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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季振彪
兰盛龙）近日，龙泉市东升小学家

风家训馆落成。该馆的落成，为

当地学生“传承好家训，弘扬好家

风”提供了学习的园地。

该校的家风家训馆由百家训

展区、中国名人家风家训展示区、

龙泉名人家风家训长廊、学生作

品展区等板块组成，各个板块各

具特色。百家训展区除展出百家

训外，还有《论语》片段和“诚信礼

义忠孝廉耻”等字样。中国名人

家风家训展示区展出了孟母三

迁、诸葛亮《诫子书》、岳母刺字等

中国古代十大经典家训。龙泉名

人家风家训长廊展出的是有关当

地名人家风家训的故事。学生作

品展区则展出了学生的家风家训

作文、绘画、剪纸等作品。

校长杨春和说，学校将充分

发挥家风家训馆的作用，培养学

生“诚、孝、俭、勤、和”等传统美

德，让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学生

心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龙泉一小学建成家风家训馆

本报讯（通讯员 张 倩）你
相信机器能批改作文吗？日前，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正尝试用一套

新开发的英语阅卷系统对英语作

文实行智能批改，开启英语阅卷

新时代。

据悉，该系统能自动采用统

一的打分标准，并能为学生提供

多维度诊断报告。系统在通过扫

描上传、专家定标、智能批改、人

工复评、作文报告等程序后，对作

文考试情况进行详细分析，给出

自动评分及批改详情报告，并展

示在教师和学生的个人端口上。

该系统还依托强大的题库资源与

海量教育考试数据，使教学、测评

环节更加紧密、效率更高，从而为

精准教学提供数据支撑。

丽水二中英语作文实现智能批改

本报讯（通讯员 盛 伟）日前，衢

州高级中学“生命教育”大教室里，40多

名高一学生正在进行包扎、心肺复苏等

应急救援的模拟考试。1个小时后，经

过在场的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审核，

40多名考生全部通过考核，并顺利拿到

救护员证。

该校校长周晓天说：“学校历来重

视生命教育，加之学生运动意外受伤也

经常出现。我们决定把急救知识纳入

期末考试中。”据了解，从去年9月1日

起，衢州高级中学新入学的800多名高

一新生全部接受了正规的急救培训。

学生参加18个课时的培训后，才能参加

考试，考试过关后拿到救护员证。这意

味着他们有能力对身边发生的突发病

人实施临时急救。以后学校将对每届

高一新生都进行培训和急救考试。

据悉，目前学校有6名教师获得省

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资证书。他们除

讲授应急模拟抢救实战外，还为学生讲

解心理健康以及急救理论知识。

□本报通讯员 沈爱君

寒假即将到来，这两天，嘉兴市教育

局的禾馨教育心理咨询中心的工作人

员，正在抓紧策划设计心理体验活动，为

该市中学生的人际交往成长助力。

一到假期，大多数中学生就成了低

头族，不善于与人沟通交往，咨询中心负

责教师沈小平说：“我们从2015年开始

在原来开通的热线电话咨询辅导和预约

面询基础上，尝试建立人际成长小组对

中学生进行心理辅导。通过寓教于乐的

心理游戏，提高中学生的人际交往和社

会生活能力。”至今，咨询中心已举办了4

期活动，共有市本级17所中学参加。

现在，禾馨咨询中心共有16名教

师，他们来自全市各地的学校。指导教

师们采用主题式小组成长系列活动为

主、重点个案辅导跟进、团体内外大型

人际融合活动提升三结合的形式，即“6

个主题游戏+1个大型人际融合活动+N

个面向学生和家长的个案辅导”，帮助

学生成为阳光快乐的自己。

“我的情绪我做主”“沟通交往”“快

乐朋友圈”……咨询中心教师们精心设

计的6个主题游戏，深受学生们的青睐。

他们在游戏中通过情景体验，理解、掌握

人际沟通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技巧。

在沟通交往的主题游戏中，教师通

过“撕纸游戏”，让学生明白，人际沟通

是双向的，只有不断地沟通和商量，才

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愉快交往。游戏

中，学生被分成了两组，都拿出了长方

形的纸张。第一组的学生面对面坐在

一起，商量如何把纸撕成一个漂亮的形

状；另一组的学生则背对背，没有商量，

独立完成。最后，第一组学生的作品形

状很接近，而另一组学生撕出来的纸张

形状差别很大。

快乐朋友圈主题游戏中的“超强建

筑师”游戏，也深受学生的欢迎。学生

蒙上了眼睛，教师分配给他们每人3段

绳子，让他们先分别把这3根绳子绕成

圆、三角形和正方形。随后一声令下，

让学生把这3个图形组合成房子。在这

场活动中，有些学生负责规划思路，有

些学生负责动手。这个游戏是为了告

诉孩子，每个人都能在集体中找到自己

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价值。如果自己分

配到不是想要的角色，可以和同伴之间

商量互换，这样才能让整个团队发挥到

最佳状态。

□王 梁

教学是学校办学的“生

命线”。当下，课改、教改、

评价改革的热潮一浪高过一

浪，然而在笔者看来，如果

教师自身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课堂、改革教学，我们所期

待的理想的教育形态就不会

出现，以提供高品质选择性

教育为旨归的课改、评改也

难以取得预期成效。

班级授课制依然是目前

学校基本的教学组织方式，

统一规整、有序高效或许是

它与生俱来的优势同时也是

劣势，我们必须意识到教学

工作是一项带有鲜明教师个

人化色彩的创造性活动，这

一点在当前致力于实现学生

个性差异发展的教育改革中

更具有先发和伴生意义。

实际上，即便在现有的

教学组织形式内，教师也能

通过自己的个性化创造消解

传统教学“去个性化”的弊

端，而使课堂教学在当下的

框架内也能增加深度和高

度，生发出更高水平的丰富

性 、多 样 性 和 有 效 性 。 而

且，我们还必须意识到的另

一点是，课堂是教师成长的

熔炉，如果教师的课堂按部

就班，他的教学墨守成规，

那么意味着他的专业发展实

际上是停滞的、苍白的、虚

弱的。教师的专业发展以至

生命成长也需要在持续的课

堂锤炼、教学革新中得以不

断超越和完善。

从这些意义来说，教师

需要自觉构建自己的教学体

系 ，形 成 个 性 化 的 教 学 风

格。而拥有自己的教学主张

是其中关键的一步，这主张

就好比信仰，是教师的教学价值观，属于

他的教学宗教，它会生成信念、力量、敬畏

以及坚持，它会推动教师去不断寻求与个

人主张相匹配的内容、方法、资源等，这种

努力会逐渐沉淀出一个教师及其课堂教

学的深度与个性，而这正是教师的核心发

展力之所在。

所谓教学主张，简单来说就是教师在

个人多年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对于教

学（课堂）“是什么”“为了什么”及“如何

开展”等教学基本问题的心得体会与独到

见解。教学主张可以看作是教师个人对

教学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它在相当程度

上深刻影响着教师的日常工作和专业发

展，是优秀教师成长、成功的基本动力与

重要条件。有学者将教学主张誉为打开

专业成长的“天眼”，视之为迄今为止找到

的培养卓越教师的一把金钥匙。另有学

者认为教师要从优秀走向卓越，追求并形

成教学主张是实现突破和超越的一项关

键因素。

笔者曾在所在学校组织开展过“我的

教学（教育）主张”主题校本研修活动。通

过阅读书籍、专题培训、教学观摩和研讨、

主题征文评比及汇编、典型成果展示交流

等丰富多样形式，唤醒教师的“主张”意

识，促进教师深入思考课堂教学，帮助教

师梳理明晰、总结提炼并展示交流各自的

教学主张。这项活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我校课堂教学改革创新和教师专业成长，

开拓了课堂教学的丰富内涵，提升了教学

工作的效率、效益和效能。

教
师
应
致
力
形
成
自
己
的
教
学
主
张

1月18日，长兴县第四小学开展迎新年彩绘
灯笼画创作活动。学生们用手中的画笔，把对新
年的期盼和祝福彩绘在灯笼上。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彩绘灯笼送祝福

日前，江山市碗窑小学邀请当地抗战老兵周朝
元走进学校，为学生讲述当年的抗日故事。

（本报通讯员 陈小莉 摄）

实话 实说.

教师设计游戏“拯救”假期学生“低头族”

这
里
的
高
一
新
生
有
救
护
员
证

□本报记者 邵焕荣

临近期末，安吉县南北庄中学

负责德育工作的教师卢露宇正在

准备一场特殊的期末表彰会。之

所以特殊，因为表彰会请来的颁奖

嘉宾不是别人，正是平时综合表现

良好的学生的家长。而全校的家

长也都将被邀请到学校，一起参与

颁奖典礼。

南北庄中学是一所特殊的学校，

孩子全都来自外省的“外来娃”，其中

又以云、贵、川、皖四省最为集中。校

长鲍锋告诉记者，“外来娃”的家庭教

育普遍缺失，通过给自己的孩子颁奖

这样一种形式，一方面是为了把平时

难得有时间到学校来的家长请进来

共同参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另一方

面也希望那些优秀孩子的家长来个

现身说法，给别的家长带来启发。鲍

锋说：“我们也希望家长们看到，南北

庄中学不但要教会孩子们读好书，而

且要教会他们做好人，这是我们办温

暖的教育的初衷。”

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入校就进

入另一个温暖的家的氛围，学校非

常注重班组文化的建设，学生从初

一开始就会被分进某个固定的小

组，不仅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班徽、班

训和班歌，每个小组也都有自己的

组徽、组训和小组目标。“从最初的

背班训、组训，唱班歌到实行课堂小

组合作学习，课外开展团队活动……

3年的时间，这些显性的文化将会全

部内化到学生的心里，学生们有了

目标和信念，学习也就有了动力。”

鲍锋说。

谈到班级，学生杨帅和记者说起

了初二的一次运动会。当时，杨帅

正在跑1500米，到了最后一圈，实在

坚持不下去了。“这时，我看到全班

同学都在喊着加油，并下场陪着我

一起跑，在大家的鼓励下，我终于跑

完了全程。”杨帅说，“这就是集体给

我的力量，在这样的班级中学习成

长，是一种幸福。”

学校教学楼的背后，有一堵围墙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云南的郑和、

贵州的尹珍、安徽的詹天佑……“荣

誉墙”上画的不是安吉的文化名人，

他们都来自孩子们的故乡。鲍锋告

诉记者，南北庄的孩子们以后大部

分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但由于年

纪很小就随父母来到了安吉，他们

对家乡的印象都是模糊的，“建立

‘荣誉墙’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

的‘根’在哪，同时激励他们奋发向

上，在学成之后回去建设自己的家

乡”。为此，学校还编写了地理篇、

风俗篇、人文篇等3册校本教材，开

设了“民俗风情之家乡美”校本课

程，同时不定期的举办“家乡美”摄

影比赛等活动，“将‘家乡文化’全方

位地传递给南北庄的孩子”。

“教育离不开家庭，对于南北庄

的孩子，补上家庭教育这门课尤其重

要。”鲍锋告诉记者，为了做好家校合

作，学校每学期都会组织教师开展实

地家访活动，“南北庄的家长都是外

来务工人员，平时早出晚归，很难凑

到他们在家的时间，于是我们有的教

师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和这些家长们

约好，直接到他们打工的地方，与他

们交流沟通孩子的情况”。

“虽然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家

长们也希望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

育。”几天的实地家访下来，初一（1）

班班主任周伟伟对此深有体会。小

文（化名）是周伟伟这次家访的重点

对象，“她一直有个‘小毛病’，平时

的课堂作业字迹端正，可一到家庭

作业，字就变得‘不像样’了”。这次

家访，周伟伟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隐

情”。原来，小文的家租住在一个不

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家中没有专

门供小文读书写字的桌椅，小文的

作业质量也就不容乐观了。“为了能

和我好好聊聊，小文的父母都放下

工作，特意请假回家。”周伟伟说。

“学校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让这些

外来务工者看到希望——通过教育

让子女有更好的明天，也让孩子们

对未来有了一份期盼。”鲍锋说。初

一（3）班的白琦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3年后她要考上安吉最好的高中；初

二（2）班的王静怡也计划着未来在

浙江完成高中学习并考上一所好的

大学；而杨帅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提

前招考而努力，他的目标是安吉县

高级中学……

安吉南北庄中学：给“外来娃”更多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