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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丽萍

作为校长，我一直兼任一个班的

语文教学，直到2019学年。

我不再拥有固定的学生，而是将

自己下沉到各个年级组听课、代课，指

导教师的专业成长。

然而，我习惯了跟自己的学生亲

密相处的日子。在去年10月送教贵

州兴义的路上，我有了给全校学生讲

故事的想法。

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从

《杨家将》《岳飞传》到《隋唐演义》，听

得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现在的学生比我小时候条件好太

多了，能用眼睛看的东西太多了，已经

不需要用耳朵听了。

我想唤醒孩子们的耳朵。如果我

能每天给学生讲一个故事，天天讲，坚

持讲，是否能让他们也享受到我小时

候的快乐呢？

我的想法得到了副校长、教导主

任的支持，2020年12月22日，学校专

门成立了“校长讲故事”课程群，群里

的14位教师一起共商大计，谋划怎么

讲故事。

第一步，找故事。

按照每天一个故事的节奏，一个

学期需要百来个故事，一年要准备两

百多个故事。

开会时，课程组的教师讨论最多的

是故事的种类，大家都觉得童话故事、

哲理故事、科普故事、历史故事都要有，

结合今年的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我们还

定下来：每周一讲一个党史故事。

我们发动全校教师，在大量阅读

的基础上进行遴选，好中择优，希望找

到最有价值的故事。

这还不够，学生们也被动员起来，

推荐自己喜爱的故事，这同时促进了

学生对阅读的兴趣。

后来，每当我讲完一个学生提供

的故事，会对故事的提供者表达感谢。

吕艳老师负责3月的故事。第一

次碰头会之后，五年级师生便利用寒

假时间找故事。

大家对这份新任务充满了热情，

有的回家翻书，有的去新华书店，有的

利用网络查找，还有的教师干脆自己

动笔原创。

寒假结束后，第一稿便出炉了。

我和教研组组长陈军仔细审查后，明

确了好故事的两个要素——“新意”与

“深意”。

经过再次遴选和修改，我们确定

了6个党史故事、5个历史故事、9个哲

理故事、2个科普故事和1个原创故

事，一共23个故事。

在此感谢积极寻找故事的同事和

学生们，尤其感谢五（7）班的学生，提

供了5个很棒的哲理故事。

第二步，录故事。

校园电视台的广播室四面都是吸

音板，录音效果比较好。一张桌子、一

把椅子、一部手机，就是我录音的全部

设备。

录故事是个技术活，一开始我没

经验，出错了重来，反反复复。一个故

事要花费我一个多小时，常常一坐就

是两三个小时。

后来才知道，出错了不一定需要

重来，只要稍作停顿继续讲下去就行

了。通过后期剪辑，可以把出错的地

方剪掉。

讲故事不配背景音乐，后期合成

的时候再配。我努力用各种不同的语

气营造氛围，有时候讲得激动，一个人

拿着手机手舞足蹈，那样子一定很傻。

讲故事之前，我总是先暖暖场，跟

学生聊几句，隔空拉近我和学生的距

离，让他们产生倾听的欲望。

讲完故事之后，我也常常加一个

后缀，或感谢为这个故事努力的师生，

或提一两个开放性问题，引发交流和

思考。

一个故事5~8分钟，再长就采用

连播的方式，分好几集。

一周下来，有的学生表示还想再

听一遍，我们就按顺序把故事整理好，

用微信公众号推送给学生们，目前一

共推送了6个长篇。

第三步，听故事。

“绚丽花朵装扮校园，精彩故事

点亮生活。嘘——听，校长开始讲故

事啦。”

2021年3月1日，“校长讲故事”

正式启动了。

有教师问我：“听故事的时候对学

生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校园广播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早晚音乐、午间阅读，都是学生最无拘

无束的时光，要这么多的束缚做什

么？爱听故事的人有一耳没一耳地听

就可以了。

于是，学生开始以最放松的姿势

听故事，负责午间管理的教师也一起

听。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学生时而

托腮，时而展颜，时而发出笑声。

很多学生以为，我每天都在广播

室里给他们讲故事，我觉得给他们这

样的错觉也不错。

记得4月2日那天中午，年级组组

长方剑虹给我发来微信：“校长，学生们

在问，今天怎么没听到校长讲故事。”

那时我在午睡，询问了相关的同

事才知道，原来负责的教师中午有事

外出，而受托的同事忘了播放录音。

学生已经把听故事当成了一个生

活习惯。我果断回复：“补上。”这天

13:00，学生们听到了迟来的故事。

现在，“校长讲故事”进入了第二

个月，课程群的教师们召开了第二次

会议。

陈军建议，接下来可以从“听校长

讲故事”过渡到“学校长讲故事”。

这个主意不错，大家一致赞同，并

且对活动的具体细节作了补充，有人

建议以师生同台讲故事的形式进行，

每月一期，每期每班推荐3名学生参

与，既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又

能在面对面交流、指导、互动中走进故

事内核，提升学生的思维层次。

就这样，一次简短的碰撞让我又

有了新的任务、新的憧憬、新的感受，

接下来不仅要讲好每天的午间故事，

还要好好准备一月一次面对面的“同

台竞技”。

我有种累并快乐着的期待。

□杭州市文龙巷小学
梁 策

口算练习是比较枯燥

的，尤其是加上时间限制

后，难度变得更大。

为保证计时口算的质

量，我采用了奖励机制：全

对的学生，家长群点名表

扬，并奖励糖果。

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

奖励下，学生做口算的热情

高涨，准确率大幅提升，得

到奖励的学生越来越多。

“发口算本了，全对的

同学自己过来领奖品。”我

一宣布，学生们陆陆续续走

上讲台。

过了不久，小A就来找

我：“老师，这道题我是对

的，为什么没给我全对？”

我接过他的口算本检

查。平时我批改用的是手

机软件，扫描不清楚导致

误判也很常见。我没多

想，便给这道题打了钩，给

了他奖品。

可是，第二天，类似的

事又发生在小A身上，我不

禁犯起了嘀咕——这不太

可能吧。

但仔细检查后，我依然

没有找到破绽，难道又是手

机扫描的问题？

“你有没有改过答案？”

“没有。”

“真的没有？”我特意

指了指墙上的班级公约，

“如果欺骗老师，问题可就

严重了。”

“真没有。”他的目光有

些躲闪，但也许是害怕我的

严厉，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今天我可以把奖品给

你，我愿意相信你是诚实

的。如果你反悔了，可以到

办公室来向我解释。”

他点点头，回去了。

突然间，我意识到，手机

上应该有批改记录。我赶忙

翻看手机，谜底解开了。

这道题的答案是“46”，通过手机图片与

口算本对比，前面的“4”是后来加的。这样

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我没有发现涂改痕迹。

我把昨天的图片也翻出来检查，问题是

一样的。

我等了一上午，小A终究还是没有主动

来承认错误，显然他心存侥幸。

我有些失望，这件事靠他自己去解决是

不太可能了。

这种事可大可小，如果他是一时脑热，

尚可原谅，连续两次耍小聪明，看来是已经

尝到“甜头”了，假如不及时引导，后果难以

预料。

我利用订正作业的机会把他叫到办

公室。

“你真的没有改过？”

他不说话，只是摇头。

“我都是用手机批改的，手机里保留着

批改时的照片，你想看看吗？”

他沉默了。

“糖果是很甜的，但要自己努力去争取。

如果把诚信丢弃了，这糖果就像是一颗裹着

糖衣的炮弹，当你迷恋于外面糖衣的美味时，

却不知道里面的炮弹已经被点燃，不知道什

么时候就会爆炸。你明白吗？”我说道。

他点点头：“老师，我知道了，我再也不

撒谎了。”

我想，也许存在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

个，只不过他先付诸行动罢了，何不借这个

机会来一次大讨论呢？

第二节课，我来到教室：“同学们，我们

在做计时口算时有什么要求？”

“要做得又对又快。”

“要注意书写。”

“做完要仔细检查。”

“时间到了，没写完也不能再写。”

……

“是的，同学们都说得很好，口算虽然只

是我们平时学习中的一小部分，但练习过程

中可以学到很多道理。比如，按照规则在规

定时间里完成，到时间即使没有做完，也要主

动停下笔，这叫自律；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认

真练习，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奖品，这叫收

获；把奖品带回家和家人分享，这叫感恩。”

在接下来几天的口算练习中，我发现小

A在自律方面做得很好，有几次时间到了，

卷面上只剩一道题没写，但他还是交上来

了。我很欣慰，在班里点名表扬了他。

在小A的带动下，班里的风气也有很大

改观，学生们的规则意识大大增强，还提醒

身边的同学注意遵守规则，养成自律的行为

习惯。

□绍兴市越城区孙端街道中心幼儿园
冯凤英

新学期第三周，不知道从哪个瞬间

开始，班里的睿睿又开始变身“林黛玉”

了，从早上进班到下午离园，哭了停，停

了又哭，眼睛总是红肿着。

刚转园过来时，他就是这样哭个不

停。问他为啥哭，他颠来倒去说了很多

原因：为什么天老下雨？爸爸妈妈不喜

欢我了。为什么我要比妹妹们先起床？

与睿睿妈沟通后，我了解到，睿睿有

两个双胞胎妹妹，今年刚上小班。

睿睿妈说：“当初生二胎时，我以为

手足情深，没想到大宝一天到晚动不动

就哭。”

傍晚，爷爷来接时，说起此事，也是

眼眶微红。

睿睿有此表现，背后成因是心理学

上的“同胞竞争”。只不过，别的兄弟姐

妹间争抢吵闹，表现激烈些，而睿睿却是

以退为进，用流泪来“绑架”家人。

其实，家里对睿睿真是百般迁就。

年幼的妹妹一个跟奶奶，一个跟外婆，偶

尔才能睡到父母房间的小床上。而睿睿

天天跟父母睡大床，姑姑给他买了很多

礼物，妹妹们的礼物只能偷偷地给。

所有人只有围着他转，才能赢得他

的认可，孩子的行为不是心机，而是出自

本能。

母爱需要被分享，要让大宝愉快地

接受这一点，需要家园紧密沟通，持续实

施一系列心理辅导策略。

在一日活动的各环节中，我时刻关

注睿睿的情绪状态，尽可能多体贴他敏

感的内心。

区域游戏时，午餐午睡时，在睿睿最

放松的状态下，我与他聊天谈心，听听他

的心里话。希望睿睿早点放松心情，在与

别人的倾诉中，逐渐走出心理阴霾。

我调整幼儿的活动位置，派睿睿的

密友肩负起照顾、陪伴他的任务。

同时，利用评价环节，尝试多种形式

肯定睿睿的点滴进步。

我发现，在他人的引导下，睿睿比较

容易走出“低气压”；但独处时，负面情绪

又会时不时地返潮。

为了转移睿睿的注意力，我特意给

他分派更多的游戏任务、值日生工作、区

角长责任等，让睿睿在每一个环节忙忙

碌碌，心无旁骛。

班里有一名与睿睿性格完全不同的

幼儿轩轩，她的妈妈曾经在幼儿成长档

案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家小宝出生

后，我无数次心疼大宝轩轩，小小人儿成

熟懂事。妹妹摔坏她的玩具，她走进自

己房间待一会儿就好了。妹妹打她、拉

她头发，她也忍忍算了。我虽然知道要

公平对待两宝，但平时中总是有意无意

地让小的让着大的……”

孩子的不良情绪不能纵容，但一味

忍让也不值得提倡，两类幼儿都需要大

人安抚与疏导。

于是，我设计了“我是哥哥姐姐”主

题系列心理健康辅导活动，让幼儿自己

说说、画画、演演与弟弟妹妹间那些有趣

的事。发现好的行为榜样，反思自己的

不足，旨在让更多的“睿睿”在游戏中感

受手足间浓浓的情意，在以后的日子里，

互相依靠、互相学习。

随着睿睿低落的心情日渐好转，恰

逢我园党员教师去镇上敬老院开展公益

活动，大班幼儿通过自荐也能一同前往，

睿睿也是幼儿代表之一。

回来后，我请幼儿代表结合活动照片

来谈谈自己的想法，睿睿是说得最多的。

我又给幼儿们观看敬老院视频，幼

儿们觉得老人的生活孤独、冷清，感受到

家人的重要。

第二天，睿睿妈说：“老师，昨天我严

肃地跟他谈了，我说妹妹们玩的都是你

玩剩下的玩具，你再这样，妈妈要生气

了。于是，他道歉了。”

经过一周的调整，“林黛玉”终于重

展笑颜，每天可可爱爱地来幼儿园，快快

乐乐地参加学习与游戏。

另一方面，睿睿妈与我的“密谋”仍

在继续，如全家公平对待每个宝贝，从每

周和父母轮流睡开始……

很多独生子女生下来被就“4+2”包

围着，以自我为中心，缺少分享的习惯和

能力。随着二孩出生率持续攀升，独生子

女成了哥哥姐姐。原先的格局被打破，大

宝感觉自己被忽视，便以异常表现来引起

父母注意。这样的幼儿为数不少。

幼儿期是思想行为形成的关键期，

我们如果能抓住这一关键时期，重视家

园合作，采取有效策略，往往能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让大宝顺利地成为好哥哥

好姐姐。

“校长讲故事”背后的故事

家人需要爱 爱需要分享

﹃
糖
衣
炮
弹
﹄
新
解

提
醒
学
生
自
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