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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通讯员 陈 伊

早晨6点钟，一个步履匆匆的身影

走进台州市黄岩区沙埠镇中心小学，他

要在开学前两个小时最后一次检查教

室设施的安装布置，最后一次确认防疫

消毒是否做到位。4栋教学楼，总计12

层、300多级台阶、28间教室、10余间

功能教室……太阳才刚刚升起，他却早

已汗流浃背。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

是浙江省万名好党员、台州市农村教师

突出贡献奖获得者徐子祝。

1995年，不满20周岁的徐子祝踏

上了他的从教之路，从此，在农村学校

一扎根就是25年。当年，他被分配到

沙埠镇南六坑小学任教。沿着佛岭水

库，山路绵延，徐子祝要走上两三个小

时才能到达这所由庙宇改建成的学

校。在这所只有几十名学生的小学校

里，徐子祝是5名教师中唯一的公办教

师。甫一上岗，就要挑战包班复式教

学，这让初出茅庐的他有点措手不及。

他一面向老教师请教，一面自己潜心摸

索，很快就承担起三年级和六年级两个

班的教学任务。执教的第一天，徐子祝

班级有两名学生没来报到。他翻山越

岭，多次去到他们家中，了解到他们因

家境困难负担不起学杂费、山高路远吃

饭不方便等情况，他让孩子们先来学校

上课，并对家长说：“中餐可以和我们老

师一起吃，学杂费以后再说，实在负担

不了，我来想办法。”

就这样，在徐子祝担任负责人的3

年时间里，南六坑小学没有一个因家庭

困难而失学的学生。他自己也记不清

到底为这些贫困孩子垫付了多少学杂

费，只为了一个心愿，就是“不让一个农

村孩子掉队”。在他的带动下，南六坑

小学的教学质量在沙埠镇一直名列前

茅，徐子祝也因此连续3年被评为“沙

埠镇优秀教师”。

2006 年，徐子祝任沙埠镇中心小

学的业务副校长。当时的沙埠镇中心

小学，在区级教学荣誉方面是一片“真

空”。教师素质不强，何以谈提高质

量？徐子祝从青年教师的培养入手，不

仅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他们，还积极为他们搭建发展的平

台。教师胡赟对此感触颇深：“2007

年，在我参加区教坛新秀评比的过程

中，徐校长非常上心，帮助我打磨教案、

制作课件、组织研讨、反复磨课，最终让

我如愿以偿。”在胡赟之后，越来越多的

青年教师获得市、区级教坛新秀及教学

骨干等称号，这让徐子祝看到了学校成

长的希望。

“让青瓷文化渗透到每个师生心

中”是徐子祝如今的梦想。2016 年 8

月，他被任命为沙埠镇中心小学校长。

上任伊始，徐子祝就在文化育人上下足

了功夫，依托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沙埠青瓷窑址这一地方教育资源，打造

青瓷特色新样态学校，开发了以青瓷为

特色的学生拓展性课程项目。其中“少

儿陶艺”被评为浙江省第五届义务教育

精品课程。徐子祝主持的一个课题“基

于青瓷文化的体验式育人实践研究”获

台州市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另

一个课题“青瓷文化‘陶冶成器’的实践

研究”正在积极申报浙江省教育规划课

题。目前，学校已初步形成“每个教室

有故事，每个楼道有历史”的青瓷校园

楼道文化特色，“每块草坪有文化，每块

墙面会说话”的青瓷校园墙体文化特

色，“每条大路有陶艺，每条小径有惊

喜”的青瓷校园雕塑文化特色。

□本报记者 叶青云

此前，一则关于青少年竞赛的消

息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云南省昆明

市一名六年级学生通过研究突变基因

“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

制”，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奖。

有网友质疑，这样的科研水平远远超

出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的认知范围。

事件发酵的结果是大赛组委会经过调

查后撤销了奖项，这也给青少年竞赛

中鱼龙混杂的现象敲响了警钟。

7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坚持素质

教育导向，切实维护教育公平，进一步

规范竞赛管理工作，严格管理中小学

校组织参赛行为。青少年竞赛，不再

仅仅是参赛学生关注的个人小事，也

是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共

同维护的大事。

学校正确引导尊重成长
如何遏制青少年竞赛中的乱

象？有人建议干脆取消所有竞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

示不认可，他认为：“取消了竞赛，那

些真有个性与创新能力的孩子也就

失去了展示的平台。但推进中高考

录取改革，需要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

评价，而创新能力是评价综合素质不

可缺失的方面。”

既然不能“一刀切”，学校的正面、

有效引导就变得尤为重要。不少专家

和教师提到，中小学生参与的各类竞

赛是教育的途径和方式，根本目标是

促进学生的发展和成长，因此无论是

什么级别的比赛，都要重在参与、重在

体验、重在育人。

开化县第二初级中学办公室副主

任程鹏英表示，首先，学校要培养学生

健康的竞争心态，教会学生看重和享

受竞争的过程，而不是只盯着与人争

个高低的结果。她建议学校在心理健

康课程里加入“如果你是竞争的获胜

者”或“如果你是竞争的失败者”等专

题，让学生正视参赛的初心。其次，

学校要培养学生正确的竞争意识，在

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求知

兴趣，鼓励学生多动脑、动手、动眼、

动口，使其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并尝试用自己的思路去解决问题。“不

要用现成答案和传统的教育模式来限

制学生，束缚他们的思维。教师要极

力挖掘学生出其不意的新思想、新点

子，鼓励孩子坚持探索。”她说。

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参加省

市甚至全国性竞赛的机会比较少，更

多的是希望在校内竞赛中崭露头角。

受访的教师们提出，学校在设置竞赛

时，也应充分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

“学校设置竞赛项目时不宜追求

‘高精尖’，不能将初高中的知识小学

化，也不提倡集中少数学生进行精英

化的定向培养。”省小学科学特级教

师、海宁市教师进修学校姚伟国告诉

记者，学校不妨把一些校本化的竞赛

设计成有挑战性和开放性的活动，既

可以让家长和公益机构来参与，也可

以渗透在德育活动和学生社团活动之

中。“可以适当淡化成绩，也可以让学

生以团队的名义参赛，主要关注学生

在竞赛活动中能否获得成功感受或挫

折体验。这些有意义的探究和体验，

能为他们未来的深度学习提供厚实的

感性认识。”

家长摒弃虚荣保护童心
记者随机询问了一些中小学生，

其中几个很坦白地说：“是爸爸妈妈让

我去参加比赛的。”“作品是爸爸帮我

做的。”“妈妈从网上买了一个，稍微加

工下交上去了。”为什么许多家长热衷

于“推”着孩子去参加这赛那赛，甚至

不惜动用一切资源“帮助”孩子拿奖

呢？个中缘由无非一是希望孩子能获

得升学加成，二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不要让父母的不良价值观绑架

孩子的成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

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单志艳提出，

为了让孩子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

些父母不惜让孩子成为满足虚荣心的

工具，或通过揠苗助长让孩子实现自

己未曾获得的“成功”。“真正有智慧的

父母应该让孩子明白，要想成为卓越

优秀的人，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只

有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没有捷

径可走，也不能投机取巧。”

长兴县实验小学副校长范新萍认

为，家长全力支持孩子是好事，但是如

果参与过多甚至越俎代庖，那么孩子

的作品中全是成人思维、成人元素，就

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童心童真，参赛就

没有意义了。“比赛过程中，技不如人

完全正常，通过竞争找到差距，促进学

习，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秀也保留自己

的纯真，才能真正提升素养。”

“以不正当的渠道让孩子得到与

能力不相称的荣誉，也许会失去更

多。”知名家庭教育专家陈钱林说，“在

参赛过程中，形成规则意识、开阔视

野、学会尊重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人格

教育。现在一些家长过于焦虑，在孩

子教育上争名夺利，不惜造假，这种功

利化的行为会对孩子纯洁的心灵带来

隐患，甚至损害人格，实在不明智。我

认为最好的教育，是家长坦然面对得

失，放手让孩子去体验，多鼓励、多引

导，家长不妨做个站在路边鼓掌的人，

孩子会更独立地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办公厅此

次通知中明确指出“任何竞赛奖项均

不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

据”。这意味着，竞赛奖项已经无法为

基础教育入学或升学加成；而今年，随

着“强基计划”实施，高校自主招生取

消，竞赛奖项也同样不能成为高等教

育的敲门砖，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能

让一些不理智的家长“静静心”，也能

让本来实力不够却被迫挣扎在竞赛漩

涡里的孩子“松松绑”。

“空间创想”“才艺展现”“柚娃采摘”……
常山县第一小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园活动，
帮助新生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这是该校幼
小衔接课程的内容之一。图为新生在进行手
工创作。 （本报通讯员 郑 晓 摄）

有效引导，让竞赛更纯粹更有意义

徐子祝：扎根山乡学校的“孺子牛”

□刘加良

作为起始年级的新生，每

门学科的第一节课，对他们来

说都是十分期待的。他们期

待新的教师，期待新的学科知

识，期待自己的未来。

而作为教师，也是一样

的，新的学生，新的面孔，新的

开始。如何给学生留下一个

好的印象，如何把学生引进自

己所教学科的大门，应当是每

位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或者

说是每位教师都必须精心设

计的内容。

笔者认为，第一节课，教

师可以把新课知识放一放，不

妨先“秀一秀”。

首先要“秀一秀”自己。

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这一

印象有可能铭记终身。如何

通过第一节课就让学生喜欢

上自己，确实是一种能力和考

验。作为教师，不妨把自己最

亮眼的方面在第一节课就展

示给学生。当然这亮点是因

人而异的，比如有一位数学科

任教师擅长书法，第一节课一

进教室，一句话也没说，便在

黑板上用漂亮的书法写自己

的名字，还即兴写了一句名

言，立刻把全班学生吸引住

了。信其师，方能学其道。这

样做并不是想让教师炫耀自

己，目的是展示自我、吸引学

生，让学生一开始便喜欢上自

己，并由喜欢教师而爱屋及乌

地喜欢上自己所教的学科。

同时也向学生传递一个“我能

行，相信我，我能把你们教好”

的信息。

其次要“秀一秀”自己所教的学科。“秀”

是喜欢，是热爱。试想一下，如果一名教师连

自己所教授的学科都不喜欢，他怎么去影响

学生喜欢呢？他在讲授学科知识时，又怎么

可能有激情呢？在喜欢自己学科的基础上，

教师可以向学生“秀一秀”学科的历史，比如

本学科那些伟大的科学家、泰斗，学科对人

类的贡献等。更有必要“秀一秀”学科的未

来，比如生物学科，可以说说基因的破译前

景、人类生命的未来、癌症的突破。当然，也

可以向学生“秀一秀”学好这门课程的前

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秀”，实际上

是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生涯规划教育，它不仅

仅是第一节课，还要贯穿到学科教学的始终。

最后要“秀一秀”自己的专业能力。一

是要聊聊自己对所教知识体系的把握。所

学知识内容的框架是什么、联系是什么，让

学生首先在宏观上对学习内容有一个大概

的轮廓，做到心中有数。二是要传授一下学

习本门学科的法宝。教无定法但学有轨迹，

任何一门学科在学习过程中都有一定的规

律。比如数学的错题集法，物理、化学、生物

的实验法，英语单词的词根记忆法，历史、政

治的案例解读法等。作为教师，在多年的实

践中，肯定积累了很多好的学习方法，在开

学之初，非常有必要将学习方法告知学生，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当然，说到底，教师的“秀”，实际上是

交流沟通，是激发学生学习本学科的兴趣，

是增强学生学习本学科的信心，这是任何

一个立志让自己更优秀的教师都应自觉思

考的课题。

面
对
新
生
，教
师
不
妨
先
﹃
秀
一
秀
﹄

本报讯（通讯员 胡晓伟 杜
益杰）“妈妈，我不要上幼儿园，我

就想待在家里……”最近，新生入

园焦虑成了不少家长的难题。缙

云县机关幼儿园自制了一册绘本

故事《我老师》，其作者是从该园毕

业的幼儿叮当。她用自己的画笔

向弟弟妹妹们展示了一个个生动

的幼儿园教师形象，以缓解新生的

入园焦虑情绪。

谈及该绘本的创作缘由，该园

教师丁晓珍介绍，她在不久之前接

到了家长的求助电话。这名家长

的苦恼源自家里的两个孩子，弟弟

叮咚是该园新生，哭闹着不肯上幼

儿园；而姐姐叮当刚刚毕业，却对

幼儿园万般留恋。了解事情原委

后，丁晓珍鼓励叮当以绘画的形式

表达并纾解自己对幼儿园的深厚

情感，并借此向弟弟介绍自己的幼

儿园教师，让弟弟也能像自己一样

爱上幼儿园。就这样，《我老师》应

运而生，叮当以富有童趣的笔触、

细腻柔软的文字描绘出深受小朋

友喜爱的幼儿园教师形象。故事

里的主角，时而是个大厨师，时而

是个钢琴家；时而像猫咪，时而又

像狮子；时而变身设计师，时而变

身魔法园丁……这一绘本有效安

抚了弟弟的情绪，之后渐渐地在一

些家长之间传开了。对此，该园及

时通过幼儿园微信公众号将绘本

推送给全体家长，以解新生家长的

燃眉之急。

据了解，除了自制绘本的推

送，该园还在开学前开展了新生家

访、认识幼儿园、半日亲子活动等

线下活动，同时结合线上的家长学

校、家长会，让新生家庭直观地了

解幼儿园文化与教育理念，并在情

感上建立良好的链接，为新生尽快

适应幼儿园生活打好基础。

自制绘本缓解新生入园焦虑 苏孟小学为新生送上
四重“节俭礼”

本报讯（通讯员 张淑玲 沈贞海）新学期

的家访如期而至，金华市苏孟乡中心小学的教师

们带着早早准备好的“大礼包”奔走在苏孟的十

里八乡，用“四重好礼”为一年级新生开启入学第

一课。

这“四重好礼”分别是：5张外形分别是稻、

黍、稷、麦、菽形状的五谷书签，两面印着关于这

五谷的名称、外形图片、字形演化、通俗释义、相

关诗词等内容，引导学生了解粮食、热爱粮食；

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环保布袋，取名“勤俭袋”，

袋子上印制了“一米一麦，自然馈赠；爱粮节粮，

俭以养德”，时刻提醒学生要做一个节俭的人；

一个印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字样的定制饭

盒，意在时刻提醒使用者要“吃多少，打多少，饭

毕要光盘”；一张21天光盘行动打卡单，鼓励学

生只要坚持21天光盘，就可以兑换一份植物的

种子，在校园里拥有一块种植这些种子的土

地。校长任倩说，用植物的种子作为打卡奖励，

是想构建一个循环系统，让学生在参与种植劳

动后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

视点第

建德市明镜小学分批组织220名一年级新生在校园德
文化传承馆里开启了“立德树人”第一课，让他们知晓家乡
的人文历史和道德文化。该馆建筑面积约530平方米，分
4个主题单元“人行明镜中”“清溪清我心”“新安多好风”
“共话新都胜”，用声光电的现代展陈方式立体呈现德文
化。图为教师在向学生展示草鞋。

（本报通讯员 宁文武 摄）

立德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