新颖
变化、情境多样性、参与实践、情
感教学等原则。

关键词：英语语法 英语的
规则 教学原则

一、引言

在英语教学逐步向着实用
性、交际性方面转化的过程中，
今后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哪里？很
多教育专家一直都在探索着对
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使中国
英语教学能有所突破。一些教法
学家就此提出了以交际英语、实
用英语取代以语法为中心的传
统的教学模式，其理论根据是外
语学习同母语学习一样应遵循
同样的学习规律，不能脱离文化
背景和语言环境，句子只有在语
篇中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例如：
It’s hot here in the room.

(屋子里很热)
这种表达并没有太大的实

际意义，而其含义可能在于告诉
对方“You’d better open the
window/door”。这种教学很明显
是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语用
能力上，但它却混淆了外语学习
与母语学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
学习过程。前者指的是在教学条
件下有意识地学习而得来的，后
者是学习者在自然环境下无意
识地习得。母语的习得是通过学
习者周围的人不断的重复、灌

输，各种媒体向大脑输送大量信
息，在无数次输入——— 接收———
吸纳——— 输出的过程中逐渐掌
握，由此可见，外语的学习在时
间及环境上无法与母语的习得
相提并论，所以必须利用规律性
的东西来提高效率，那么是什么
是规律性？

二、英语语法的概念

英语语法(English Gram-
mar)是针对英语语言的语法进
行的研究。语法是组词造句的规
则，是把合适的词放进合适位置
的艺术，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按确定用法来运用的词类、
词的屈折变化或表示相互关系
的其他手段以及词在句中的功
能和关系语言的结构规律。语法
可分为两大部分：词法和句法。
词法包括各类词的形态及其变
化，句法主要讲句子的种类和类
型，句子成分以及遣词造句的规
律。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字典第6
版对“语法”的定义是：“grammar

[C]( linguistics) a particu-
lar theory that is intended to
explain the rules of a language
or of language in general”(一
个特定的理论，旨在解释语言的
规则或一般的语言)。

什么是英语的规则呢———
英语语法！

三、初中英语语法教学
存在的极端???????

1、偏重语法知识的讲授，过
度强调语法规则在语言学习中，
尤其是在“应试”中的重要性。教
师在课堂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努
力把详尽的语法规则灌输给学

生，惟恐讲少了哪一点，学生考
试就会失去了宝贵的分数。这样
一来，就无法腾出足够的时间让
学生练习，更谈不上语言的运用
了。这种学习手段，通常是单纯
以考试作为终极目标和唯一的
评价标准，因此即使是练习，也
是主要练单项选择题等跟考试
相关的题型，然后教师又引用各
种规则去解释。这样的课堂气氛
沉闷，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局
面，因而感到索然无味，教学效
率极低，久而久之学生就失去了
学习英语的兴趣。从中学生的心
理认知特点来看，学习行为很大
程度上是由兴趣驱动的，而学习
过程中的自我肯定及外部评价，
也是促使其开展自主学习的重
要动力源泉，缺乏求知的欲望和
成功的鼓舞，这样的学习谈不上
什么效果。

2、提倡“淡化”语法教学，认
为语法知识讲多了，就是应试教
育，就是不重视语言能力的培
养，就背离了语言学习的本质。
当前英语课程改革的重点是“要
改变英语课程过分重视语法和
词汇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忽视对
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的倾向”(教育部，2001)。然而，
许多教师却误认为语法教学不
重要了，甚至一提到语法就认为
不符合新课改精神。部分教师为
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片面强调
学生语言实际能力的培养，误认
为现在的中学英语语法教学已
不重要。很多教师简单地认为交
际能力就是听说能力，认为讲语
法不是交际法，把语法教学和交
际法对立起来。为了追求教学效
果，他们往往舍弃了交际法而重
新采用语法翻译法，还是以语法
知识讲解为中心，缺乏情景设置

和实际应用的教学，使教学氛围
单调乏味，使学生难以达到学以
致用的目标。

四、中学英语语法教学
原则

在小学阶段，学生已经
接触了一些简单语法和日常基
本词汇。到中学阶段，他们将学
完基本语法内容。从语言水平上
说，他们属于中级英语学习者，
但是他们的词汇量和语法能力
还非常有限，根据学生的学习情
况和认知规律等制定适合学生
的教学原则，遵循合适的教学原
则，就能很好地把握教学中知识
与技能的度，实现有效教学。在
此，根据现有研究将中学英语语
法教学归纳如下：

1、教学过程生动有趣的原
则

中学生的性格虽然比小学
生要稳重很多，但是仍然好动，
学习情绪化比较明显。语法课是
公认的麻烦而乏味的课程，所
以，我们更要努力在语法知识中
找寻出趣味所在，创造生动有趣
的英语课堂，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和参与度。提高教学效果。

2、教学内容新颖变化的原
则

英语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
掌握国际通用的语言，了解国内
外的发展、变化，做一个适应社
会发展的人。所以，英语语法教
学也要尝试不断地更新教学内
容，使用新的教学方法，激活学
生的思维，拓展学生的视野。我
们在讲课时也要结合国内外的
事件，将其融入到语法教学中，
让语法教学始终充满生机与活
力。

3、教学情境多样性原则

中学生的思维是跳跃性的、
灵活多变的。在一个环境中讲课
容易引起他们的思维疲劳，久而
久之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学心理。
我们要尝试让教学环境多样性
变化，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地营造
新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不同的
情境中感受语法知识的奇妙和
有趣，对语法知识保持长期的关
注和学习欲望。

4、教学效果参与实践的原
则

学生学习的所有语法知识
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否则就
不能知道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也容易造成哑巴英语的现
象。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举
办课内游戏、知识竞赛、角色扮
演等互动性强的活动，锻炼学生
的语法表达能力和应试能力，让
学生内外兼修。真正地掌握语法
知识。

5、教学进程遵循情感原则
情感教学一直是一个高效

的教学手段。在不同的教学内
容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把握住
了学生的情感，就能很好地根
据学生的情感变化，采取适合
的教学方式，实现高效教学。所
以，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的情
感因素，课间也可以实时地加
强情感教学，让语法教学事半
功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
的看到语法教学的发展现状，了
解语法教学的重要性和原则，我
们应在新课标语法教学理念和
中学语法教学原则指导下来实
施语法教学。这也要求教师不仅
要提升自身的英语教学理念水
平，领悟新课标理念，而且要创
造性地使用教材，从而提高教学
水平。

中中学学英英语语语语法法的的正正确确认认知知及及教教学学原原则则
王晗琤

本报济宁11月10日
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李文峰) 8日，任城区
2014年青少年科技节在
济宁七中开幕，来自近30
所学校的260名科技小选
手们，在八项比赛中展开
角逐。

当日上午9点半，伴
随着一架螺旋桨小飞机
的快速升空，科技节正式
拉开了帷幕。只见这架小
飞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发
动机轰鸣声，在空中以极
快的速度盘旋。正在孩子
们发出阵阵惊叹的时候，
小飞机突然飞上高空然
后急速俯冲，就在大家以
为飞机要坠地的时候，小
飞机却突然一个急速拉
升，迅速回到了空中。

这惊险的一幕，让来
自城区各学校的小选手
们兴奋地拍起了手。这个
时候大家才注意到，原来

这架小飞机连着一根长
长的细线，细线的另一头
紧紧攥在场地中央的一
位老师手中，小飞机在空
中变换出的各种机动特
技，其实都出自于这位老
师的操控。

欣赏完了“飞行表
演”，科技竞赛也在小选
手们的紧张筹备中开始。
在七中操场上，作为“东
风一号”火箭的发射比赛
场，十四中的三名选手们
正在按照图纸完成最后
的拼装。虽然其他几人都
是第一次参加科技节的
比赛，但已经上初四的小
严却显得自信满满，“我
已经成功发射过三次，所
以我有信心击败对手。”

而在直升机比赛场地
内，小选手们小心翼翼地
拿着遥控器，控制巴掌大
的飞机绕过一根金属杆，
然后平稳降落在由课桌搭

建的平台上。虽然只需要
顺利完成这些步骤，然后
飞回出发点就可以获得满
分，但这看似简单的操作
却难住了不少选手。他们
有的绕杆时撞到了杆子，
有的降落到平台上却又突
然起飞摔到了地上。轮到
洸河路小学五年级的赵永
玺登场时，他很熟练地操
作着直升机，只用了不到
一分钟就完成了这一系列
挑战，顺利晋级。

记者注意到，这次科
技节与上届相比，取消了
知识竞答。任城区科协副
主席赵霖介绍，取消知识
竞答的目的，是希望孩子
们在参加科技节的时候能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动手
实践的过程当中。“本届科
技节的主题就是‘创新、体
验、成长’，更多的实验操
作，对丰富孩子们的科学
知识更有帮助。”

几位小选手正在组装火箭。本报记者 汪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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