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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脱贫攻坚，浙江教育书写满意“答卷”

□朱华贤

每年，总有一大批新教师走上讲

台，为教育事业补充新鲜血液。新入职

的教师，绝大多数是刚刚从大学校园出

来的，是第一次从事教职。他们年纪

轻、热情高、充满理想，都期待在自己的

岗位有用武之地。但我们也会看到，一

部分青年教师新入职时激情满满，可一

两年之后，激情就渐渐消退甚至完全熄

灭了。

在入职门槛比较高的现实下，纯粹

想考个教师资格混碗饭吃的青年几乎

是不存在的。从总体上说，每一位新教

师都期待有所作为。新教师一两年后

激情的快速消退，其自身当然要承担主

要的责任，但与学校的管理也必然有着

一定的关联。如何让新教师的激情持

续不衰呢？从学校管理层面上说，必须

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多引导少棒喝。刚踏出大学校门

的新教师，他们头脑灵活、知识鲜活，信

息源也与老教师不同，但对学校的具体

工作不大了解，缺乏经验，往往过于理

想化。在工作之初，有些新教师很可能

会根据自己思维认知提出一些不合常

规的甚至好高骛远的设想，对此，学校

管理者不要只站在习惯与传统的立场

上，立即进行禁止或当头棒喝，动辄以

“你不懂的”“你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

的”“不能异想天开”等口吻给予回击。

即使明明知道新教师出的是个行不通

的点子，也要先想想其动机，再耐心解

释说明，然后引导其去找找另外的路

径。管理者否定一位新教师的点子是

非常容易的，但千万不要连同他们的热

情也一同否定掉。

既指派也规划。在某些学校管理

者的心里，资格老一些的教师不一定使

唤得动，而新来的教师就成了“盘中

餐”，于是端来端去。今天有什么活动，

你去；明天需要跑个腿，派你；后天某位

教师生病要代课，还是你去。新教师初

来乍到，事情多做一点也是常理，但如

果把他们当作临时工使唤，打杂似的，

那势必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学校的

事当然要有人去做，但新教师个人的成

长也非常重要。管理者在使唤新教师

的同时，也要对每位新教师的成长有一

个明确的设想和规划。可结合学校的

实际与教师的特长，有意识、有目标地

指派和使用。教育以人为本，这里的

“人”，既是指学生也是指教师。

既加轭又添料。新教师年富力强，有的还敢于挑

重担，这是非常可喜的。有些管理者很会利用这个特

点，把重担往青年教师的肩上压，公开课要他们上，研

究论文要他们写，学校兴趣小组由他们带……把压担

子作为一种培养方式，本无可厚非，但在压担子的时

候，也要适时加料，如果有了成绩，当然也应该让他们

共享。可如今有些管理者，事情都要青年教师去干，

一旦获得荣誉，证书上青年教师的名字往往排在末位

甚至不见踪影。任何人都需要激励，新教师尤甚。这

么一来，积极性怎能不被伤害？

新教师的激情若能持续不衰，不但有利于他们自

身快速成长，也能触发中老年教师的蓬勃朝气，这对

学校来说，才是永葆活力的重要源泉。

新
教
师
工
作
激
情
持
续
不
衰
的
﹃
秘
密
﹄
是
什
么

□本报记者 张纯纯

一年级学攀岩，二年级学飞盘，

三年级学棒球，四年级学击剑……

这不是某位学生的特长培训班安排

表，而是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学生的必修体育课课程表。“我们明

年还要在新校区建造冰场和雪场，

届时冰球等运动也会加入这张课程

表。到学生们初中毕业时，至少能

接触到9种不同的体育项目。”校长

陆琦介绍。

面对“高大上”“别人家的体育

课”等这些常常能听到的评价，陆琦

认为更重要的是把事情真正做得

“漂亮”：“我们相信，任何智力的发

展都是在身心发展的基础上，任何

道德的建立都是在身心健康的前提

下，而体育课程就指向学生的身心

健康。”

是体育，还是竞技？
做好学校体育课程，陆琦不想

要走“捷径”——“只需要找几个孩

子组成专业校队然后参加比赛即

可”——他反而想把这条路铺得再

“远”一些。

“特色体育课校本化”是新城

第一实验学校体育课程走出的第

一步。

“原来小学生是一周4节体育

课，加了1节特色体育课后，变成了

一周5节体育课。”在陆琦看来，偶

尔体验一下某种体育项目是没有发

言权的，“对于一种体育项目而言，

如果学校里有几个学生拿了冠军，

当然是好事，但这不是我的关注点，

我关注的是我们的孩子都学会这个

项目了吗？”

一（7）班的陈博宇正在上第二

次攀岩课，做好安全保护措施后，爬

上难度较低的攀岩墙顶端对他来说

已经很轻松。“不害怕！下降的时候

感觉就像警察在抓坏蛋一样！”他

说，做警察是自己的梦想。

“选择让一年级的孩子接触攀

岩项目，除了可以很好地锻炼孩子

的上肢力量、身体协调性、思维能力

以外，攀岩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

理治疗手段。”在2016年创办攀岩

项目时，陆琦对其做了一番详细的

研究，他发现在特殊教育里攀爬动

作常常被视为一种训练手段，将攀

岩项目课程化正好可以作为学校感

统训练、幼小衔接等工作的延伸，真

正做到身育和心育相结合。“教育的

核心就是学以致用，体育也应当如

此。”陆琦认为。

越来越多的体育项目在新城第

一实验学校校园里被“用”起来：飞

盘项目可以一人或多人同时玩耍，

成了家庭总动员和小伙伴间娱乐的

最佳游戏；棒球项目最具“家庭氛

围”，在球场上队员最终要回“家”才

可以得分，让孩子们的智力、体力、

团队能力得到完美融合；皮艇球项

目作为一种水上运动，化孩子们爱

玩水的天性为锻炼动力……

“所有特色体育项目的挑选，

主要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融合，

要将常态体育课上学习的跑跳投

等基本内容在各个体育项目中技

能化地运用；二是补缺，常态体育

课当中欠缺哪些方面的练习，特色

体育课要补上，做到体验项目多元

化。”陆琦说。

是教师，还是教练？
第一次以教练身份站在攀岩墙

下指导学生时，有着16年攀岩经历

的朱适惊喜地发现，看到学生攀到

顶端时和自己攀到顶端所带来的成

就感是一样的。这面15.5米高的攀

岩墙是朱适为新城第一实验学校的

攀岩课程专门打造的，每一条攀岩

路线都由他亲自设计，以这面攀岩

墙为起点，有学生开始出现在国家、

省、市级大大小小的攀岩比赛现场，

甚至走出国门参加了亚锦赛。

“特色体育课程的开展需要专

业的师资力量来支撑，单凭学校内

的体育教师是无法做到的。”陆琦介

绍，跟攀岩项目一样，目前学校开展

的其他特色体育课程也都是由学校

向校外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购买，学

校提供场地，第三方机构提供免费

课程并配备专业教练，形成校内外

资源的自循环。

于是，跟着各个体育项目一起，

越来越多的“朱适”出现在新城第一

实验学校的校园里。

棒球教练庄士立直到大学才

有机会接触棒球，但是“一接触就

离不开了”，“我打了20多年的棒

球，非常希望棒球运动能够在校园

里普及，让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而

不仅仅只是以学校专业队的形

式”。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能享受到

棒球带来的乐趣，新城第一实验学

校棒球课堂上所使用的为软式棒

球，更容易被击中。“棒球规则复

杂，非常考验学生的综合素质。因

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棒球

带来的挫折感，至少不会让孩子产

生畏惧的心理，而不是去追求

100%的成功。”庄士立解释。

“不苛求成功”是这些曾经是

专业运动员的教练在这所校园里

达成的共识。“虽然都是竞技项目，

过往的运动员经历也让我们渴望

成功，但是体育就是要从育人的角

度出发，不能一味想着出成绩，最

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真正享受运

动。”朱适说。

比起其他教练，皮艇球专业队

教练张玲玲更知道“享受”二字带来

的神奇力量，因为她同时还是学校

体育教师中的一员，承担着五年级5

个班级的常态体育课教学。“把课堂

变得有趣真的很重要。常态课上有

时候孩子们可能会喊累，不愿意参

加一些体育锻炼。但是在皮艇球课

堂上从来不会，即使有时候强度比

较大，冬天户外游泳池水温又非常

低，可大家毫无怨言，因为他们就是

觉得好玩。”

“让常态体育课变得有趣是一

件困难的事情，但也是学校所有体

育教师努力的目标，只能是边行走

边探索。”在学校体育中心主任沈舜

尧看来，如此多的体育项目和体育

教练进入校园会让体育教师们的探

索步伐迈得更大一些，“多接触多学

习，教师们总是会受到影响，对师生

而言都是有好处的”。

是个人，还是团队？
2019年，张玲玲带领的皮艇球

专业队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皮艇球锦

标赛女子U11第一名，其中五年级

队员毛芷霖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张

玲玲眼中,毛芷霖的身体素质极强，

运动天赋很高，“可以说一个人可以

打过一支队伍”。但在平时训练中，

张玲玲却给她下了“死命令”：不准

射门，接到球后必须传给队友。“就

是要让她慢慢学会合作，皮艇球本

身就是一项团队运动，不懂得合作

是走不远的。”张玲玲说。

“一般来说，现在学校里的学业

质量评价只能评价个体，那么合作

意识一定是通过体育项目来培养

的。”基于此，陆琦对学校里的特色

体育课有自己的“排兵布局”，“比如

攀岩和击剑是偏向个体的项目，就

要在其中穿插上飞盘和棒球这两种

集体项目。孩子们的个体意识和集

体意识需要不断重复循环培养，所

以整体的课程架构也必须要有个体

项目和集体项目交替进行的逻辑”。

四（9）班的李雨泽第一次接触

攀岩专业队的训练是被妈妈“逼”着

来的，“当时我更想参加篮球训练，

但最后还是听妈妈的话选了攀岩，

不过现在我最喜欢的就是攀岩了！”

当被问及为什么现在最喜欢攀岩

时，李雨泽还没来得及开口，旁边的

两名队友卓俊涵和马弈凡抢答道：

“因为攀岩队有我们在啊！”这3名

男生，他们会在对方从攀岩墙上下

降时，在下面小心翼翼地放安全绳；

他们曾一起参加冬令营特训，一起

磨破指尖，也一起磨出厚厚的茧子；

他们也会不服气地朝对方喊“等我

和你一样高，我就有把握爬得比你

快了”。在攀岩里，他们学到了新技

能，也交到了新朋友。

“做好学校体育课程，最重要的

是不能功利，要让学生真正受益。”

陆琦强调，这也是破解校园体质健

康难题的关键点。

编者按：调查数据显示，近20年来，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在耐力、力量、速度等方面持续下降，同时超重、近视等现象在中小学校越

来越普遍。去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把学校体育工

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实现其以体育智、以体育心的独特功能。即日起，本报推出“新时代，新体育”系列报道，本期刊发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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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孩子在体育场上熠熠闪光

□本报通讯员 张赛男

“两个大拇指，比比一样高，互相

点点头，接着弯弯腰……”近日，浦江

县檀溪镇中心幼儿园的“向阳花爱心

驿站”面向当地0~3岁婴幼儿开设了

第一堂早教活动课。教师段言通过

手指操训练、绘本欣赏、互动游戏等

环节，帮助小朋友和家长体验早教课

程，受到了家长们的好评。

檀溪镇地处浦江山区，由于位置

偏远，镇上没有专业的早教机构。以

公办幼儿园为核心，整合教育资源，

创建早教基地，爱心驿站早教活动的

开展大大优化了当地婴幼儿的教育

环境。

据了解，爱心驿站有将近100平

方米，由该园一间独立式仓库改建而

成，环境布置也颇为温馨，设有阅读、

建构、美工等多个区域。

“在这几年的招生过程中，我们

发现有部分家长对幼儿园教育的意

识比较淡薄。在他们的刻板印象中，

孩子上幼儿园就是玩，特别是小班阶

段，还不如在家里‘放养’。”该园业务

负责人赵钊钰坦言，“家长对学前教

育不重视的普遍现象令人担忧，只要

家中有老人带，不少家长都会选择小

班不入园就读。”

针对这一现象，这两年，该园特意

组建了“早教宣讲团”，采用入户指导、

定时回访等形式让家长形成科学的育

儿观念。但由于村点分散又没有固定

的场所可以授课，宣讲活动开展起来

困难重重。教师们每次都要带上一大

箱教具，和家长预约时间，自行开车入

户指导，不但费时而且效果也不理想。

如何从上门指导转换成有固定

场所定期专业授课，让山区0~3岁婴

幼儿享受到优质的早教资源？2020

年12月，该园向檀溪镇政府提交了创

建爱心驿站的申请报告，得到了镇政

府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装修改建、

购置玩教具、布置环境……教师们利

用今年的寒假时间将爱心驿站创建

完成。

“走进幼儿园，参加了早教活动

后，让我对幼儿园教育转变了看法。

以前，我认为幼儿园不教汉字、拼音、

算术，孩子上不上都无关紧要。这

次，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我才了解到，

孩子是在游戏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和学习品质的。”一位参与

早教活动的家长认同地说。

除了是公益早教的主阵地，爱心

驿站还将过去一直着力打造的爱心

流动站纳入其中，专门开辟了一块区

域用于摆放绘本、玩具、衣物等流动

爱心物品。“之前，爱心流动站设立在

教学楼里，只针对园内幼儿进行爱心

流动；现在，爱心驿站开设了面向全

镇婴幼儿的亲子早教课程，我们就想

以此为依托，将爱心辐射给更多有需

要的孩子。”负责爱心流动站的教师

陈月星说。

“大班的哥哥姐姐带着小班的

弟弟妹妹一起来做手工，等下爸爸、

妈妈来接了，如果作品还没完成，记

得放到自己的袋子里保管好，下次

再完成哦……”下午4点，是该园最

后一批幼儿离园的时间。由于村点

公共交通时间间隔长、家长工作忙

等原因，各班都会有个别幼儿没有

被及时接走。值周教师每天会将这

部分孩子带到爱心驿站，陪他们讲

故事、玩游戏、做手工等。这样一

来，不仅幼儿等待家长的焦虑情绪

得到了缓解，而且家长变得更加放

心了。

“山区的孩子同样需要优质的教

育。作为公办幼儿园，我们在孩子入

园前为家长输送科学的教育理念也

是为入园后做好铺垫。当然，孩子们

更需要情感教育，爱心驿站就是我们

一个情感传递的纽带。”在赵钊钰看

来，公益早教、爱心流动、课后看管

等，让这个爱心驿站的功能得到了充

分发挥。

浦江县檀溪镇开设爱心驿站

让山区幼儿向阳成长

幼儿真实体验“微社会”
本报讯（通讯员 刘玉苏）日前，江山市幼儿成长中心的

“生活街”正式开业了，孩子们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可以使用

“成长币”去玩游戏了。

依据真实社会，该园的“生活街”设有20个商铺。尽管店

铺小，但工具设备、人员岗位一应俱全。在“日昇饭店”，店小

二热情地招揽生意；小厨师有模有样地包饺子、下饺子，出锅

装盘后还不忘调味；服务员迅速地把饺子端上桌，给顾客们

品尝……收银、洗碗，甚至是擦桌子都有专人负责。另外，糖

果屋、果汁店使用的也都是新鲜食材；在花艺坊、手工屋内，

幼儿完成的工艺作品可以带回家；足足三层楼高的挑战堡里

也是关卡多多，需要幼儿动手动脑完成挑战。“虽然在班级区

域游戏中，孩子们玩得十分投入，但对中大班的幼儿来说，他

们更需要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去探索。于是，‘生活街’就这

样诞生了。”园长林筠说。

孩子们想要玩转“生活街”，必须有“成长币”才行。那

么，如何赚取“成长币”？孩子们可以坚持完成挑战项目，如

每天完成一项运动，每天与父母进行亲子阅读等；也可以去

游戏街的商铺“打工”，如送快递、裁衣服、榨果汁等，就能获

得相应的“工资”。在“生活街”里，“成长币”与人民币是等

价的。据了解，孩子们的“第一桶金”是上学期挣的。去年

12月，该园举行了一场蔬菜展销会，摊位上售卖的蔬菜全由

孩子们亲手种植。从选种、种植、施肥、采收到售卖，他们经

历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劳动。教师们还与家长约定，蔬菜售

卖所得的钱等价兑换为“成长币”，由孩子们自主管理。而

这一约定，同样也适用于“生活街”，里面所有游戏都是孩子

们根据游戏规则自主完成，并由自己保管“成长存折”及“成

长币”。

学生正在进行攀岩训练学生正在进行攀岩训练。（。（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王前杰王前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