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课不停学”
应该怎么学？

近期，部分地方陆续

开始了网上“停课不停学”

工作，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

公众关切回答记者提问。负

责人强调，目前采取的网上

学习是一项临时应急措施，

要防止以居家学习完全代替

课堂教学。

“停课不停学”不
是指单纯意义上的网
上上课

“停课不停学”不是指单纯意义上

的网上上课，也不只是学校课程的学习，而

是一种广义的学习，只要有助于学生成长进步

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可以的。要坚持国家课程

学习与疫情防控知识学习相结合，特别注重疫

情防护知识普及，加强生命教育、公共安全教

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认真学习防疫阻击战中涌

现的先进事迹，弘扬社会美德，增强学生爱党

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也可以

多读一些经典名著名篇。学习的方式应该

是多种多样的，一些地方开通网上教学，只

是“停课不停学”的方式之一，是利用信

息化手段实施教学的一种探索。

不必强行要求所有教
师进行录播 造成资源
浪费

开展“停课不停学”、做好

网上教学工作没有必要普遍

要求教师去录播课程。要

充分利用好国家、地方、

学校现有的优质网络

课程资源，确有需

要的，可由教

育部门统

筹组

织少数优秀骨干教师适当新录一些网络课程，

作为必要补充，共享优质资源。各地要针对网

上学习特点和学科特点，认真研究明确适合线

上学习的课程，防止照搬套用正常课堂教学方

式、时长和教学安排。如果强行要求所有教师

进行录播，不仅质量上难以保障，而且也会增

加教师负担，并且造成资源浪费，这种现象必

须予以制止。

不得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
“打卡”

实施“停课不停学”，各地要区别不同学段

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网上教学的特点，坚持从实

际出发、科学安排，合理选择学习资源。对上

网学习的要求，可借鉴一些地方好的做法，对

小学低年级上网学习不作统一硬性要求，由家

长和学生自愿选择，对其他学段学生作出限时

限量的具体规定，避免学生网上学习时间过

长。同时，不得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打

卡”、上传学习视频等，防止增加学生不必要的

负担。要指导学生合理安排作息时间，通过增

大休息间隔、做视力保健操、强化体育锻炼等

方式，保护视力，增强体魄，保障身心健康。严

禁幼儿园开展网上教学活动。

正式恢复教学后要认真摸
底 有针对性制订教学计划

居家学习因客观条件、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等方面的原因，学习效果会有差别。要防止以居

家学习完全代替学校课堂教学，正式开学恢复课

堂教学后，各地各校要精准分析学情，认真对学

生居家学习情况进行摸底，对学习质量进行诊断

评估，有针对性地制订教学计划。对已经居家在

网上学习过的学生，有重点地对已学内容进行讲

解和复习，加大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力度，确

保每名学生较好地掌握已学知识内容，然后再进

行新的课程教学；对小学低年级没有参加网上课

程学习的要从头开始。特别要加强对防疫阻击

战一线人员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指导和

关爱。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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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卢

丽含，女，1976

年生，本科学

历，高级教师，

中共党员，石狮市

委宣传部特聘业

余宣讲员，泉州市小

学语文骨干教师、骨干班

主任，泉州市、石狮市家庭教育讲

师，泉州市德育指导中心成员，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曾任石狮市实验小学德育处副

主任，现任石狮市少先队总辅导员，现任教

小学语文学科。曾获得石狮市优秀教师、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十佳少先

队辅导员；泉州市星星火炬奖章，福建省优

秀少先队辅导员和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等称号。多年来，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尝试

教改，以“学习期待”为主导，逐渐形成了“清

新、朴实”的教学风格，先后开设省、市、区级

公开课10余次。为使自己成为一名“研究

型”教师，在平时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能及时

发现问题并积极承担，主持省市级课题研

究，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先后有

40余篇论文、教学设计、案例、科研课题在

国家级、省级杂志发表或获得各级各类奖

项，其中10余篇论文发表于《华厦教师》《名

师在线》《课程教育研究》等CN刊物上。

从教20多年来，她潜心教学，在重视基

础教育的前提下，给学生以广阔的思维和发

展空间，获得一串串丰硕的果实。

探——教学路上乐攀登

任教第一天起，她就发誓要做一名优秀

的人民教师。她不断探索，潜心研究，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尽管工作繁忙，她仍在不

忘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改进自己的教学方

法，提高课堂40分钟的效率。在加强教学

的同时，也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具有

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较为丰富的教学经

验，特别是在作文教学方面，有自己独特的

教学风格。先后有40余篇论文、教学设计、

案例、科研课题在国家级、省级杂志发表或

获得各级各类奖项，其中10余篇论文发表

于《华厦教师》《名师在线》《课程教育研究》

等CN刊物上；多篇语文论文在参评中获一

等奖......

修——教学风格渐习成

在语文教学实践与不断探索中，用心设

计教案，努力呈现干净洗练的课堂，着眼于

孩子的发展和实质性语文学习的增强，逐渐

形成“清新、朴实”的语文教学特色，是她一

直努力的动力和方向。

为了寻求语文教学的有效途径，形成自

己的教学风格，她还积极参加各种培训活

动，先后参加了第49届海内外基础教育研

讨会、全国著名小学语文特级教师课堂教学

艺术研讨会、全国少先队辅导员（骨干）培训

班、福建省小学教育研究会、福建省少先队

骨干辅导员培训班、泉州市小学语文骨干教

师培训、泉州市骨干班主任培训、泉州市志

愿服务组织负责人培训班、石狮市名教师培

训等，为了切实提高教艺，虚心求教、她请人

听课，以求教诲；去听别人的课，以纳百川、

博采众长……在教学中，以“学习期待”为主

导，让学生在期待中学习，在期待中成长，在

期待中成人，形成“清新、朴实”的教学风格，

切实提高个人业务水平，达到语文教学效益

最大化的目的。

研——语文功底勤锤炼

一直对教学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努力

追寻着日常教学现象背后的一个个语文真

理，尝试解决语文教学中的一个个难题。随

着教学经验的不断积淀，教学理念的不断成

熟，她积极带领大家扎实做好课题研究和语

文教学研究工作，创造一个浓厚的教育科研

环境。课题研究为改进课堂教学提供了理

论支撑，课堂教学也为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

了保障。先后主持省《以“幸福课程”为抓手

提升小学生幸福感的策略研究》、市《家校联

动促进学生快乐成长》两项课题，并顺利通

过验收结题。

为了上好一节精彩的令人回味无穷的

语文课，她曾经苦思冥想，百分投入。音乐、

朗诵赋予了她丰富的情感体验，博览群书汲

取的文学营养给予了她的课堂充满了语言

的魅力。在语文教学的成长道路上，她得到

了许多教学专家的倾心指导，先后开设省、

市、区级公开课10余次，多次为骨干教师做

观摩课和专题报告，在指导青年教师成长方

面也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在省级课题研

讨会上，她执教《水果超市》；在泉州市级课

题研讨会上，她执教的五年级语文课外阅读

《〈小王子〉读书指导课》；在石狮市名师培养

对象示范课评选中，执教《中国结》；在校际

骨干教师示范课中执教《想飞的乌龟》《体育

世界》等课，均获得好评。

爱——细微深处见真情

关心学生的心思想法，感受他们的喜怒

哀乐，让班集体温暖如家，完善班级建设之

爱。她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耐心细致

的正面教育，做到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善于

发现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创造成功的机

会，使每个学生都能有所前进，都能品尝到成

功的喜悦。她所带班级曾被评为石狮市文

明班级，石狮市、泉州市“雷锋班级”，福建省

“先锋中队”。近年来，她辅导的学生在国、

省、市各级各类比赛中，共获得85个奖项。

个人简介：施

玉兰，女，1975

年3月出生，本

科学历，高级教

师，曾评为永宁镇

优秀教师和“师德先

进个人”，她撰写的多篇论

文参加市、省、全国比赛，获得一、

二、三等奖。自1994年踏上教育工作岗位

来，一直在永宁这片净土上默默耕耘着，二

十余年来，她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教

好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为己任。真爱博

学，尚行勤耕，是她二十年来孜孜不倦的追

求与执着不变的爱！

施玉兰工作上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有

求必应，得到同事的赞赏、家长的认可、学校

的肯定。主要表现如下：

不忘使命，真爱博学

施玉兰老师如只青鸟，衔着使命与责

任，用爱心、勤劳和智慧执着耕耘在三尺讲

台，放飞希望，乐此不疲。

记得她曾经接手的班里有个小男孩，来

自单亲家庭，母亲另嫁他人，父亲基本不管

他，是全校捣蛋有名的让老师头痛的学生。

每天都有同学告他的状，每天他的作业是空

白。为了不使他继续“掉队”，施玉兰老师经

常找这个同学谈心，给他鼓励和帮助，在他

生日时送他点小礼物，并每天在他日记本里

写写心语。因为感受到施老师的爱与信任，

这位从不把学习当回事的学生从此爱上了

语文课，爱上了学习，成绩一跃而上，各方面

都有很大的改观。

施玉兰老师把“练师能”当作不断提高

师德修养的一个目标去追求。她深知一个

博览群书的教师一定是受学生尊敬的教师，

一个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教师一定是学

生乐于接近的教师。就算她爱人在外地工

作，家里家外就她一人操持，但她从不因忙

碌而停下探索与学习的脚步，孜孜不倦只为

练就过硬的师能。各种教育杂志和名家书

籍，她主动阅读，广采“他山之石”；一些名家

名师的课堂视频，她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观

阅；她先后参加泉州市骨干教师培训、石狮

市名师工程培训及各种教学研修活动。她

把每一次的培训当成提升自己超越自己的

机会，积极参与，主动研究，付诸实践。

锐意进取，尚行勤耕

施玉兰老师带着“青鸟殷勤，静待花开”

的初心踏上工作岗位，她用自己的言行诠释

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与追求，锐意进

取。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的她，一直把“让学

生爱上语文，享受语文”作为她义不容辞的

责任。她一直觉得，一名教师的成长首先从

教学反思开始，善于反思才能成就精彩的课

堂。平时再忙她也坚持及时进行教学反思，

反思自己每一节课的得与失、学生的表现，

也把自己与其他教师进行比照，取长补短，

不断总结。如，教学《穷人》一课时，读到“她

头往后仰着，冰冷发青的脸上显出死的宁

静，一只苍白僵硬的手像要抓住什么似的，

从稻草铺上垂下来。”施玉兰老师神情凝重

组织学生讨论：“这一只苍白僵硬的手像要

抓住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纷纷表达

自己的想法。

这样的语文课，引导学生主动走进文

本，与人物对话，与作者对话。学生“横看成

岭侧成峰”，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浸入骨髓的

体验，并形成了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思想，语

文素养得到提高。

又比如在石狮市第五届儿童阅读研讨

活动中，她执教《“规则”主题单元整合阅读》

一课，这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课，得到了听课

者的一致好评。可谁知，当她接到任务时，

也曾苦恼，也曾不停思索：单元整合阅读，读

什么？怎么读？如何呈现学生阅读成果？

在小教室主任童老师的指导下，她逐渐找准

方向，有了明确的课堂展示框架。她开始与

学生共读一本书、两本书，围绕单元主题一

起拓展阅读相关的文章，一篇、两篇……当

学生们静静地阅读，老师发现到：有的学生

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有的学生神情变得凝

重、紧张，有的学生会睁大眼睛等待事情的

进一步发展。孩子们受到老师的感染与启

发，走进文本，根据自己的感悟，会为书中人

物的喜而喜，为他们的悲而悲，为他们的乐

而乐……孩子们的阅读理解与感悟能力在

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因为有了沉淀，有了积

累，有阅读能力，那一节公开研讨课，老师设

计的课型独具特色，孩子们又有读有悟，表

达深刻到位，真的是异常精彩。

施玉兰老师的语文课就是这样，让学生

在轻松快乐中学语文、用语文，使学生的语

文素养得到很好的发展。所教学生参加各

级的作文、演讲、书法比赛中，成绩斐然。她

还热衷教学后的反思，致力科研，以研促教，

不断探索教学规律与方法，为提高课堂教学

实效而努力。近年来，她执教市级公开课3

节，镇公开课5节，校级5次，成效显著。她

撰写的多篇论文参加市、省、全国比赛，获得

一、二、三等奖。指导多名青年教师在各级

教学比赛中获奖。她还参与学校校本教材

《乡语鳌城》和《古卫晨韵》的开发研究。

她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相信她还会

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她的热情和努力，认认

真真地完成每一项任务，踏踏实实地过好每

一天，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境界。她将一如既

往地坚持真爱博学，尚行勤耕。

真爱博学 尚行勤耕——石狮市首批“名教师”、永宁中心小学教师施玉兰

因材施教 勇于探索——石狮市首批“名教师”、实验小学教师卢丽含

3月，鸟语花香的季节。校园本该

是书声琅琅，师生齐聚一堂，共享知识

盛宴的时刻。因为疫情的影响，各级

学校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的要求，

开展丰富多样的课程内容。

深化德育课程
不同年级各显“神通”

其中，石狮灵秀镇华山小学化

疫情之“危”为德育之“机”，及时调

整德育方案，开展多样化的德育活

动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疫情

面前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向

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工作人员致

敬，树立榜样，努力从自身做起，严

格做好防护工作，提升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校德育、少先队

结合学校实际设计开展了系列主题

教育活动。

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们在家与父母

完成了亲子制作心愿卡的任务。他们

书写“为抗击疫情加油”等鼓励激励的

语言，制作成了精美的小“心愿卡”，为

防控疫情表达自己的心声！

三到六年级的小朋友上网查阅防

控疫情相关资料，完成了手抄报，向在

疫情一线工作的医务工作者、建筑工

人致敬，励志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

锋。

各年段的小朋友在爸爸妈妈的协

作下借助小心愿卡、手抄报、录制小视

频，并发到“朋友圈”“抖音”等网络媒

介APP上，争当华山小学“疫情防控小

主播”。

还有小朋友学着帮爸爸妈妈分担

家务。疫情期间，小朋友与父母相处

的时间更加多了，响应学校号召，为父

母分担家务，争当家庭小帮手。

宝贝当主播
讲述疫情小故事

“他给我们带来的故事是《写给孩

子的新型冠状病毒科普绘本》，这是一

个发生在春节（新型冠状病毒）的故

事，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当下正在发生

的事情。”这是石狮市第三实验幼儿园

的公微上出现的一段话。

疫情还未结束，学校开学也

没确定日期，石狮的孩子们都在

家里干什么呢？

记者了解到，三幼的孩

子们，就用讲故事的形式，向

大家传递抗“疫”正能量，该

校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刊发，

让更多人了解疫情。

“勤洗手，戴口罩；不扎

堆，少闲逛；好心情，才能

赢。”故事小主播蔡沂珂小朋

友，是一个在家西楚霸王在

外羞涩拧巴的可爱小姐姐。她

要给大家带来一段《儿童防护顺

口溜》：

要警惕，莫恐慌；勤洗手，戴口

罩；别乱摸，多通风；不扎堆，少闲逛；

多锻炼，重营养；不舒服，早发现；若接

触，还发热，发热门诊去就诊；对医生，

不隐瞒；放轻松，遵医嘱；你我他，齐防

护，好心情才能赢！

还有《防疫小故事》，告诉小朋友

们应该如何认识、防疫病毒，并且保持

良好心态和生活习惯，不给大人们添

乱。

教师线上线下忙
家长督促工作不简单

虽然只能隔“屏”相见，却

阻挡不了师生们齐学共研的

脚步。石狮市五星小学的数

学组老师们通过线上教研，

线上指导学生观看微课，线

下实践等方式，学生各自在

家进行着“别样”的学习，老

师与家长时刻关注学生居家

学习进度，促进多方面习惯的

养成，做到疫情防控，居家学

习，齐头并进。

疫情给孩子们的正常生活按

下了暂停键，让健康问题变得愈发引

人关注。在华山小学，在家长的监督

下，小朋友们每天坚持按时起床准点

睡

觉、坚持运动，

制定合理的作息

时间。

（高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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