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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学生校园生
活，北京宣师一附小结合《北
京童谣》校本课程，开展了“唱
健康童谣、做有益游戏”的主
题教育活动。学生们创编了很
多适合不同年级、不同场地实
施的童谣游戏。 比如三（5）班
学生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
集体创编了《跳花筋》：“花筋
好，花筋妙，你来撑筋我来跳；
一跳跳到半空中，陪伴小鸟枝
头闹……小小花筋连友情，我
们大家齐欢笑。 ”

活动中， 学生们关注到
文明游戏的问题， 创编了一
系列礼仪童谣。二（2）班学生
创编了《做游戏讲礼貌》，五
（1） 班学生关注到课间活动

时楼道秩序问题，创
编了《宽和窄》……这
些童谣，洋溢着童趣，
又充满了朴素的道
理， 在校园里营造出
活泼向上的文化氛
围。

“让童谣唱响学
生快乐童年”，可以说
是一附小童真教育选
择的一个很好的教育
视角。

围着学生“转”
学校可以这样做

■陆虹

教育要以学生为本， 教师的一切
工作理应为了促进学生的成长。 但
是， 当我们静下心来审视今天的教
育， 会惊讶地发现， 在日益发达的信
息技术光环下， 在漫天的教育先进理
念和口号中， 在丰富的表面形式变换
下， 不少学校、 教师对学生的认识、
理解以及教育教学方法竟然与以前在
本质上毫无改变， 无论是课堂内， 还
是课堂外， 随处可见的仍旧还是学生
围着教师转。

那么， 学校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状
况， 让每个教师围着学生转起来呢？

换个视角 理解每一个学生

为了让教师们换个视角， 改变
对学生固有的主观印象， 学校提供
设备在教室里拍录下学生在学校日
常学习与课间活动的画面。 结果录
像让大家大吃一惊： 老师信任的班
干部也会悄悄地藏起同桌的作业本，
课堂上一言不发的学生也有生龙活
虎的时候， 班级中的调皮大王竟然
是一名孤独者……

通过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 不同
教师的观察交流与分析研究， 学生们
的形象真实起来了。 大家发现原本光
鲜亮丽的学生， 有着意想不到的问
题； 原本一无是处的学生， 有着独特
的可爱之处； 原本不可理喻的行为，
竟然有着可以原谅的理由。

由此， 教师对学生有了新的理解
和感悟： 其实， 每一个学生都是有优
点和缺点的， 每一个学生都是可爱
的、 独特的， 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潜
力， 都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换个位置 走进每一个学生

要让教师围着学生转起来， 还需
要教师与学生换个位置， 走进每一个
学生的心灵深处， 了解他们的所思、
所想与所需。

“什么样的老师是学生喜爱的？
什么样的课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 什
么样的活动深受学生欢迎？” 学校通
过对学生与家长的问卷、 座谈等途
径， 就这三方面问题收集相关信息，
先由年级组汇总， 然后梳理成文， 再
反馈给教师。

通过这样的过程， 梅园小学不但
出台了好教师、 好课堂、 好活动标
准， 重要的是教师站在了学生的角
度， 走进了学生的心灵深处， 真正了
解到了学生心目中喜爱的好老师形
象、 喜欢的好课特征、 期盼的好活动
形式。 对照“三好” 标准， 教师自然
调整自己日常的行为、 常规的课堂和
组织的活动， 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与差
距， 从而自觉地向着学生喜爱的“三
好” 靠拢。

换个方式 发展每一个学生

理解学生、 走进学生， 最终的
目的是让教师改变已有的教育教学
方式， 使每一个学生获得最好的发
展。

课堂是学生成长的主阵地。 学
校要求教师的课堂研究要立足学
生： 备课一定要有实在、 客观的学
情分析， 即使是随堂课， 也要说得
出学生的实际状况； 上课时， 眼睛
要看到每一个学生； 观摩公开课，
要注重学生的语言、 动作、 神态和
与他人的合作。 教师通过课堂中学
生外显的表现， 研究学生内心真实
想法， 使他们自觉养成立足学生、
围着学生转的习惯， 教学方式方法
不断完善， 从而真正切合学生的实
际需要。

课堂之外， 学校还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师生体验活动。 学校讲究体验活
动的质量， 强调学生百分百参与： 艺
术节以操场为舞台， 每一个学生既是
表演者， 又是观众； 运动会上个个是
运动员， 突出参与， 淡化竞技； 科技
节每人都有制作任务， 参加一项小竞
赛； 植树节人人抽取任务， 通过考察
研究， 呈现独特的报告； 以班级为单
位制作的梅园电视台节目， 班级中的
每个学生都露脸； 每学期教师制作的
班级学生成长纪录片中， 每个学生都
有特写， 每个学生都满意……

在围绕着学生转的过程中， 教师
学会了与学生平等对话， 更赢得了学
生的尊重和信任， 师生关系由此得到
充分改善。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新区梅园小
学校长）

一周关注

学校要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
■李建飞

什么是好学校？ 好学校应有怎样
的追求？ 这是倡导教育公平、 提高教
育质量两大教育战略背景下， 每一所
学校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虽然好
学校的评价维度很多， 但最终都要回
归到“培养怎样的人” “怎样培养
人” 这样涉及学校教育价值和教育本
质的根本性问题上。 教育的理想和终
极价值就是培养人， 使人成其为人。
从这个角度看， 学校的根本使命就是
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而教育， 为学生
的尊严、 自由、 幸福而教育。

首先，要顺应学生的自然禀赋。学
校教育要站在比分数、 升学更高的层

面上，不断审视学校教育的价值所在。
学校应自觉秉持尊重、平等、民主、适
性的教育理念， 坚持从学生立场和未
来发展的需求出发， 保护学生与生俱
来的天赋、灵气和好奇心，丰腴学生的
精神世界和人格修养， 激发学生的潜
能和自信心，进而鼓励学生大胆创新，
提升能力，做最好的自己，让他们有独
立精神、自由思想、快乐成长。

其次， 要创设原生态的成长环
境。 顺应自然禀赋， 并不等于顺其自
然、 放养不管， 而需科学施肥、 精心
培育； 尊重自由人格， 也并非随心所
欲、 无拘无束， 而要合乎理性、 遵循
规律。 学校教育的特殊使命， 就是要
通过创设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

提升办学内涵和服务品质， 为学生
“诗意般栖息” 和快乐成长提供适宜
的土壤、 空气、 雨水和阳光， 把学校
真正办成文化的殿堂、 精神的家园、
学习的乐园。

再其次， 要追求绿色的质量。 好
学校必须要有好的教育质量， 同时还
要看这样的质量是不是绿色的。 绿色
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健康的，而不是
破坏性、掠夺性的，不是以牺牲学生身
心健康成长和生命质量为代价的。 二
是全面的。不仅仅是指分数和升学率，
而且还涵盖学生的全面素养、 学业成
就及其赖以形成的学校服务质量，如
学生学业水平、学习动力、学业负担、
身心健康指数以及师生关系等。 三是

效能的。 学校德育要回归生活， 注重体
验，强调浸润，淡化灌输，讲求实效；教学
常规要倡导规范和有效， 课堂要追求教
学效能，反对拼时间、拼体力。 四是可持
续的。 好的质量最终应体现在学生内心
深处，体现在人格的成长、精神的高度以
及能力的改变上。

最后， 激发教师的创造性。 培养学
生的主体在于教师。 学校在制度上要给
予教师更多的自主权， 在管理上要追求
形散神不散的境界， 在学术上要弘扬和
而不同、 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 让他们
有时间去做学问、 搞研究， 让他们静下
心来研究学生、 品味教材、 开发课程、
改造课堂， 不断夯实学科功底、 提升专
业底气。 同时， 创建学习型组织， 创新

校本研修路径， 健全专业发展激励机
制， 营造读书学习、 学术研究的浓郁氛
围， 引领教师更新教学理念、 追求教学
个性， 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同时， 还
要关注教师的情感世界、 生存品质和精
神解放， 及时排解教师的负面情绪， 缓
解教师的心理压力， 激发教师创造性工
作的灵感和动力， 从而把正能量传递给
每个学生。

学校教育的真正价值， 不仅在于学
校有多高的升学率， 更重要的还要看为
学生人格的成长、 精神及能力的改变等
方面做成了什么， 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储
备和积蓄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市第七中学、
温州市艺术学校副校长）

让
学
生
享
受
自
然
完
整
的
教
育

■杨英

在小学教育中，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
式，目前都存在着一定的成人化倾向，缺
少对儿童年龄、心理特点的足够关注。如
何突出小学教育的阶段特点， 彰显其独
特价值呢？

北京宣师一附小立足于儿童立场，
为促使学生自然而完整地成长， 积极践
行童真教育， 并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挖

掘其内涵———
尊重儿童天性： 儿童处于人生起始

阶段，他们在生理、心理、思维方式、情感
态度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年龄特点， 蕴藏
着巨大的发展能量。 学校要尊重儿童自
然的生命状态，顺应天性，呵护纯真，从
儿童视角创设适合的教育。

正视儿童差异： 儿童之间天然存在
着不同。 学校要认真研究儿童真实的发
展需求，正视并善待儿童之间的差异，为

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宜的教育。
满足儿童需要： 儿童经历什么样的生

活，就会有什么样的成长。学校教育要遵循
成长规律， 用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激发儿
童的学习兴趣， 用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引
导儿童的实践探索， 用开放多元的教育空
间满足儿童的成长需要。

激发儿童潜能： 处于童年时期的儿童，
潜藏着人类成长的秘密和不可限量的可能，
他们既具有自主成长的愿望，也具备自主成

长的能力。 要相信儿童，他们能够成为主动
的学习者；同时更要依靠儿童，他们也可以
是自己的教育者。学校要激发儿童自主成长
的潜能，培育儿童自主成长的能力，着眼儿
童终身的幸福生活，让童年时期的教育成为
一眼甘泉，持久滋润学生一生的成长。

总之，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适合儿
童成长的方式，开展学校教育。 我以为，这
才是真的教育。
（作者系北京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校长）

提升教育品质
的路径
■陶西平

童谣文化是宣师一附小杨英校长童真
教育思想的一个体现。 她坚守童真的教育
理念， 对于当前北京市推进小学提质减负
这项工作有很大的意义。

对于减负提质，北京市做了很多规定，
全国很多地方也在推进减负提质。 但是也
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减负的声音轻，说提质
的声音重， 表现了一种担心———减负是要
减，但是减到最后这个质不能降。

质到底是什么东西？ 提质到底提什么？
过去都解释为提高教育的质量。也就是说虽
然减轻了学习负担， 但最后提高了教育质
量。 减负的检验标准就是质量。 那质量用什
么检验？摆在各级领导脑海里面的还是那个
统测的成绩。很多介绍减负提质效果和经验
的都是从课业负担减轻、但统测成绩排在前
面这个角度来介绍，似乎学校教育永远躲不
开这个阴影和尺子。而宣师一附小却给了我
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减负提质，不是简单
地用提高教育质量来解释，而可以变成提升
教育品质。 这是一个更好的衡量。

将人本性和科学性完美结合， 是杨英
坚守童真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人本性，指
的是尊重儿童， 以儿童的发展作为教育的
目标；科学性，就是要了解儿童，按照儿童
自身发展成长规律来坚守教育。 同时也给
我们这几点启示：应该尊重教育的对象，研
究学生；尊重教育规律，回归本位；尊重教
育实践，勇于创新。

人身上有两个东西最近， 也有两个东
西距离最远：嘴跟手的距离是最近的，说跟
做的距离是最远的。 宣师一附小好就好在
把说跟做、理念跟实践结合起来了，因此，
我敬佩杨英校长坚守童真的教育理念，也
敬佩她纯真的教育实践。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
家总督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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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学校一名普通学生
于梓昕的个人画展在学校百年
校史展馆举行，这是学校首次为
学生举办专题作品展。 此后，一
附小又相继为学生们举办了摄
影、阅读、科技小制作、魔术、特
色小队活动等展览，以搭建适合
学生成长的舞台。 这样做的目
的，源自学校始终坚持的一个教
育信念：“每个学生心中都有一
颗梦想的种子，只要有适宜的土
壤、充足的阳光，他们就会自由
生长、尽情绽放。 ”

如今，在一附小的校园里，
活跃着童心舞蹈团、 合唱团等
社团及腰鼓队、 无线电测向等
55个兴趣小组， 全体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参与
其中。在这里，学生可以找到适
合自己发展的空间， 成为寻找
自信、体验成功的起点。

杨英认为， 要形成稳定、一
贯的促进学生成长氛围，必须对
课程进行建设，让办学思想与课
程建设有机融合。学校从学生基
础和需要出发， 依据办学目标、
文化积淀和教师专业潜力，盘活
校内外课程资源，形成了以基础
课程、拓展课程、活动课程为主
干的课程框架体系。

从
儿
童
立
场
出
发
设
计
教
育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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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师罗兰的班级里，
有一项她和学生们共同创办的特
色活动———超级全方位。 这是一
个寓教育于游戏、 寓自信于娱乐、
每周一档的现场综合节目。学生们
在其中可使出浑身解数，无拘无束
地表现自己，挥洒才艺。 谈到创办
这项活动的初衷，罗兰说，教师是
儿童校园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必须
要首先感知儿童的感知，体验儿童
的体验，喜欢儿童的喜欢。

在学校的倡导下， 一附小教
师深入研究儿童学习心理， 努力
把真实、灵动、实效作为课堂教学
的价值追求。“真实的课堂”从问
题出发， 让学习过程成为促进学
生成长、 培养良好学习习惯和兴
趣的过程；“灵动的课堂” 强调转
变教与学的方式， 注重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实效的课堂” 则抓住学科
本质，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课堂之外， 教师们还经常采
取小专题研究的方式， 定期组织
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比如，选
购饮用水、身边的噪音污染、我的
营养配餐、制作宣师一附小名片、
走进中学、班级博客联盟、科技夏
令营、海外游学等活动，为学生创
设了多层面、立体化的成长空间。

我
的
校
园
我
做
主

在一附小，“小主人提案”是学
生参与校务的重要途径。 现在学生
们身上穿的校服就是他们通过小
主人提案确定的。 从2007年起，学
校就取消了学生护导制度，取而代
之的是红领巾志愿服务岗位制度。
这项制度同样源于学生自己的提
案，岗位标志也是由学生自己设计
的。其中志愿服务岗位有文明传递
岗、礼仪示范岗、爱心服务岗和少
年先锋岗，全体学生可自愿报名参
加或被推荐参加岗位服务。

在培养学生自主能力的同
时， 一附小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
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 通过发挥
同伴作用，让儿童影响儿童，让儿
童成就儿童。“竞选联盟”就是这
种理念下的一个举措。

每年少代会， 干部竞选都会
牵动学生的心，经过探索，学校逐
步摸索出组建竞选联盟的方式。
在竞选期间， 由竞选人邀请助选
人组成竞选联盟。 候选人与助选
人在组建联盟过程中学习与人交
往，学习正确认识自我，学习民主
管理。 教师及时组织竞选联盟成
员交流感想， 引导他们调整竞选
方案，学习交流、合作方法。学生的
团队精神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培养。

（王 丹）

一周杂谭

尽情展示天性开展童谣游戏合作创编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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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本版图片由北京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