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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4 月 23 日是北京第二实
验小学于洁老师 30 岁生日。对于她
来说，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她所带的
六年级 （13） 班被评为北京市先进
班集体。送走这批孩子，回味与孩子
们朝夕相处的日子，看看自己曾经写
下的“家书”、记录的案例，往事历
历在目⋯⋯

北京实验二小践行开放办学理
念，有向家长发送“每周佳话”的传
统，借用“每周佳话”对本周教学和
下周学校事宜做相关提醒，是家校沟
通的有效手段。但于洁发现：发到微
信里的“每周佳话”，一些家长由于
工作太忙等原因，经常不能及时阅
读，这样的“佳话”岂不形同虚设？
跟同组的前辈胡老师、宿老师等讨论
交流后，于洁决定对“佳话”的形式
和内容进行创新，变“每周佳话”为

“每周家书”。除了传统内容外，还增
加了两个模块：一是回应家长们提出
的有关学习和班级管理的共性问题，
二是记录班级一周中发生的温馨而有
正能量的点滴瞬间，以微情景再现的
方式在家书中展现，配以精致的信
纸、漂亮的信封，让孩子们带回家与
家人一起分享。

一封小小的家书不仅架起家校沟
通的桥梁，更成为促进家长陪伴学生
的温暖推手。于洁说：“在二小，家
书是我和家长沟通情感、导引班级管
理方向、解决班级问题的重要平台。”

家书传递教师课堂教学理念

实验二小的“前参”（课前参
与） 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更是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学
生可以在“前参”中积累掌握大量的
基础知识，还会提出疑问并带着自己
的思考和问题进入课堂。但一次语文
课上，当于洁兴致勃勃地带领孩子学
习 《阅读大地的徐霞客》 一文时，却
发现学生因“前参”时阅读大量教辅
材料，早将结论性的文字烂熟于心。
当这些“冷冰冰”的结论摆在黑板上
时，于洁有些失落，也认识到了过度

“前参”的弊端。针对这一问题，她
便拟一封家书如下：

各位家人，下午好！
今天，阳光正好，春意正浓，我

却心有所思，特将今天的课堂剪影与
您分享一二。

第一节语文课上，我们围绕着徐
霞客是一位奇人、《徐霞客游记》是一
本奇书，让学生交流讨论奇人“奇”在
何处，奇书“奇”在哪里？意在让孩子
们从文中提取信息，形成解释，并能结
合自己的知识积累，加以阐述，智慧碰
撞，丰富对人物的认识⋯⋯

结果，意外出现了！孩子们在交
流中个个言辞精准，分析到位，这课仿
佛没有任何问题了。但细细回想却发
现，孩子们的回答大多是结论性语言，
缺少了思考过程，缺少了结合文本、联
系课文内容形成解释的过程，我想这
大概是参阅了教辅材料的缘故⋯⋯今
天在学校，我就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了
教辅材料的作用和使用方法，鼓励孩
子们摆脱对教辅材料的依赖，回归课
文，品读文本，敢于提问，勤于思考。

各位家人，为了学生思维能力的
发展和学习习惯的培养，还希望能和
您一起关注此事，携手帮助孩子走出
依赖，绽放个性思维的光彩！

此后，学生使用教辅材料的少
了，课堂交流的思考角度多了，讨论
时的真问题也多了，真正实现了学生
在课堂中的“求真、累加”。此后，
于洁还就如何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
读、如何开展实践性学习等，多次与
家长进行交流。家长通过家书了解到
教师的教学目标和课程改革的方向，
还看到了学生的变化与成长，与教师
的配合更加默契了。

家书培养学生自我教育和
管理能力

学习问题可以借助家书来解决，
班级管理问题自然也可以。外出社会
实践活动、日常班级建设、学校各项
活动的参与情况等，于洁都通过家书
的形式传递给家长，家校之间形成信
任关系，再教育学生时就事半功倍
了。

到五年级时，学生们长大了，自

主意识增强，应该培养他们自主管
理、自我总结和反思的能力了，用于
洁的话说，就是要让他们“眼里有他
人，心里有温度”。这一年，于洁把
家书书写整理工作转交给了每一个学
生。她将班级工作分为学习部、纪律
部、宣传部、体育部、组织部和综合
部 6 个部门，各部门每周会有一名学
生负责本部门的要事记录，并和其他
部门负责人一起完成本周的家书设计
及撰写工作。

第一次实施起来确实有难度，学
生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下笔。同
时，学生阅读老师写的家书，已经在
脑海中烙下深刻的印记，在自己撰写
家书的过程中难免会禁锢在老师的总
结角度和语言表达的框框下。于是，
于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指导，鼓
励他们创作有自己风格的家书，提醒
他们留意每天发生的班级事件，并分
清每件事隶属于哪个部门，记录在家
书中。习得方法后，学生第一次自主
完成的家书便“横空出世”了！而后
的每一次家书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关
注角度，每一次家书的变化都在记录
他们的成长和变化。比如，纪律部的
小郑同学在家书中提到：“本周广播
时间大家都做得很好，听得很认真，
班里很安静，不过还要做到广播时间
清空桌面。”“本周出现两次带零食来
学校的情况，学校明令禁止带零食，
这是一项校级规定，大家不要违反
哦！”对于学校的规定和要求，学生
们不仅自己铭记于心，还能提醒他
人。这种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育行
为，比老师的教育更容易被学生接
受。

这一改变不仅让每个学生都有了
参与感和主人公意识，更让学生在这
个过程中学会了欣赏他人、赞美他
人。小轩是班里最调皮捣蛋的男孩，
别的孩子都不愿意跟他做朋友，家长
也时常向老师“告状”，希望把小轩
调换到其他班级。于洁发现，尽管小
轩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与周围同
学发生肢体冲突，但他热爱劳动。每
学期开学初，他都会主动带来工具为
班级同学调试桌椅的高度。每一次调
试桌椅都会满头大汗，一不小心还会
划破小手，但他从不抱怨，从不在

意。每当看到小轩认真调试桌椅或者
主动承担班里其他卫生工作时，于洁
都会在晨检时间表扬他、肯定他。渐
渐地，负责撰写家书的同学也开始注
意到他，并把他的这些温馨瞬间记录
下来与叔叔阿姨分享。

从那以后，小轩在大家心中不再
是那个令人讨厌的喜欢恶作剧的小胖
子，而是一个主动热情、大气友爱的
小男子汉⋯⋯后来，曾经多次要求把
小轩调换到其他班的那位家长打电话
给于洁，说：“于老师，我看到了您
对小轩的耐心，也看到了家书里其他
孩子对小轩的认可和赞美。我之前的
抱怨确实有些片面和冲动了。您对小
轩能这么关注，这么有耐心，对我们
家的孩子自然也一定不会差的，我相
信您！”

家书，帮助小轩完成了一次从被
驱逐到被认可的完美蜕变。这件事，
更加坚定了于洁利用家书促进家校沟
通的信心，因为这个过程不仅可以培
养学生欣赏他人，互育提升，更解决
了班级发展与家长需求错位的棘手问
题。

家书促进亲子沟通，变单
向传递为双向交流

在一次批阅随笔时，于洁发现班
里一个学生仿写的诗歌对仗押韵，言
辞优美。她突发灵感：何不给他一个
展示和锻炼的机会呢？于是她决定让
这个学生来完成一次家书的撰写。当
于洁把想法告诉他时，他喜出望外。
也就是从那时起，写家书便成为班里
的一种奖励。学生对这个“特权”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纷纷申请⋯⋯就这
样，家书文化在班里蔓延开来。于洁
因势利导，鼓励学生一周中坚持用

“大气、博爱、智慧、智行”的校训
严格自我约束，为自己争取下一周的
家书撰写机会。于是，便有了圣诞节
的中英文双语家书，还出现了进步生
小申的元旦家书及祝福⋯⋯

家长也在这个过程中与孩子一起
成长和思考着。一次家书分享后，小
雅爸爸在班级微信群中说：“孩子们
自己整理的家书充满童真童趣，孩子
们自作家书 （在老师的指导下） 是非

常好的育人之举，我建议家长写‘示
儿书’作为回复，与孩子们进行交流
和互动。”

小雅爸爸的建议得到了家长们的
积极响应，也让于洁对家书的意义有
了更深的思考。她马上与家委会沟
通，很快，第一期“示儿书”与孩子
们见面了。看着叔叔阿姨透露的身边
同学的儿时趣事，孩子们开怀大笑。
看着叔叔阿姨对玩游戏提出的一些建
议，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自己
的看法⋯⋯这样的家校互动不仅帮助
班主任更好地解决了班级问题，为孩
子们带来了新鲜感和参与感，也更加
坚定了于洁当初家书改革的决心。

“家长们一定没料到，这样一封
家书，不仅教育了自己的孩子，沟通
了亲子之间的情感，也影响和带动了
别人家的孩子。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
的事情啊！”于洁说。

看得见的家书，背后是看不见的
付出。在于洁看来，班主任工作的秘
籍就是“学习”和“有爱”。实验二
小校长芦咏莉对青年班主任的学习和
培养尤为重视。德育骨干教师的引
领、青年班主任培训以及年级组内教
研都是于洁学习的途径，学校“以爱
育爱”的理念滋养了她爱的意识和能
力。没有这种爱心和耐心，就不可能
对班里大事小情和每一个孩子的情况
了如指掌，家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流于空泛。

“从芦校长提出建设‘没有围墙
的学校’那一刻，我就一直在思考该
以什么样的形式让家长参与班级发展
建设。小小一封家书，让我体会到，
当教师和家长以心交心、对孩子的教
育目标达成一致时，这所谓的围墙已
经消失了。”

于洁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二
小这片教育沃土的滋养，有身边很多
像她一样热爱教育事业的同事给予的
鼓励、支持和帮助，让她坚持不懈一
路前行，才有幸看到了一个“欣赏他
人、反思自我”的班集体，一个“饱
含爱意、集聚温暖”的班集体，看到
了学生们成长后的模样，看到了他们
经过砥砺后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
价值观。而这，也正是她送给孩子们
最好的毕业礼物。

于洁和她的“一封家书”
本报记者 汪瑞林

今年 31 岁的黎阳是安徽省肥
西县高店初级中学一名语文老师。
从阜阳师范学院毕业后，黎阳报考
了离家很远的乡村学校的教学岗
位。因学校偏僻，黎阳住在学校宿
舍，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和孩
子们谈心是她主要的生活内容。

黎阳是独生女，父母在安徽淮
南生活。乡村交通不便，黎阳每次
回家都要多次转车。黎阳说，现在
乡村学校年轻教师比例小，不少人
辞职考到城里的学校去了，但为了
这群孩子们，她会坚持当好一名

“乡村教师”。
图为黎阳在给学生上语文课。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一名“80后”的
乡村坚守

“报告！”
“进来！”
我随口应承了一声，继续埋头批

改作业。许久，我才注意到身旁站着
的学生。接下来这个女生说：“老
师，您看这是什么?”

我抬头打量说话者，原来是我
们班的班长小宜同学。她伸手递给
我一个小塑料盒子：“请老师打开看
看 ⋯⋯” 说 着 ， 脸 上 露 出 神 秘 微
笑。当打开这个小水桶形状的塑料
盒子时，我不禁喜出望外，这正是
我一直想要的印章！

最近一连两次的班会上，我都为
不能在班级“争星榜”中给学生及时
加盖红星而遗憾。我当时难为情地向

学生解释道：“最近太忙了，有时间
争取尽快刻一个红星印章⋯⋯”但事
过之后又因为忙碌将此事抛至了脑
后。此前班会用到印章时，我都是赶
紧派班长去另一个班级借。可是，不
知什么原因，最近那个班也找不到印
章了，于是我们干脆就没有印章可用
了。可别小看这颗红星，对于小学五
年级的孩子来说，激励作用可大了。
而且，它对于我们班的学生还有着不
同寻常的诱惑，因为我与学生们约
定：只要能在本学期内得到 20 颗红
星，老师会尽力帮你实现一个小心
愿，当然，前提是老师力所能及的，
比如，你想得到某一本书或者一个精
美的日记本，或者写一封表扬信寄给
家长⋯⋯在这样的约定下，学生的积
极性更高了，不管是在学习纪律方
面，还是劳动卫生、文明礼貌等诸多

方面都有了很多改变。每当某个学生
经过全班同学评比得到一颗红星时，
都是特别的兴奋和喜悦！可是现在，
一连两次的班会课上，“争星榜”上
出现了空白，学生由激动转为失落，
我也因此感到颇为尴尬。

这下好了，我们班终于拥有自己
的印章了！我一面连声说“谢谢”，
一面仔细把玩这个精巧的工艺品：印
章由红色的橡胶刻成，圆柱形底盘上
有一个略带弧度的柄把，印章面上刻
着一个棱角分明的五角星，由于浸润
过印泥而显得红艳光亮。

小宜轻声说：“这是我妈妈做
的⋯⋯做得不好，请老师先将就着
用吧！”

我 被 这 突 如 其 来 的 惊 喜 感 动
了 。 平 时 ， 我 和 其 他 同 事 经 常 抱
怨，在这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社

会中，教师成了平凡甚至卑微的职
业，我们与家长的沟通无非是为了
孩子的学习与成长，从不奢望有人
能给予我们理解和关心，更何谈支
持？在无数个忙碌的日子里，我总
认为自己在孤军奋战，来自学校、
家庭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压力经常令
我疲于应对，心存芥蒂。我不断地
学 习 、 不 断 地 “ 充 电 ” 来 提 高 自
己，不断地想方设法改进工作，也
很难被一些家长认可，有时甚至还
会遭到误解和非议，这一切都让我
觉得作为一个教师好累好累。

但是，这一刻令我万分感激。这
个印章让我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我
的付出并没有白费。其实，一些家长
一直都在关注着我，支持着我！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市金台
区南坡小学）

一枚红星印章
吴利强

前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在课堂教学中
走入了误区——教学不能很好地围绕学生
的学习进行，有时甚至还会把简单的问题
越教越复杂，让学生越听越迷糊，抓不住
重点。没有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学生的
学习效率极其低下。我开始考虑，如何在
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提高课堂效率，并将课
堂还给学生？恰在此时，我无意中在网上
看的一节“微型课”，令我茅塞顿开。

微型课具有“具体而微”的特点，因
为要在 10 到 20 分钟的有限时间内完成教
学内容，所以不要求教学内容的完整性，
但更注重突出课堂的重点，追求教学环节
的紧凑和有效。它虽然时间简短，内容单
一，但也要讲究课堂结构。要在很短的时
间内，让在座的听课教师或学生明白你是
怎样突破教学中难点的，这对教师的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微型课更着重呈现上
课的过程、教学环节的设计、课堂活动的
安排和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等。在对微课
的探索中，我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问题一：超时。由于授课内容不是教
材中现成的内容，无法从教学参考书中直
接获取教案，所以在教学准备的过程中我
感到无从下手。尽管做了充分准备，在课
堂上仍然把握不好教学节奏，结果，时间
到了课还没有讲完。

问题二：教学目标不明确。仅有 15
分钟的授课时间，应该使学生学会哪些知
识，掌握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我心中没
数，所以上课时也比较紧张。

问题三：重点不突出。微型课的内
容，有些是很具体的一个问题，有些可能
只是一篇课文的题目。可我却讲得面面俱
到，在 15 分钟的时间内，好像方方面面
的问题都讲到了，可好像什么都没有讲清
楚。

问题四：没有亮点。由于微型课时间
简短，为了按时完成教学任务，我平铺直
叙，既没有深入浅出的讲授、细致入微的
剖析，也没有激情四溢的朗诵，更没有使
用准确生动的教学语言，课堂平淡乏味。

问题五：教学方式不恰当。微型课的
教学主要是对教师个人教学能力的体现和
检测，教学方式要符合微型课的课堂情境
和教学特点，要真正能够体现出教师个人
的教学水准。可是我却犯了大错，我认为
根据微型课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当然
是以单纯的讲授为主。而实际上除单纯的
讲授课题内容之外，还可以激情朗诵，可
以设计问题，可以引发思考，可以深入探
究等。

问题六：切题慢，没小结。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微型课也要具备“新课导
入—学习新知—巩固练习—小结评价”等
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所以授课时入题要
简洁，三言两语就直接进入正题，否则会
耽误时间。最后一定要有小结，小结不在
于长而在于精，在注重总结内容的同时更
应注重学习方法的总结。可惜的是，由于
我没有经验，切题时绕了弯子，最后因为
时间快到了，就匆忙收尾了事，没能构建
完整的课堂结构。

通过对自己所遇到各种问题的反思，
我逐步摸索出制作优质微课的一些经验，
特别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六个要点。

要点一：知识点要小而精。微课教学
内容的选择，可以是某个内容的重难点。
我们要注意尽量在短时间里，说清楚一个
知识点，避免过多过杂，影响学生对知识
的接受。

要点二：准备充分，内容紧凑。录制
微课前，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这样才能
让十几分钟的课程内容更紧凑。不说没用
的话，不说重复的话 （重点、要点除
外），不说“然后”“嗯”等口头语。

要点三：注重细节。微课操作的一些
细节，会影响微课呈现的效果，需要注
意。比如如果有鼠标在屏幕上乱晃，就容
易分散学生注意力；录制微课要选择安静
的环境，不要有噪音；如果有现场背景出
现，环境一定要是符合教学内容的场景，
等等。

要点四：切入要迅速。由于微课的时
间短，应避免时间到了，课还没有讲完。
切入课题时，要力求新颖、迅速、直切主
题，以便把更多的时间分配给内容的讲
授。

要点五：结尾要快捷。小结可以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是内容要点的归纳，
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重要内容的理解。
同时因为时间的限制，结尾要快捷、重点
突出，最好用几个简单、易记的短语来总
结。

要点六：突出亮点。微课不能一味平
铺直叙，这样就失去了提升教学水平的这
一目的。微课短小，要使自己的教学亮点
突出。可以是激情澎湃的朗读，可以是生
动有趣的语言表达，等等。总之，一节好
的微课要能体现出教师个人的独特亮点。

微型课真是看似水浅无波，实则深不
可测啊！

（作者单位：山东省肥城市安庄镇中
江小学）

微课教学
“讲究”多

张鹏

⦾⦾现身说教

⦾⦾教育随笔

⦾⦾班主任工作坊

“王老师每天教我们唱歌、跳
舞、做游戏，我们好开心！”8 月
14 日，在家做作业的兰佳鑫说起
自己的老师王露露，满脸快乐。

王露露是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
五 峰 乡 西 峰 村 教 学 点 的 教 师 。
2014 年，通过郧阳区定向录用考
试，她成为一名教师，在距自己家
不远的西峰村教学点任教。教学点
只有她一名教师和十几名学生，她
承担了学前班和一年级语文、数学
等学科的教学工作。

西峰村教学点的变化是郧阳区
众多教学点中的一个缩影，这得益
于该区农村偏远学校教师“三定”
培养补充机制。

近年来，郧阳区采取农村偏远
学校教师“三定”培养补充机制，
通过定村招生、定向培养、定点任
教，每年定向补充150名教师，并
纳入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管理，
办理进编手续。如果离岗，所有待
遇会随即取消。

目前，该区150名进得来、留
得住、教得好的教师无一人辞职，
在家门口幸福任教，惠及 6000 多
名山区孩子在“家门口”接受到公
平、优质教育。许多农村教学点享
受到了“家门口好老师”的福利。

“王老师来了之后，每天都能听到
读书声和唱歌声，孩子回家后能自
觉看书、做作业了。”“现在好了，
村里学校有了好老师，就把孩子转
回来就近上学，再也不用跟着父母
在外到处跑着上学了。”前来接学
生的村民们欣慰地说。

一些校长指出，“三定”机制
的专业教师，可以很好地发挥自身
的长处；原来没开的音乐、美术、
体 育 课 也 能 正 常 开 设 了 。 2017
年，该区教师补充培养机制荣获湖
北省教师队伍建设创新事项提名
奖。

（作者单位:湖北省十堰市郧阳
区五峰乡界牌完全小学）

“三定”机制助力偏远山区

教学点配齐
音体美教师

周学山

⦾⦾信息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