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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陈 琼

近年来，学校在培养一批能

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好

教师过程中，确立了各种教师管

理策略和运行机制。事实上，让

教师在学校工作中有安全感、归

属感、幸福感、价值感才是终极

追求。学校在“规范”与“人文”

间，充分发掘各种有温度的教育

资源，运用各种要素的教育发展

力量，对教师进行艺术的管理，

尤为重要。

细节一，沟通渠道：对话倾

听，双向育心。每一位教师都

有个性特点，因教育聚在一起，

形成工作共同体、成长共同体，

因此，教师关系、教师情绪直接

影响着学校教育品质。而教师

间 的 误 会 都 是 因 沟 通 不 畅 所

致，在学校教师管理过程中，为

减少 、消除 不 必 要 的 误 会 ，要

给 教 师 一 个 畅 通 、安 全 、舒 适

的 沟 通 渠 道 。 如 教 师 们 发 现

学校治理过程中的问题，可以

当 面 与 校 长 或 主 管 部 门 沟 通

交流，也可以将自己的所见、所

思 、所 研 形 成 文 字 发 给 校 长 。

在这种双向有温度的沟通中，

教师做了学校管理的有心人，

校长尊重其同为学校建设者、

管理者的身份；教师学会跟校

长换位思考，了解其教育智慧，

提升格局。

细节二，专业发展：项目推

进，协同成长。教师的专业发展

是其成长的根本，是一所学校师资队伍的品质

保障，但因个体差异，教师所呈现的成长态势不

一样。学校要持续激发教师的内生力、内驱力，

利用项目制推动教师专业成长，让不同性格、特

点的教师都能主动找到自我成长发展的“C”

位。比如，可以就“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到体验课

程”项目进行“招标”，“中标”教师迅速组建起相

应的环境创意设计组、体验课程开发建设组、校

园志愿服务讲解组、一年级教师培训组、活动外

宣组等，完全打破学校固有的传统管理模式。

基于教师自身专业和特长建立的项目组，互相

协同完成这一项目。项目扁平化管理充分尊重

教师，放权给教师，给教师创造了空间，搭建了

平台，既增进了教师间的情感，又彰显了教师的

个性专长。

细节三，教师社团：课程开发，怡情养性。

学校要开发设计教师社团课程来丰富他们的

生活，怡情养性。可以根据教师的个性特长，

也可以整合社会资源开发设计社团课程，为有

才能和特长的教师注入活力，在专业以外找到

自己的爱好，开发潜能、拓宽视野、提高审美，

使其成为一个品位高尚、精神丰富、生活多彩

的人。

细节四，创意团建：热情工作，热爱生活。

团建是教师管理中的传统方式，可以彰显个性，

增强情感，凝聚人心。如何将传统团建转向创

意团建？需要校长或主管、主任引领团队进行

设计。比如，某校倡导“工作与生活联欢”的团

建理念，三八妇女节开展教师厨艺大赛，以年级

组为单位制定菜单，团队在食堂人员协作下完

成任务，每个人都参与不同环节，发挥所长为团

队助力，最后评出优胜者，颁发个性奖章。教师

在此过程中，其乐融融，有这样愉悦的身心状

态，课堂、人际交往就会充满温度，而校园生活

自然也充满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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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殷 可

乍暖还寒的季节，春风吹进了缙

云县新建小学，孩子们扛着锄头在田

间种下土豆，弯着腰拔干净了杂草，还

辛勤照料着五彩斑斓的多肉、碧绿葱

郁的兰草、各种各样的茶树……

新建镇地处缙云西边的小盆地，

是该县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区域。在

新建小学，双亲外出打工的学生占比

48%，单亲外出打工的学生占比

76%，这些学生缺乏父母陪伴，多在

祖辈的溺爱中长大，生活自理能力较

弱。加上社会快速发展，“电子一代”

缺乏生活锻炼，都不识瓜果蔬菜。考

虑到复杂的生源结构和新时代的学

生现状，2018年始，该校立足“耕读”，

探索出一系列多元的、具有地方特色

的新时代劳动教育课程和活动。

耕耘“半亩田园”
“一开始种小麦的时候，什么都

不会。但现在，什么时节种麦子，播

种要如何间隔，都已经很熟悉了。”

六年级学生沈恩廷是新建小学第一

批“小农夫”。3年前，该校开启了

“半亩田园”课程，不仅在校园开辟

田地，而且还请来校外辅导员，让学

生走出课堂，走进田间。最初是四

年级学生尝试耕种，后来学校特地

从村里租了 4亩地，让每个班都能

感受耕种的乐趣。如今，学校还开

辟了多肉馆、百草园、兰花园、茶叶

基地等实践场所。

副校长林顺说，学校每周都会给

学生留出劳动时间，让他们自己动

手，翻土、除草、播种。3年里，学生种

下了花生、毛豆、番薯，收割了麦子、

水稻，还捉过泥鳅和麻鸭。“其实就是

玩。这些劳动不追求产量，重在让学

生体验和实践。”在林顺看来，这是寓

教于乐的自然课堂，学生们认识了农

具、农作物，体验了劳动的艰辛，在合

作中懂得了团结友善。正如孩子们

所说：“自己弯腰挖坑撒种子，于是就

明白了农民伯伯的不容易，‘粒粒皆

辛苦’。”

劳作带来的正能量还反映在日

常学习中。科学教师带学生观察油

菜花，数学教师教学生丈量土地、预

估产量，语文教师给学生们讲诗词和

节气。“学生还用小文章记录劳动体

验，动作描写非常详细，让人惊叹。”

林顺说。

目前，该校开发了“与小麦一起

成长”课程，意在打通不同学科、课内

课外、理论实践之间的壁垒，培养学

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综合

素质。而学生也在课程中发展了创

造力和审美情趣：看到成片的麻雀来

偷吃小麦，学生提出了扎稻草人；在

收割时发现了有趣的麦哨，音乐教

师指导他们吹起了曲子……小麦课

程的有效探索，使学校决定以之为蓝

本，逐步开发水稻课程、土面课程、烧

饼课程等。

这学期，新建小学还有了新尝

试，开始在田园中开展探究性学

习。高年级学生被分成 3组，分别

种植本地普通土豆、本地高山土豆

和外地土豆，同样的播种、拔草、施

肥时间，探究不同类别土豆的产量

和口感。低年级学生同样被分成了

3组，他们要种的是白菜，一组不施

肥，一组施复合肥，一组施有机肥，

探究施肥对农作物的影响。缙云县

教育局副局长、新建小学校长刘勇

武认为，劳动课程与文化课程结合，

强调的是趣味性、科学性、实践性，

更具生命力和推广性。

记忆一方水土
锄头、镰刀、水车、石臼……校园

一隅是该校的农具长廊，上面挂满了

100余件农具。“农耕不光是种植，还

要了解农具，现在的学生基本上都不

认识农具了。”谈及建设农具长廊的

初衷，林顺这样说道。平时，开放的

长廊让学生自由参观，学生由此对农

具有了直观的认识，在正式劳动中有

了更深的体验。同时，农具中蕴含的

“去浮存真”的田野文化也渗入学生

的日常生活，教会他们脚踏实地。

“西乡印记”是学校更大的博物

馆，里面展出了学生、教师捐赠或出

借的老物件。鞋拔、摆钟、火笼、印

章、老课本等，每一件物品都散发着

岁月的温度。学校让学生自主探究

老物件背后的故事，安排少先队志愿

者在博物馆讲解老物件。

这是劳动教育的延伸，也是家乡

文化的传承。新建镇有着深厚的耕

读文化，学校便利用丰富的地方资源

开展活动。各科教师带着学生去附

近的明清古建筑内进行实地探索：语

文课教祭祖文化、河阳家训，数学课

绘制祠堂平面图，科学课观察建筑材

料和结构，英语课讲解旅游标语。此

外，学校结合地方民俗特色，开展应

季活动，如惊蛰时办开犁节，给老牛

戴红花，学生牵着牛翻搅出适宜耕种

的槽沟以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立夏时，吃红枣、桂圆、鸡蛋、芥

菜、蚕豆，寓意清静安乐、福寿双全；

过年时，让学生做花灯、做豆腐、做烧

饼、做舞龙……

近期，学校将建立一个婺剧博物

馆，展出表演行头、乐器等，并开发婺

剧校本课程。“婺剧是当地村民劳动

之余，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这将会

让学生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有更全面

的体会。”林顺说。

实现自我成长
嚓嚓嚓的切菜声交织着滋滋的

油锅声，头戴厨师帽，身系小围裙的

学生进行着厨艺比拼。3月 12日，

新建小学举行了第四届校园美食

节。在现场，该县市场监管所所长

给各个班级颁发了营业执照、食品

卫生许可证等；部分学生扮成小城

管、小消防、小工商、小警察、小环

卫，在广场上维持活动秩序；低年级

学生开展系鞋带、叠衣服等生活技

能比拼，拔得头筹的学生能得到德

育积分，去兑换美食；高年级学生拿

出十八般厨艺进行厨神争霸，还特

设感恩宴，邀请退休教师、医护人

员、消防员等一起品尝。

这是新建小学劳动教育的另一

面。“劳动和生活结合，开展学生自我

服务的家庭劳动和社会服务的公益

劳动。”刘勇武说，学校罗列了各年级

的劳动清单，包括一、二年级学生要

学会洗碗、叠被子、垃圾分类，去体验

校外的不同职业；三、四年级能做面

点、洗衣服，义务打扫街道、清除小广

告；五、六年级则是要学习做菜、煲

汤，走进社区慰问老人，整理学校公

共区域，带领一年级学弟学妹参观校

园，等等。

去年疫情居家学习期间，学校也

照常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一个月学

做一个菜，还借助钉钉等网络课堂让

学生直播展示做菜、叠衣服等过程。

就在刚刚过去的寒假，学校更是推出

实践活动集星卡，希望学生能在剪窗

花、贴对联、大扫除、下厨中感受年

味，得到成长。

“我们希望将劳动教育自然而

然地融入学生生活，成为他们一种

自觉的行为。”刘勇武告诉记者，如

今，他和他的团队正致力于在全县

推广劳动教育，让各校因地制宜开

展具有特色的劳动教育。“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劳动教育就是生命教育，

我们要把学生从繁重的课业中解放

出来，发展他们的童趣，培养具有人

文精神和完整人格的学生。”他补充

说，这学期，该校还专门为学生们留

出了4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让他

们有充分的时间去放空、晒太阳、挖

蚯蚓等，还给他们一片充满蓝天白

云和泥土芬芳的春天。

“小农夫”种下一片春天
一所乡村小学的新时代劳动教育启示录

美食节上美食节上，，学生们正学生们正
在进行厨艺比拼在进行厨艺比拼。。

（（周静思周静思 摄摄））

□本报通讯员 秦钰阳

“生物课上的‘疑难杂症’，就找江老

师！”一进入新学期，杭州市临安区昌化中

学教师江德申的办公桌前又热闹了起来。

在该校，但凡遇到生物学科的教学难题，大

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身为学科带头人的

他。从教36年，该校目前所有在岗的生物

教师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1985年，江德申毕业于原杭州大学（现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生物系，当学校邀请他

留校发展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到老家

临安。“在我读书时，昌化中学的老师们都是

从全国各地来的异乡人，他们坚守农村的敬

业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大学毕业后，我看到

母校急缺老师，一心就想回到家乡。”作为村

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江德申回到昌化中学工

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培养更多优秀的农村孩

子，将来学成后回报母校。

江德申回忆，初到昌化中学工作时，自

己面对的是初、高中共6个年级只有3名生

物教师的窘境。“当时，学校非常缺教师，我

一个人要教4个年级。一到课间，我就跑到

办公室换一个教案，再冲到下一个班级。”

他说，这样的困境一直持续到2002年才得

以缓解，学校扩招，新进了不少教师。

在那段忙碌的岁月里，江德申依然挤

出时间研究教育教学，并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教学风格。“江老师的课一点儿也不枯

燥，他会利用有趣的实验和生活中的事例

来讲解。”这是学生们对他的课堂的印象。

多年来，他在教育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

体，通过情景教学法，努力做到让学生“动”

起来，让课堂“活”起来。

在江德申心里，学生比什么都重要。

2007年5月，执教高三生物的江德申胆囊

炎发作，但他足足熬了一个月，等学生高

考结束后才安心去医院接受手术治疗。4

个月后，急性阑尾炎又使他不得不住进了

医院。然而，手术结束没几天，他又站上

了讲台，因为新一届高三的教学需要他。

“学生不能耽搁，教学工作不能耽搁。”他

说。即便是在去年疫情居家办公期间，他

也心系教学工作，一边跟着年轻教师学习

如何上网课，一边戴着老花镜给学生们批

改线上作业。

除了深耕教学一线，他自工作起便担

任了男生生活指导老师，并在男生宿舍楼

住了整整5年。“那时候学校没有宿管人

员，因此我不仅要承担一个星期20多节

生物课，还要负责管理一整幢宿舍楼男生

的生活和卫生情况。”江德申清晰地记得，

30多年前学校的住宿条件很艰苦，他在

这样的环境下不取分文报酬，默默地为五

六百名住校生付出。据学校教师回忆，有

一名住校生因身体原因偶尔会尿床，出于

自尊，他不希望被其他同学发现。江德申

了解情况后，特地把这名学生安排在下

铺，并和他约定，如果哪天早上发现被子

湿了，就在折被子时留下一个暗号，“等其

他同学去上课了，我就在检查寝室时把被

子晒一晒”。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江德申总是笑

呵呵地说，这些不过是自己的“分内事”。

多年后，不需要再做生活指导老师的他时

常主动请缨，担任班主任工作。“班里的孩

子，就是我的孩子。”前些年，他带的班上有

学生患了心脏病，急需手术治疗。令他揪

心的是，这名学生家境贫困，家中还有一个

患脑瘫的哥哥，根本承受不了高额的医疗

费用。了解情况后，江德申在学校发动捐

款，并联系医院争取减免了部分医疗费

用。学生康复回校后，一家人特意来到学

校，对他说了一句话：“江老师，你就是我们

的亲人！”这一声感谢，让江德申觉得，这就

是他多年扎根农村学校的价值所在。

江德申：培养更多优秀学子反哺农村

“幸福约谈”，
探索幼儿成长密码

本报讯（实习记者 叶 霓）近日，

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街幼儿园开了一次

别出心裁的家长会——“幸福约谈”活

动，受到了家长们的好评。

早在开学前，教师们就开始着手策

划，讨论如何在符合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举办一次线下的家园沟通交流会。

“其实，这是第二年开展活动了，比起去

年的分周式约谈，今年的约谈有了更强

的整合性。”办公室主任冯昕园介绍，

“幸福约谈”前夜，各年级组对同一年龄

阶段孩子的发展水平进行研讨，梳理家

长最关心的话题并探讨解决策略，如入

园适应、自理能力、同伴交往、学习习惯

等；各班教师则是针对每个幼儿的在园

表现交流想法，记录幼儿的成长关键

点，做到心中有数。“家长和教师交流孩

子上学期进步的地方，以及家长希望教

师给予孩子更多关注的地方。这样一

来，彼此对孩子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中四班教师金梦洁说。

由于各个班级情况不一，教师们

采取了多种形式与家长进行“幸福约

谈”。譬如，小班幼儿情况比较特殊，

受疫情防控影响，他们入学后，家长

无法入园与教师碰面，几乎没有面对

面沟通的机会。因此，小班普遍采取

了“一对一”的交流形式，即一位教师

面对一个家长，让每一个家长都有充

足的时间与班级教师交流孩子的成

长状况。有的班级选择了“二对一”

的面谈方式，班上的两位教师一起与

家长进行沟通。“我能感受到，我们与

家长的关系更深了，彼此也更加理

解、信任对方了。”小三班教师梁亚萍

说。与小班不同的是，中大班家长已

经比较熟悉孩子在园生活，因而教师

们针对班级幼儿成长存在的普遍现

象，以分组式的圆桌会开展交流，碰

撞教育智慧。

近日，在义乌市五爱小
学，来自14个民族的学生
盛装参加了学校举办的“献
礼建党百年”活动。他们写
下对党的祝福，装入时光胶
囊并嵌入党徽模型，而这个
特别的“党徽”将被保存在
学校的党建长廊中。

（本报通讯员 龚琴
娟 摄）

时光胶囊里的百年祝福时光胶囊里的百年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