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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业是巩固课堂教学成果和检验学生学习情况的有效手段,以科学的思路优化作业设计方案能够极大的提高教学效

率,对于英语学科而言,教师要紧密结合教学进度和学习内容优化作业设计的方案,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和吸收课堂知识内容。本
文在结合实际教学情况的前提下,对优化初中英语作业设计提出几点思考,并逐一进行分析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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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选择作业内容,如果难度上不能与学生的实际水平相匹配,

初中阶段的教学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初中英语课

则会导致学生无从下手,或者降低教学要求,影响学生对知

程是对英语基础知识的深化,也是对高中英语的学习起到铺

识的把握,如果作业内容与课堂讲授内容结合不紧密,会导

垫作用,充分掌握初中阶段的英语知识对每一位中学生来说

致学生。无法及时消化知识点,不能对所学知识进行熟练掌

都是极为重要的。作业是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延伸,也是教师

握和灵活运用。事实上,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也可以成为教

检验学生学习情况的有效手段,科学合理的作业布置是帮助

师课堂效果的一个反馈。如果教师布置的作业内容与当堂讲

学生理解课堂教学内容并且巩固知识点的有效途径,反之则

授内容结合不紧密,缺少针对性,那么作业完成情况也无法

会成为学生的负担,甚至对课堂教学成果起到反作用。优化

对教师的课堂效果进行一个正确的评价,让教师无法从学生

初中英语作业设计应该从巩固教学成果的思路出发,紧密结

的作业结果当中得到反馈并对自己的教学方式进行反思。

合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可以通过完成作业得到充分、有效

2 优化初中英语作业设计要遵守难度适中的原则

的锻炼。

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的关键时

1 优化初中英语作业设计要保证针对性

期,教师应该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充分发挥教育和指导的作

初中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呈现的内容和授

用,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氛围,传授更多更丰富的知识内

课进度是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标准和课程大纲进行的,因此每

容。在不知英语作业的过程中,教师要在授课时观察学生的

堂课和每一个阶段的知识内容都有明显的差异,教师在布置

反应和接受程度,设计难度适中的作业内容,要充分结合学

作业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课程教学的内容,紧密结合知

生的实际学习和理解情况。如果班级学生普遍对当天的教学

识内容,让作业真正为巩固学习效果服务。只有这样,学生才

内容感到学习难度大,不好理解,课堂反映速度较慢,回答问

能够有效利用完成作业的时间和机会,对所学内容进行检验,

题准确率较低,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就不适合选择内容过于复

找到自己的知识盲区,并及时寻求帮助,或重新学习。如果教

杂或难度过大的内容,应该选择一些比较基础的作业内容,

师不认真思考作业布置的内容,不注意结合课堂知识重点,

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消化当天的教学知识点；如果授课过程中

则会导致作业内容没有针对性,无法发挥巩固教学成果和检

学生普遍接受程度较好,教师可以在布置作业时适当做一些

验学下效果的作用,场次以往将降低教学的效率,也会让学

提高和延伸,让学生可以通过完成作业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内

生丧失学习英语和认真对待作业的兴趣。因此,初中英语教

容,提高思考问题的深度,强化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同时,

师在设计作业的时候,应该紧密结合当天的教学内容,结合

教师在设计作业布置方案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思考和反思,

课堂上所讲授的知识重点,以教学内容为中心布置作业,让

找到学生普遍对新学知识点掌握程度不好的原因,适当调整

学生及时得到锻炼,学会灵活运用所学内容解决问题。

作业布置的内容和总量,找到学生的知识盲点,帮助学生查

以初中英语当中的比较级为例,教师在完成课堂教学的

缺补漏,及时完善知识体系。举例来说,某中学教师在讲授

环节之后,可以针对这一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布置作业。在“比

“现在完成时”这一知识点时,发现学生普遍做题准确率较

较级”这一课程内容当中,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最高级

低,转换句型时大多存有困惑,对于教师的讲解也不能充分

词形变化对于初中生来说是全新的内容,教师可以布置一些

理解,在通过观察和询问之后,该教师发现班级学生的普遍

抄写、背诵、填空的作业内容,帮助学生巩固和记忆新学知

问题在于对动词词性的变化掌握不足,因此在布置作业时,

识内容。教师也可以为学生布置一些造句和汉译英等作业内

着重对这一知识内容加强训练。通过完成相关作业,该班级

容,帮助学生熟悉“more…than”句型的用法,通过不断加深

的学生很快掌握了动词词性变化的方法,做到了充分记忆,

记忆帮助学生熟悉新的知识内容,进而灵活运用。

对于“现在完成时”这一知识内容也得到了很好的掌握。

由此可见,教师要针对教材和学生实际的学习情况,精
48

我们强调,作业的布置应该体现课堂教学内容,并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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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学目标,学生通过作业能够进一步巩固知识,使得思维

完成每次作业。因此,初中英语教师在布置作业的过程当中

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作业的布置难度应该与班级

应该尽量保证作业形式的多样性,积极利用身边的资源来丰

学生的实际水平相符合。难度过大的作业内容,可能会让学

富作业的形式。

生在完成的过程中感到困难重重,思维受到阻碍,一是会占

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涌现出很多适合学生学习英

用学生过多的时间,二是有可能对教学起到反作用,让学生

语和改正作业的手机软件,这些软件能帮助学生们获得一对

失去学习该学科的兴趣；难度过小的内容。无法让学生对当

一详细的帮助,在家里就能和外国人聊天,扫一扫就能获得

堂的教学内容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无法真实检测学生的实际

细致的解释。教师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校对作业的方式,要让

学习情况和掌握水平。缺少难度相当的作业内容作为教学辅

学生合理利用手机中的一些 APP。教师布置的课后练习卷,

助和教学评价的因素,教师也无法对自己的课堂教授效果进

学生在做完之后可利用“作业帮”,“小猿搜题”等 APP,通

行客观的评价,不利于后续教学进度的调整和教学重点的设

过扫一扫不会的题目,让学生在家就能得到清晰的解题分析,

定。

并进行自我订正,节省了教师校对作业的时间。针对学生的
3 适当结合英语学科特点调整作业形式

语音方面的作业布置,教师则可让学生搜索相关微信公众号,

英语是一门语言,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一味死

如“倍速课堂”,找到点读资料,模仿跟读标准的语音语调,

记硬背,或者仅仅具备应试能力,而是要在听、说、读、写、

利用微信或者 QQ 进行英语朗读打卡,教师在周末或寒暑假

译等方面培养均衡、综合的语言运用能力。纵观当今初中学

也能检测学生们的朗读情况。如温州地区的学生要进行的英

生对英语的掌握情况和运用能力,我们发现学生普遍口语水

语听力与口语考试(人机对话),教师在平时的作业布置中可

平不佳,实际运用英语交流和沟通的能力较弱。因此,教师在

让学生通过“E 听说”进行自我检测,让学生能模拟考试环

设计作业布置方案的时候,可以适当结合英语学科的特点,

境,适应考试内容。

在作业形式和内容上有所调整,可以布置一些促进口语水平

通过利用手机软件布置作业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将课堂

提高和强化实际英语运用能力的作业内容。例如,在学习关

学习真正拓展到校园之外,拓展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利用碎

于方位的词汇之后,教师可以布置一些以“问路”为主要内

片化的时间完成英语学习和作业内容。运用手机软件儿等方

容的英语会话练习,让学生两人一组,自行编排会话内容,在

式,更加适应现代中学生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此外手机

课下时间练习并完成对话。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在下一堂课上

软件儿的界面通常具有吸引力极强的视觉效果,不同的英语

当堂展示会话,或者请家长进行监督,让学生在课下时间完

学习软件也有不同的使用规则和方式,这些手机软件的使用

成英语会话练习。又比如在课堂上小组合作讨论了“假如你

可以让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受到正向激励,以积

和朋友们在旅行,想象你们正在做什么”(学习现在进行时),

极饱满的情绪完成英语作业。教师要注意在布置学生通过手

教师根据本课内容,进行课后延伸,在作业布置上要求学生

机软件完成英语作业之后,就是要积极地参与到作业的讨论

个人根据讨论内容说至少 5 句话(符合口语考试的说话要

当中,尽职尽责的为学生讲解作业当中无法理解的难点,不

求),并汇报给老师或者同学。通过适当调整作业形式,教师

能完全依赖手机软件儿的教学,要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参与进

既充分结合了英语学科的特点,满足了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

来,与学生保持高度的互动。初中英语教师也可以巧用手机

又帮助学生巩固了学习内容,全面的提升了自己的英语水

软件的助力,总结出班级学生普遍难以掌握的知识内容,并

平。

且利用课堂时间对这些难点知识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巩固重
生硬刻板、单纯遵循课本的教学内容,也许可以让学生

点知识的学习。

取得不错的英语成绩,但并不利于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英语

在此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利用手机软件布置作业,只是

应用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和布置作业的过程当中,

初中英语作业组成当中的一部分,教师并不应该以此作为主

应该有意识地为学生营造灵活使用英语的机会和较为真实

导或完全依赖手机软件。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引

的语境。英语作业的形式要新颖灵活、不拘一格,除了传统

导学生进行学习,注意将手机软件和传统作业形式进行有机

的手写作业外,应该适当的添加运用口语练习的内容,也可

的结合,相辅相成,香菇促进你,强化教学效果。
5 优化初中英语作业设计要结合学生真实的学习生活

以通过设定一定的情景,让学生表演小品或话剧等等,通过
这种形式打造真实的英语语境,让学生根据真实的需求运用

内容

学过的英语知识。灵活多样的英语作业形式,可以让学生在

英语学科是广大初中生校园生活和学习内容的一部分,

完成作业的过程当中,充分调动多种感官,通过听觉与口语

并不能完全将其独立出来,与学生真实的学习生活内容相割

甚至视觉相结合的方式促进英语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

裂,因此,初中英语教师在布置作业的过程当中,要结合学生

学效率。

真实的校园生活,将英语作业充分的融合进来,成为学生学

4 优化初中英语作业设计要合理利用手机软件(APP)

习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学分”制度,

吸引自制力尚处在薄弱阶段的中学生,让他们以愉快的心情

根据不同年级的学习内容,结合实际教学需求布置课下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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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任务,并且为每一项任务设置相应的学分,每学期设置学

到英语学习的影响,学会以英语的思维去表达。

生必须达到的学分总数。学生可以自行挑选作业任务,灵活

6 结束语

安排时间,只要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内达到学分要求,就完成

综上所述,英语是一门实用的语言学科,需要学生在学

了这一作业任务。初中英语教师在布置这些学习内容的时候,

习中全面提高英语综合水平。而作业是有效巩固课堂教学成

要注意参考学生真实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多布置一些与校园

果检验学生学习情况的手段。初中英语教师在优化作业布置

生活结合紧密、学生能够容易完成、并且真正促进英语学习

方案的时候,要紧密结合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保证作业布

的作业内容。这一创新的作业形式可以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

置的内容具有针对性,能够真正帮助学生深化对课堂学习内

和兴趣所在,通过正向激励的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调

容的理解；同时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接受情况,适当调

动积极性,让学生确实感受到英语学习的乐趣,在相对自由

整作业内容的难度和总量,不让作业成为学生的负担；最后,

的环境中锻炼英语能力,巩固知识点。新课程改革要求大部

要充分满足英语学科的特点,以创新的思路调整作业的形式

分作业应该突出开放性和探究性,学生在解答问题时要具有

和内容,帮助学生全面提升英语水平。初中英语教师在批改

一定的思考和实践,初中英语教师在布置作业时也应该让作

这些作业内容的时候,也要采取一些突破的思路,摆脱传统

业答案具有一定的思考性和开放性。以英语写作内容为例,

理念的束缚,可以尽量采取等级评价,重视作业评判的过程

教师可以布置一些具有思辨性的题目,让学生在利用英语知

性和激励性,针对不同的问题认真记录并集中讲解,以更具

识进行写作的同时,对该问题进行一定的思考,并积极表达

有开放性的思维和手段进行作业批改,争取让每一位学生都

自己的观点。教师在批改作业的同时,不仅要关注学生英语

能够获得同等质量的辅导。

语法和词汇的使用能力,也要关注学生思考和表述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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