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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化教育改革 让孩子自然成长
石狮华侨中学

2016年 11月 13日-26日，我
有幸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八位老师
一起参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组
织试验区骨干教师赴各基地校学
习。短暂的十多天的学习，给了
我终生难忘的记忆，更给了我受
益匪浅的财富。
一、备课组集体备课面对面
在跟岗学习的两周里，我们
参加了语文、物理、思品、化学、
数学备课组集体备课，每一个学
科组组长和老师就班级情况和
上课内容精心准备，在参与他
们的集体备课中，有很多话是
值得我们去倾听的：（1）学生基
础差，不能图讲完了事了，要慢
下来，耐心点。（2）真正的好老
师不是讲得很多，而是多倾听
学生的发言，这样老师过得轻
松 ，我 们 就 让 学 生 折 腾 去 吧 。
（3）只有让学生多表现，我们才
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研究学
生，才能想方设法地让学生自
主学习。（4）我们老师自己也不
咋地，要多学习、多研究。这些
话看似朴实却很有深度，让我记
忆犹新。
二、抓教学质量提升硬对硬
在跟岗学习的两周里，我们
还分别参加了学校 2014级、2015
级期中中考质量分析会，班主任
工作布置会，毕业班领导小组会
议。在会上，各班主任就开学以
来班级情况的优势、存在的问
题、方向和措施进行了剖析和全
面发言；随后各备课组就卷面知
识点掌握情况进行了分析，把握
学生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
建议和措施。如 2017级物理组
提到：初三整个年级物理可以，
比较稳定，与下达指标基本符
合。但问题是优分不多，高分不
高，且优生前50名与总成绩50名
优错位现象，还提到学生综合能
力较差，用到初二的知识点就忘
了没有办法运用。相应提出措施
是本学期在进行初三知识时要渗
透初二考点，提升学生综合能
力；加强多错位学生的课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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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精品班在课堂上
多探究有难度和代
表性的中考题。
普通班发难题卷
不讲难题卷，注
重基础。在会
中 ，还 如 实 通
报了 11周学情
调查情况，各领
导、老师讲真话、
实话，从学生需要
出发，真正的解决问
题，提升教学质量。这
种不怕老师们出汗和红脸
的会风让我欣赏和佩服。
三、抓课堂课程实对实
在跟岗期间，我先后进了政
治、英语、语文、数学、物理、地
理等多学科课堂，领略了他们
幽默风趣的教育风格，自由民
主的课堂氛围，先进、现代的教
学理念和模式，他们强调：在课
堂上要有目标定位，要有引领，
要有核心解决的问题；在上课
过 程 中 ，要 随 机 而 动 ，随 性 而
发，要引发学生全面思考、全面
参与，让学生的手举起来，脸红
起来，嘴巴说起来，思维活跃起
来，在课堂中生成问题解决问
题；同时，在课堂中，为了学生
的发展，要给学生多一点点关
注、多一点点温暖。老师们要懂
得无为而为，雪中送炭。在花地
中学的课堂上，听不到老师对学
生的训斥，听到的是表扬和鼓
励，他们常常说“我表扬***”，即
使批评也讲究语言的艺术，不伤
害学生的自尊心。比如：有个学
生没有交作业，老师会很温和地
说，你这次没有交作业我很惊
讶，但我推测一定有原因，请拿
好作业本下课来找我。这样，老
师的情绪很稳定又给足了学生
自尊，效果很好。
我们还观摩学校多堂校本课
程课及参加了校本研修课程交流
会。花地中学共开设了 31门校
本课程，典型的有《快乐烘焙》
《无线电测向》《花地寻踪》《刀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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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艺术》等，主要是
让老师们带着孩子
“玩”，让孩子们在
“玩中学”。在
这些丰富多彩
的 课 程 中 ，我
看到了老师们
除有丰富的学
科教学艺术外，
还有宽广的生
活常识和渊博的
社会知识，有较强
的校本课程建设能力，
有极大地为“孩子自然生
长”的贡献能力。
四、德育工作真又真
在花地中学跟岗的两周，我
们共聆听了三次德育、体育、学
生活动工作交流会，观看了“健
康教育进校园《使用电子产品的
利与弊》”的活动，观看了“2016
级建队和 2015级退队仪式”活
动，每天的大课间锻炼活动。与
德育主任梁怀新进行了深度交
流。正如校长和主任介绍的那
样，花地中学不能“重智育，轻德
育”，“ 让学生自然成长”是花地
中学德育教育的首要目标，他们
从地面打造景观文化陶冶人，从
墙面打造理念影响人，从桌面打
造制度文化引领人。如每周一升
旗仪式上，他们都会有一位学生
和老师分享身边的小故事，让真
实而鲜活的故事启迪人、影响
人、感动人，从而改变人。这样
的真实和接地气值得研究和推
广。
两周的跟岗研修学习，开阔
了我的眼界，增多了一些方法，
打开了一些思路。无论是聆听、
观摩上课、互动交流，还是实践
锻炼，每一次参与都带给我思想
上的洗礼，心灵的震撼，理念的
革新。教育教学千头万绪，我将
学习采他山之石，纳百家之长。
在教学上，争取做到在教中学，
在教中研；在处室管理上，健全
制度、打造处室亮点，为学校发
展做最大贡献。

此次学习是由教
科院组织为期两周
的挂职培训，我
学习的地点是
天津市第二南
开中学。短短
的几日有幸赶
上全国地理片
段教学比赛和
“和平杯”和平
区的教学年展示
活动，每天奔波于
各个名校之间，他山之
石，可以借鉴，现把他们的
一些好的做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未来学部，引领教育前沿
二南开于2016年8月决定先
试先行成立了一个“未来学部”。
在 2015级高一年级新生当中以
学生自愿报名的原则挑选出 59
人，全部是理科生，一切按照新高
考的要求实行选课分层走班制，
主要有以下特色：
（一）科室设置：每个学科都
有相应的教室，每个教室有两名
相应学科老师坐班，每个教室的
布置都体现了学科特色。
（二）未来学部的教室实验室
占了一层楼，老师有 16名，是因
为他们的课堂模式是“分层分类
走班”模式。分层分类就是将学
科知识分成几个层次，我了解到
理科都是分层，语文和英语是分
类，像数学是分成 1、2、3三个层
次，其中1层是最好的，然后两个
数学老师就一个负责第1层和第
3层，另一个负责第2层，理化生
分成两层，语文英语分两类，每个
学科都是两个老师上课。走班指
的就是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能
力、学习态度、学习成绩指导学生
选合适层次的课，学生按自己选
的课到相应的教室上课。
（三）未来学部没有正常的行
政班，而是启用“导师制”，每位任
课教师都化身“辅导员”，由学生
自主选择他们的导师，导师关注
他们的学习状态，了解他们的身
心健康、思想动态，像这样每位学

生都能得到关注，进而
得到帮助。
（四）学 校 给
未来学部配备了
高端实验室。
二、功能学堂，推
动教师专业成
长
除了未来学
部，二南开的校
本培训也是一大
特色，每周一下午第
四节为功能学堂，开展
得如火如荼。校本培训内
容偏重特长和技术性的，基本都
是由学校老师主讲。
（一）关于青年教师专业成长，
青年教师先上报自己的特长，开学
初根据主题进行分类，由全校老师
投票，选择一个跟教学有关的技能
让有特长的年轻教师开展，然后学
校再分配给有相应特长的老师进
行讲授。课程有：excel讲座、问卷
星应用讲座、ppt制作讲座等，给他
们提供展示的舞台，把他们的优势
发挥出来，可以极大地促进年轻教
师的成长。由此也可以推动一些
年长的教师，他们本身职业倦怠，
拒绝成长，被动让他们学习一些新
技能，可以提高教学有效性。
（二）对于骨干教师，学校搭
建平台，开设新思维讲坛，让他们
开设讲座介绍教学经验。以老带
新，最有特色的是“一课双师”，指
导老师让年轻教师直接参与教学
的环节，讲评不到位的地方，指导
老师直接加以补充，学生学习中
没有很好实现课堂生成的，直接
加以引导。真正实行手把手教，
而不是停留在纸上谈兵。在不牺
牲一代学生的基础上，很快就可
以培养出一批中坚力量。
（三）第三是邀请特级教师、
名优教师上展示课。为发挥特
级、名优教师的积极性，激发老教
师的热情，学校派专人去请老教
师上展示课，根据专业特长开展
讲座，要求所有老师“抢票”听课。
三、学科组的建设和成长

二孩时代 怎么让大宝接受新成员？
本报讯 自从放开二孩政策，很多
家庭开始考虑要第二个宝宝，但是如
何让大宝从心理上接受二宝的到来，
不至于对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
这是家长需要花点心思迈过去的
“坎”。

家中仅有一孩独得“专宠”成习惯

小豪今年两岁多，从出生到现在，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直都围着他转，家
里分工明确，对小豪的照顾更是无微不
至，对他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一方面
让他受到最好的照顾，另一方面也形成
了他“自私”缺乏分享的习惯，从一些表
现来看：玩具从来不愿意分享给自己同
龄或者更小年纪的孩子，妈妈或者奶奶
只要对其他的孩子表现出关心和爱，小
豪就会“吃醋”，甚至对同伴表现出敌
意。
还有一位朋友，女儿妍妍今年三
岁了，朋友想再生二胎，平日会征询妍
妍的意见：是否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
妍妍一开口就是“不要”，仿佛完全不
能接受。朋友近来花了不少心思，告

知妍妍，如果有了弟弟妹妹，她能享受
到什么好处，或是可以带来哪些乐趣，
甚至有时会把朋友家更小的孩子带回
家，让妍妍感受到有弟弟妹妹的感
觉。慢慢地，妍妍开始意识到：有一个
弟弟妹妹不会让她损失什么，慢慢接
受爸爸妈妈的提议。
类似的情况不少，家中仅有一个孩
子的家庭，很多都是围着孩子转，给予的
爱是满满的，孩子出于自身“安全”考虑，
很难在一时之间适应另一个新生命来分
享家人的爱。但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中
更懂事，只要慢慢沟通，用对方法，他就
能理解爸爸妈妈的苦心，欣然接受新生
命的到来。

都给弟弟吃了。“切记父母不要跟孩子
开这种玩笑，外人说的时候也要制止！”
“可以提前让大宝感受到有弟弟妹妹的
快乐。”比如带其他孩子到家里来玩，引
导他们互动玩游戏。
孕中期让孩子有参与感，积极参与
到和二宝互动中。比如，买一些维生素
或叶酸，每天让大宝喂准妈妈吃，并且
感谢宝贝喂妈妈吃维生素，可以让妈妈
顺利地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你能照顾
妈妈，让妈妈觉得好幸福”。
知道怀孕后，告诉孩子妈妈的肚
子里有宝宝了，肚子会越来越大，可以
拿B超单子给大宝看。告诉他弟弟或
者妹妹正在妈妈肚子里慢慢长大。提
妈妈过段时间可能有时
孕前孕中准备充分做好孩 前告知孩子，
候会非常难受，
有恶心、头晕等症状，
子心理建设
当妈妈难受的时候需要躺床上休息
妍妍妈妈告诉我，为了让妍妍接受 等。
小宝，她在孕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 提醒：生二孩应结合家庭条件
如，禁止家里人有事没事就拿这个逗孩
子，比如，妈妈给你生个弟弟好不好呀，
生二孩，对于一个家庭和子女来
然后孩子说好呀，家人就说你傻呀，生 说，有很多的好处。让孩子不容易
了弟弟你妈妈就不喜欢你了，好吃的就 养成独生子女通病，能更好地培

三幼益智运动节闭幕式
爷爷奶奶齐上阵
本报讯 2017年 12月 29
日，石狮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
办第四届益智运动节闭幕式
暨“十二生肖”幼儿韵律操比
赛，家长与孩子们一同参与其
中，宝源社区关工委、宝源社
区老人会相关负责人也到场
助阵，与小朋友们共同感受运
动魅力，辞旧迎新。
在一场特别的“火炬”传
递中，闭幕式拉开了帷幕。
看，“ 小老鼠”们活灵活现，而
“小羊”们温柔可爱——“十二
生肖”韵律操比赛掀起了活动
的高潮，各班以十二生肖为主
题，进行亲子韵律操大比拼。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活动中，

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其中，与小
朋友们共同演绎精彩节目，诠
释运动的魅力。爷爷的武术
操《功夫中国》铿锵有力，小朋
友们的舞狮表演有模有样，最
后，奶奶们带来的广场舞《梦
里水乡》，为本次闭幕式画上
圆满句号。
据了解，市第三实验幼儿
园的第四届“冬之火”运动节
中，各班以益智、运动为主题，
开展了丰富多样的亲子活动，
以此培养小朋友的探索精神
和创造能力，激活运动细胞，
同时也让家长感受校园文化，
体验亲子互动的乐趣。
（记者 胡丹扬 通讯员 尤黎静）

养家庭子女健全的性格，避免娇生惯
养的习性；培养责任心，接受更多挑
战，分担父母养老问题，减轻压力，家
庭变故或有事情，能多个兄弟姐妹分
担；互相照应，应对社会各种挑战。
专家表示，生二孩是一场经济、精
力与时间相结合的挑战，要想清楚究
竟为什么生二孩，双方意愿是否强
烈。如果只因传统思想想生男孩
而去生二孩，即使二孩真的是
男孩，在抚养过程中厚此薄
彼，不仅严重影响孩子
成长，也容易引起夫
妻 矛 盾 ，不 如 不
生。
（记 者
高荣芳）

温明星

这次学习我们参加了很多学
校的展示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是他们都非常重视学科组的建
设，如跨年级、跨学科进行集体备
课，有效地进行资源的整合。
（一）学科团队的成长不仅体
现在集体备课上，还包括观课和
评课。观课就是我们说的听课，
他们的听课表叫《课堂观察综合
记录表》，包括时刻、教学内容（屏
幕内容、板书内容）、教师语言（提
问、讲解、反馈等）、师生互动、教
与学的策略（教与学的活动特
征）、关键事件六项内容，与我们
的听课记录表相比，这种设计显
然科学得多，要求听课教师不仅
记录上课内容，还要关注到上课
教师的各方面表现以及学生的反
应，这些记录对评课有相当重要
的意义，可以看出教师对整节课
的时间安排是否科学、语言是否
恰当、师生互动频率怎样、教学策
略是否最佳、处理课堂突发事件
是否成功等，汇总上面的记录后
再进一步对上课教师组织课堂的
过程进行评价。我觉得这种观课
评课措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搞课题研究也是学科
组成长的一种体现方式，有的学
校把课题研究叫做项目工作
制。就是把一般的工作项目化，
首先由教师自发组成项目小组，
然后确定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要
准、要清、要具有研究价值，比
如我们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和难题，甚至上一节公开课都
可以作为一个项目来研究，研究
过程要有真实的工作，最后得出
结论，一般都是以论文的形式来
呈现，这样既可以帮助教师解决
工作中的难题，论文还可以拿去
发表。
（三）集体备课除了一周一次
集中备外，还可以在网上备，比如
微信、QQ等，随时可以备，想备就
备，在哪里备都行。
对于即将到来的新高考改
革，我建议我们石狮也要先试先
行，趁早积累一些经验和数据。

从你跟孩子的关系
看他未来 20 年的命运

最近在读
作家王朔的《致
女儿书》，他说是当
遗书写的，要是有个
万一可以给女儿一个交
代，用来告诉女儿爸爸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我读到这样一段内容
时，心中陡然一凛：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
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
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
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
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
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
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
他们就心里难过。”
我忍不住地想，如果有一天自己
的孩子写出这样一段话，或对这样的
句子产生共鸣，我心里该会有多后悔，
多心酸，多凄凉。
而一个人，要对父母有多大的怨
念，才会在遗书中，对自己的女儿毫无
保留地表露自己内心深处的困扰、伤
痕和痛苦。
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只好
把孩子寄养在别处；担心孩子学坏，
所以严格限制孩子课余的生活；关
心孩子，但习惯负面表达方式，更
多地用贬低和不满的语气说话；
希望孩子永远正确，便把自己
觉得好的都塞给孩子，用各种
方式迫使他接受……
可就是这一项项的不
经意的小裂痕，却在日
积月累中，让父母与孩
子之间的心越离越
远，最终让本应
是十分亲密的
亲子关系，
变得尴
尬

而疏离。
他作决定，不会愿意听从父母
的意见；遇到困难，不会愿意向父母
寻求帮助；发生争执，不会给予父母
更多的信任和沟通机会。
他们会千万次地想，为什么别
人家的父母都在陪孩子，而我的父
母却不在身边；为什么别的家庭都
充满欢声笑语，而我却永远无法做
到让父母满意？为什么我的爸爸妈
妈满口都是为了我好，却如此面目
狰狞地逼迫我去做我无法理解的事
情？
这样的孩子在世人眼里会显得
更叛逆、更孤僻，容易沉迷于游戏无
法自拔，或是除了要钱，根本懒得与
父母说一句话，或者是抗挫折能力
极低，遇到难事极易消沉，甚至会做
傻事。
孩子们在困惑中挣扎着长大，
最终可能会失去对父母的期待和信
任。他们看似不在意父母的感受，
也不在意自己的人生，内心却脆弱
而狼狈，他们放弃了跟父母的沟通，
也放弃了向父母索取关爱。原本跟
父母之间天然的情感连接，逐渐变
得微弱，而多余。
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父母来
说，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如果一个
好的老师可以给孩子信任、耐心、鼓
励、陪伴，跟孩子建立起强大的情感
连接，最终让孩子成为更好的人。
我们做父母的，有什么理由不能做
得更好呢？
当我们放下了自己的偏见，真
正地去倾听孩子；放下自己的挑剔，
真正地去赞美孩子；放下了自己的
固执，真正地去接纳孩子，我们就能
与孩子建立起稳固的连接。孩子的
内心，就有了归属感、价值感和幸福
感。
也只有真正跟孩子建立起稳固
地连接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
教育是成功的，我们作为孩子的父
母，是成功的。
（天津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