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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刚入小学不久，我兴冲冲
跑到他班主任那里，问儿子的各方
面 情 况 。 班 主 任 第 一 句 话 就 是 ：

“你的儿子简直是‘原生态’！字不
认识，算术只会做10以内的，还超
会玩。昨天评估测试，你儿子全班
倒数第二，幸亏我们班有个弱智
的，不然你儿子就是最后一个。你
们两口子都是教师，自己的儿子怎
么不多教教？”

听听一年级孩子的理由

老师接着又说了很多儿子的问
题，如：老师上课在黑板上写板
书，儿子拿着水壶不是贴着老师后
背就是看老师写，偶尔还会大声说
话或大笑；下课了，老师说课堂作
业做好的可以到外面玩，儿子不管
三七二十一，听到下课铃声第一个
飞出去，很多时候是没有完成课堂
作业的；下课玩得也有点另类，不
是在花坛边缘跳上跳下，就是在楼
梯的扶手处滑溜或是在楼梯处走上
去滚下来；上课铃响了，儿子才从
最远的操场往教室跑⋯⋯

带着老师的这个评价，我回到
家先看了儿子的评估测试，“61”！
让我不可思议的是后面基本上空
着，我问儿子：后面怎么没有做？
儿子说：累了，准备回家做。可见
他根本没有考试这个概念。同时，
以前幼儿园是没有作业的，我们又
没有早早教他一年级的知识，一下
子考试他当然接受不了。

我又问：为什么上课了还在外
面？儿子说：我听到上课铃响就跑
回来了。的确，操场到教室比较
远，跑回去需要一些时间。如果要
确保上课铃响后每个学生都能回到
教室里，学校设计铃响时间时就要
估计一下，在学校任何一个角落玩
的学生跑到教室大概需要多少时
间，要确保铃声停了每个学生都能
入室，这样学生会放心大胆地进行

课间活动，不用担心上课迟到。接
着我又问：下课怎么在楼梯上滚？
好玩！儿子说得很干脆⋯⋯原来，
这些被老师认为有问题的行为，一
年级的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好动并不是多动症

我和他爸爸都比较忙，很多时
候是爷爷奶奶去接他放学，班主任
多次跟爷爷奶奶提议：带孩子去医
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多动症⋯⋯爷
爷奶奶回来就急切地告诉我。我一
口否决，并用事实证明：儿子在家
尽管也很会玩，但在规定的时间让
他完成一项作业，他完成得又快又
好，智商应该没问题。遇到特殊情
况，他还能沉稳应对，给大人意想
不到的意见和建议。

记得我第一次开车，突然在上
桥的半中间熄火了，重复好几次也
上不去，反而往下滑，急得我脸上
都是汗，呼吸的节奏也明显变了。
这时，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儿子，
身体靠近我，说：“妈妈，别急！
慢慢来，好好想想再来！”儿子的
话让我的紧张舒展开来，按照他说
的做，车子就上去了，那时儿子才
是幼儿园中班的孩子。

为了让他爷爷奶奶完全放心，
暑假我带儿子去上海儿童医院看了
专家，检查结果：高智商，没有多
动症。这下，爷爷奶奶放心了，还
自信、自豪地对别人，尤其对儿子
的老师说：我们没有多动症，智商
检测是高智商。从此，班主任不再
向我们建议查多动症，也开始认可
我儿子智商确实很高。

尊重差异找到发展方向

但班主任向我们反馈或诉苦较
多的仍然是——太会玩，管不住！
当书法老师挑选我儿子参加校书法
兴趣班时，班主任斩钉截铁地说：他

去？不把墨汁打翻、涂得满地都是
才怪呢！书法老师听了，也有点担
忧地说：要不二年级让他参加吧？

没想到儿子对书法特别感兴
趣，回到家对他爸说：我要学书
法。我们都惊讶地盯着他看。说实
在的，我们也感觉他太会玩，担心
他静不下来。出于相信“兴趣贵在
喜 欢 ”， 我 们 还 是 给 他 报 了 书 法
班。一年后他代表学校参加了“兰
亭杯书法大赛”，是唯一一个获奖
的低年级学生。得知这个消息，儿
子的书法老师马上让他参加了校书

法兴趣班，他的班主任不好意思地
对他爸爸说：“真没想到，这么会
玩的一个人，写起毛笔会这么静。”

我想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孩子喜
欢。只要是他喜欢的，学得都又快
又好，无论是游泳、跆拳道还是乒
乓球。看到我在众多杂志、报刊发
表文章，儿子三年级的时候主动问
我：“妈妈，我写得怎样？”我对他
竖起大拇指，他说：“既然好，那
我 也 要 发 表 。” 为 了 支 持 他 的 想
法，进一步提升他写作的自信，我
就帮他投了稿，到目前他也有很多

篇小作文发表在绍兴晚报。于是，
他有了下一个目标——和妈妈合作
写本书！

最终我想对每一位家长、教师
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
体，各自的发展速度和到达某一水
平的时间不完全相同，请多理解和
尊重孩子发展进程中的个别差异，
支持和引导他们从原有水平向更高
水平发展，您若做到了，孩子发展
的春天便来到了。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越
城区孙端镇中心幼儿园）

接纳儿子的“原生态”
郑国娟

微言家教行动

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体会：每次发下单元测
试卷叫学生带回家签字，第二天总有几个孩子会
说“没有带”“忘记签”“我妈说我考得太差不肯
签⋯⋯”如果老师电话打给家长，得到的答复大
多是“我没看见啊！”“不知道啊！”“他说忘记在学
校里了！”而且随着年级的升高，理由和人数也会
逐渐增加。

我也亲身经历过同样的事件，儿子读二年级
时，一份考了 92 分的英语卷子就没敢带回家。这
件事促使我思考，家长和老师应当怎样面对孩子觉
得没考好的卷子，我们的态度会不会培养出爱说谎
的孩子呢？

面对一份试卷，教师要做到有“批”也有“评”。
有的老师特别喜欢让学生在考卷上写上本次考

试第几名，或者班级里有多少人考90分以上、多少人
考75分以下等。这样的数据给那些暂时没考好的孩
子造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其实，老师要学会在点
评试卷时指出问题、可改进之处以及写得特别好的地
方，对孩子的进步及时赞扬与激励，让孩子们每次拿
到试卷就好像老师在当面给予指导和点评。

老师如果把卷子丢给学生，抛下一句：“叫你家
长去看看，明天给我签好字回来！”学生就会觉得如
临大敌，回家指不定发生什么情况，不如拖一天是一
天，长此以往必定会养成说谎的坏习惯，有的孩子甚
至一遇到考试就害怕，造成越考越差的恶性循环。

同样，面对一份试卷，家长要做到会“看”也
会“析”。

拿到卷子家长一般都会先看分数，但聪明的家
长更关注问题出在哪里。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试
卷上的每一处错误都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耐心地分
析，是粗心，还是不懂？是动作太慢来不及，还是写
得太快抄错了？分析之后让孩子及时改正，或者补
充练习一两道相似的题目来巩固一下，让他们觉得
订正的重要性，知道爸爸妈妈关心的不止是分数，更
关心自己到底学会了没有。

另外，家长也可以对比孩子近期的几份试卷，成
绩有所提高要及时鼓励和表扬，成绩有所下滑要找
出原因和对策，鼓励孩子下次能迎头赶上。千万不
要唯分数论，一顿批评打骂，更不能赌气说：“考这么
差我才不签字呢！”否则以后孩子考不好就不把试卷
拿出来，家长就难以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

一张小小的考卷，考验着老师和父母的智慧，千
万不能把签字作为惩罚的理由，别再让“家长签字”
成为孩子考完试之后的“痛”和“怕”。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警惕“家长签字”
培养孩子说谎

余晓玲

毛克利 绘

丰富研究内容，科、教融合促提升

多元整合，构建“三三三”课程体系。学校探索具
有幼师特色的“三三三”课程体系，即“入门课程+显性
课程+隐性课程”“选修课程+必修课程+实践课程”“文化
课程+专业课程+技能课程”。构建过程中，学校重视各种
隐性教育因素的价值和应用，逐渐构建起行为养成、专
业阅读、环境创设、值周劳动四大隐性教育课程。学校
注重课程内容的实际应用，将专业基础课与幼儿园工作
实际相对接，把理论性较强的幼儿教育学分解为幼儿游
戏、幼儿园课程等 6 门课程；针对课程安排和学生发展
需求，学校突出实践能力培养，实施“亦生亦师，教学
做合一”课堂教学改革。对应课程设置，学校构建专业
综合技能培养考核评价体系，制定幼儿教师必备的八项
专业综合技能 （手工、儿歌弹唱、幼儿舞蹈、讲故事、
说课、教案编制、课件制作、专业写作） 考核目标、标
准与办法。

“亦生亦师”，促使学生能力生发。以“教学做合一”
理念为基础，学校开展了“亦生亦师”教学改革：一是指
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学关系的转化，学生可做老师，老师
可做学生，教师既教又学，学生既学又教，教学合一；二
是针对幼儿师范的专业特色，现在的学生就是将来的教
师，现在的学是为了将来的教，将来的教也可以充实现在

的学，学做合一。在教学过程的组织上，学校重视教学相
长、面向全体、发展个性、提高素质，教学以尊重、引
导、赞赏、帮助学生为前提，由重教师“教”转向重学生

“学”，由单向输导转向多向交流，由教师的绝对权威转向
师生平等融洽，把学习变成个体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生
成、张扬、发展、提升的过程，从而促进学生在教师指
导下富有个性的学习，在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中，凸显自
主、合作、创新、探究。教改实验项目“一弹一唱，亦
生亦师——幼师生幼儿歌曲弹唱能力培养的实践与探
索”获 2014 年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因性施教”，探索女生、男生特色教育。青岛幼师
的学生以女生居多，但近年来随着幼教市场对男幼儿教
师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男生也处于“关键少数”的位
置，如何根据不同性别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好男、女
生教育，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可用之材，是近几年学校
在思考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学校本着尊重性别差异，
关心每一个学生成长的指导思想，探索了“因性施教”
的育人模式。即初步形成了基于以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为目标的“一体两翼”女生教育模式和以阳光刚
毅、敢于担当、才技突出为目标的“三效合一”男生教
育模式，充分体现了学校因性施教的育人特色。《中国教
育报》 在报道学校 《育人无形 润德无声》 特色育人机
制时，以 《尊重差异 因性施教》 为题专门介绍了学校
特色的男生、女生教育模式。

流动研究，提高师生科研水平。学校提倡开放的教育
教学研究，以幼儿园为依托，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规定青
年专业教师下园蹲点至少一学期、人人能带见实习生，每
个教研室每学期至少到幼儿园教研或听课2-3次。在校园
互动中，学校教师上“下水课”，幼儿园教师上示范课，
学生上尝试课、巩固课，最后下园送课，“接地气”的教
研提升了教师的教研水平。在实习工作中，学校创新实施

“双导师制”，即学生在实习期配备两名指导教师：一名是
学校专业教师，一名是幼儿园的实践老师，他们一起对学
生的教案、一日活动的组织与指导、毕业论文撰写与答辩
各环节跟进指导，共同对学生的实习给予评价。在 2015
年第九届全国高校学前专业毕业论文评选活动中，与全国
本科生同台竞争，学校 15 名学生获奖，其中一等奖 5 名，
二等奖 5 名。2015 年，学校 2 门精品课程 《幼儿园科学活
动指导》《音乐欣赏》 被评选为青岛市第三届精品网络课
程。近 3 年来，学校有近 60 人次参加全国学前教育教材
编写，近 30 人任主编或副主编，80 余篇论文发表或获
奖。2014 年，学校被评为省级校本研究先进单位。

教科研融合，引领教师与学生在“问题——研究
——成长——问题”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上，促进自身专
业化发展。今后，学校将把教科研工作继续推向专业
化、系统化，打造一支科研型的教师队伍，提升学校软
实力，为学校升格发展奠定基础！

((张根健张根健 于于 朝朝 张景美张景美))

科研科研教研相融合 两代师表共提升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科研特色工作侧记

近年来，随着“教师成为研究者”的深入推行，教育研究逐
渐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作为
青岛市一所培养、培训学前教育师资的幼儿师范学校，青岛幼师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探索出立足学校教育教学实际，科研、
教研深度融合，促进两代师表专业发展的科研特色工作。一线教
师做研究不同于教育理论研究，它是以校为本的教育教学研究，
是以教师为研究主体,以学校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为主要研究
对象，以促进学生、教师共同发展为宗旨的教育教学研究活动，
它是一种微观研究、应用研究、行动研究、现场研究。因此，学
校教育研究的目标定位于两个方面：一是结合学前教育发展与幼
儿园实践需求，培养在校学生成长为专业的幼儿园教师；二是结
合社会发展与教师自身发展需求，促进在校教师专业化发展。

健全研究制度，内、外统筹强机制

学校重视教科研工作，成立以学校为整体、各教研
室为单位、教师为主体的组织研究网络，搭建教育研究
交流平台。为保障教育研究各项任务的顺利开展，建立
各项保障、激励制度，如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课题管理
办法》《青岛幼儿师范学校科研奖励条例》 等。在教育
研究实施过程中加强监督与引领，成立学校学术委员
会，聘请校外学前教育界资深教授与专家成立学术专家
指导团，加强教育研究的实践深入与理论指导，加快校
本研究的成果转化，提升教育研究的学术品位。学校还
成立督导委员会，开展“推门听课”，对教师教学进行
期初、期中、期末督导，加强对教师教学的常规检查与
监督，从而发现问题、提升问题，找到教育研究的着眼
点。

拓展研究空间，校、园联动谋发展

教育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幼儿园是幼师的共赢体与
合作者，学校一直重视与幼儿园的共建与联动，多措并
举谋发展。一是校、园各取所长，优势互补。幼儿园应
学校要求派出业务骨干到学校交流幼儿教学实际情况，
学校也急幼儿园所需给予帮助，共同建立备课室，与幼
儿园教师研究幼儿教育热点问题。二是深化幼儿教师教
育职前职后一体化研究，促进学校与幼儿园的互动交
流。学校为幼儿园名师、名园长培养工程人选配备学术
导师和实践导师，同时幼儿园优秀教师被学校聘为实习
指导教师和在职培训授课教师。三是健全机制，保障联
动。学校成立由骨干幼儿园园长参加的校园合作委员
会，制定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园校合作委员会规程》，
建立校、园双方定期研讨机制；制定教学实习联合育人
办法，实行双导师制和毕业论文答辩，给予专项经费支
持；出台流动研究规定和在职培训调研考核办法等。学
校以 《园校联动 协同育人》 为题的创新案例，获得
2015 年青岛市第三届教育体制改革创新奖，并相继刊
登在 《青岛日报》 等新闻媒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