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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模式的不断改革,初中政治教学已经不仅仅是把课本上的理论概念照本宣科的传达
给学生,而是更注重培养学生利用理论知识与社会时事话题以及热点新闻有机结合,培养学生正确的思
想政治理念以及端正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要求学生可以对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通过现象总结归
纳事物的本质,这就要求在现阶段的初中政治教学中,充分培养学生：分析性思维、创新性思维以及实用
性思维。本文主要分析了如何利用思维导图的教学理念,通过采用文字与图像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学生的
学习效率,对相关知识点进行更加清晰明确的梳理,把握政治教学的本质。以期为推进初中政治课堂教学
的趣味性、生动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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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education mode, junior high school politics teaching has not only
conveyed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in textbooks to students, but also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to use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social current affairs topics and hot news to train
students Corre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analyze the phenomena in life and summarize the essence of things through
phenomena, which requires that students' analytical thinking,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thinking
should be fully cultivated in junior high school political teaching at this stage.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how to use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mind map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by combining text and
images, to sort out relevant knowledge points more clearly and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political teaching.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dvancing the interest and vividness of junior high school politics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 mind map; Politic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teaching design; applic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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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通过基础教学延展发散性知
识点,让学生初步认识思维导图并对其
产生兴趣以便达成教学目的。例如对初
中政治教学目的与课程的汇总,如图一
所示：
2.2指导学生自己制作思维导图
想要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思维导图的
作用,就需要学生拥有自己绘制导图的
能力。首先学生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最基
础的思维导图可以来源于生活,在教学
过程中指导学生对某一方面的核心信
图一

政治教学维度导图

息进行展开性表达。然而直接绘制课堂
教学导图对部分学生来说可能会存在
一定的困难。因此可以布置简单的课外
作业,例如对于亲属关系图的绘制,对于
旅游出行的规划设计等,既可以锻炼学
生绘制导图的能力,又可以促进课程的
趣味性。

3 思维导图在初中政治教学中
的应用
在教学过程中思维导图是对知识要
点的结构关系的可视化表达,通过中心
要素建立完整的结构关系,进行发散行
思维的联系进行系统化的知识分层,以
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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