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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思维

除法竖式“高低位”之争

小小粽子学问多乐教乐学

从去年开始， 在青年教师的培养方面
我们学校进行了新的尝试： 资深教师给徒
弟当“学生”。 听课时，笔者不再正襟危坐，
而是等同于班级的学生，举手回答问题，参
与小组活动，课堂交流时发言，还和学生一
起回答作业问题。

要给徒弟当好“学生”，课前就要与年
轻教师共同备课， 了解年轻教师的教学思
路、教学风格。 同时要与年轻教师一起了解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只有这样，评课时
才能有的放矢。

笔者带的徒弟朱金珠老师执教“两位
数除以一位数”时，学生通过分小棒理解
42÷2=21 的原理，然后根据分小棒的过程
写出竖式，写出竖式是本节课的重点和难
点。 学生分小棒进行得非常顺利，动手、动
脑，操作有序，课堂活而不乱。 然后，任课
教师提问，谁能写出竖式？ 学生思考片刻，
动笔后开始交流。 有的学生和我们预设的
一样，写出了教师希望出现的竖式，并且
结合动手分小棒的过程说得头头是道。 先
把 4 个 10 平均分成 2 份，每份是 2 个 10，

在十位上写 2，然后，把剩下的 2 根平均分
成 2 份，每份是 1 根，就在个位上写 1。 任
课教师特别强调， 要先从十个一捆的分
起，然后再分不到一捆的。 笔者开始觉得，
这样的强调是没有问题的， 也渗透了分数
除法竖式的方法， 从高位算起。 就在任课
教师要向下进行的时候， 有个学生提出了
不同意见。

这位学生说， 先分 2 根，2 根平均分成
2份，每份是 1根，就在个位上写 1。 然后再
分成捆的，把 4个 10平均分成 2份，每份是
2个 10，就在十位上写 2，得数也是 21。

任课教师觉得自己已经给出了最佳方
法， 学生又提出不同的方法， 就有点不情
愿。 但她仍然给了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让
学生开始分组讨论。

朱老师来到了笔者所在的小组， 想听
听笔者的意见。 笔者认为，从低位算起，从
算理上讲得通，没有问题。 笔者也和朱老师
进行了简单的交流， 这种算法唯一的缺点
是，当十位的数除后还有余数的时候，计算
会很麻烦。 但是我们拉长学生知识的形成

过程， 对于孩子自主、 完整地构建数学知
识，对于激发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更有意
义。

在随后的讨论中， 有近四分之一的学
生支持从低位算起。 任课教师肯定了学生
的方法。 笔者看到了这些学生满足的神情，
其实笔者更期待看到学生与教师思路冲突
的时候， 学生的深思能促进教师修正自己
的教学方法。 年轻教师重预设，轻生成，遇
到备课中意想不到的情况时容易否定学
生。 当资深教师成为旁听者的时候，一个眼
神，一个简单交流就能完美地解决问题。 如
果笔者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听课者， 就很
难与年轻教师有这种及时的交流， 也很难
做到及时介入。

给徒弟当“学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
够及时交流、及时介入。 作为旁观者，会更
容易发现问题。 在此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年
轻教师是主导，点拨要在关键点上，是锦上
添花，而不是另起炉灶。 介入时机要恰当，
程度要合适，不能喧宾夺主。

李本锋

“先将粽叶折成一个圆锥体，然后放进糯米并压紧，再将粽叶前后左
右折叠，最后把粽子棱角捆起来……”6 月 6 日，吉首市乾元小学四（3）班
开展“迎端午包粽子亲子活动”，孩子们在家长的指导下迫不及待地包了
起来。 尽管成品不算美观，甚至有的还“露馅”了，但是，孩子们在动手过
程中体验的是劳动的乐趣，也更深入地了解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感受中
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通讯员 吴拥华

笔者又一次接手一年级，和学生
们相处了两个来月，学生们的天真可
爱、活泼朝气深深打动了我，但笔者
也发现不少问题：垃圾随意丢弃在地
上没有人捡，值日的时候拿着拖把当
武器玩，讲台上的东西莫名其妙地消
失……学生身上自私、撒谎、任性、贪
小便宜等缺点都暴露出来了。

对一年级的学生而言，简单的说
教、高压的政策肯定是行不通的。

有一天，笔者怀抱着一个装饰精
美的箱子来到教室。 学生们见了纷纷围拢来，
七嘴八舌地问东问西；更有好奇的，撸起袖子
就往里掏，想从里面掏出什么宝贝。

笔者只在边上笑眯眯地看着，等到上课铃
声响了，才在箱子上贴上“好事罐”的字样，故
弄玄虚地告诉学生们：“从今天开始，老师每天
都要‘抓人’”。

学生们瞪大了眼睛，疑惑地看着笔者。 见
时机成熟，笔者才不慌不忙告诉他们：“老师每
天抓的是这样的学生：主动帮助同学的、写作
业漂亮认真的、主动捡起地上废纸的……”

“老师，我明白了，只有表现好、做好事的
小朋友才能被你抓到。 ”小豆丁像发现了新大
陆，兴奋地喊道。

“对，只有行为美、心灵美的学生才能受到
表扬。 ”笔者补充道。

在笔者宣布了“抓人计划”之后，小王看到
地上有一些垃圾， 他快速捡起扔进垃圾桶，这
一教育良机怎可错过？ 笔者马上宣布“抓住
他”，把他的名字和做的事情写在一张纸上，当
着全班学生的面宣读，并郑重其事地放进罐子
里。

这个淘气的男孩因为这张小小的纸条，后
来在课堂上就坐得特别直，听课也表现出前所
未有的认真。

就这样，只要学生有一点点进步，笔者就
敏锐地捕捉。

星期五的最后一节课，笔者在教室里的大
屏幕上打出了“周五大表扬”五个大字。 把“好
事罐” 放在讲台中间。“同学们， 老师要抽奖
了。 ”笔者大声说道。

学生们都用期待的眼神盯着笔者。
“姚欣瑜，你的字工整漂亮，值得大家学

习。 ”笔者拿出一张纸大声念道。被抽中的学生
雀跃着，没抽中的学生有点失望，但在得知下
周仍将继续抽奖后，大家都眉开眼笑了。

这节课抽到了五位学生，他们的奖品也是
五花八门的， 如中午可以代替教师坐在讲台
上、使用彩色粉笔、排队时站第一个、选择午间
音乐、选择活动课时看的动画片……

获奖的学生欣喜若狂，而名字没有被放进
罐子里的学生，就会默默努力。

徐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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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运城，有一所让学生充分阅
读从而延伸到幸福教育的学校———运
康中学。

每个星期五下午是学生专门“不务
正业”的时间，他们会收起课本，走出教
室，拿着乐器、舞蹈鞋、画笔等加入一个
临时班级，跟着教师学习与升学考试没
有关联的课程，所有学生都距离“读书、
考试、做卷子”很远，学校提供的多种兴
趣课足够学生随心所欲地选择。

适当地把学什么的选择权交给学
生，该校称之为“幸福课程”，起源于阅
读。 从图书进教室，到写字阅读课进课

堂，再到开展选修课、兴趣班，幸福教育名目越来
越多。 该校对初中毕业生进行追踪研究，在相对
自由环境下读完初中的孩子，他们的成绩在高中
更为稳定。

郭瑞

周
五
“不
务
正
业
”

更正启事：6 月 6 日 07 版《侧面烘托另
类讲解法》的作者应为庄晨霞。 特此更正。

今年是我调来新民小学和老师、孩子们共
处的第三个年头。 不久前，L 老师迎来了自己
关荣退休的时刻， 空出了一个九级教师岗位，
于是学校按例开启了新的一次教师岗位设置
微调工作。

本以为此次微调工作会很顺利和简单，在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把岗位设置方案的评分办
法和岗位设置申报表整理好，发给了具备相关
条件的五位老师，吩咐她们先自行计分，并准
备好新增的获奖证书及荣誉，只等下周一再进
行收集、审核、打分。

新的一周刚开始，我听到一个老师反映，
前两次岗位晋级的老师是按照上次计分的结
果替补方式上去的， 为什么轮到她们就又进
行重新打分和排队了？ 这不明显是区别对待
吗？话语之间明显有着情绪和不满。为了消除
这些负面影响，我和书记商量：开支部会讨论
一下吧。 于是， 支委会三个人进行了开会商
量， 抛出两种方案： 一种是按照上次计分结
果，从高到低进行替补；另一种方案就是在上

次计分结果上加上新增一年的成绩， 从高到
低进行推荐， 并确定下午教师例会前先开个
岗位设置微调专项会议，由支委会派三人（校
长、书记、教导主任）、工会派三人、教师办公
室派四人一起先开个会，大家充分发表建议，
认为哪种方式比较好， 再进行无记名表决投
票……

会上，当事人之一的 LY 老师在表达自己
的想法后，就进行了回避，我们剩下的九人继
续进行充分发言，发言完毕后，大家进行了两
种方式的投票，投票结果出来了，六人赞成以
上次计分结果为准，进行替补；三人赞成以上
次分数基础上加上新增一年的分数， 进行递
加，结果出来后，当场进行了宣布。 下午放学
后，教师例会如期召开了，会上我就今天的岗
位微调工作进行了小结， 并同时宣布了岗位
微调会议结果是由 LY 老师替补晋级。 本以
为， 平静的一天就这样过了……可是在这一
过程中，大家都遗漏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
去年的这个时候，同样因为有两位老师退休，

空缺了岗位出来需要进行调整时， 我们采取
的却是不同的方法。

当天晚上， 接到了另外一位当事人的电
话，这是一个有着 33 年教龄的老教师，也是涉
及此次岗位微调工作的直接利益人，她提出了
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语气里明显带着不满和委
屈，她希望重新打分，因为自己在近一年的工
作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表明自己还有
三年即将退休，如果这次没有微调成功，那么
她将带着遗憾离开这个讲台。电话中她也提出
了，如果不重新打分，她将提出“行政复议”，争
取到底……

放下电话， 我的内心激起了一阵阵涟漪，
“行政复议” 这几个新鲜字眼反复在我的脑海
中浮现。 从教近二十年，担任行政管理工作近
十年，我还是第一次从老师的话语里听到这个
字眼，虽然在自己课余学习的日子里，我的导
师跟我们讲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是在我
的身边，我还是第一听到，这引起了我深深的
思考！

作为管理者，这次岗位微调工作是否有思
考和做得不妥当的地方呢？ 这看似完美的处理
结果，是否真的照顾到了每一位老师的切身利
益呢？ 是否做到了公平公正呢？

行政复议是司法范畴的一个概念，具体来
说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主体
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
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
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 最终，我们还是继
续召开支委会议， 就此事进行了重新讨论，按
照合理公平的第二种“递加”形式完成了此次
岗位微调工作。

但这次“行政复议”背后的故事，都要引起
我们管理者的深思。 作为管理者，在做每一项
决策前，都要充分考虑清楚，既要查找原来处
理过类似事情的案例，又要充分考虑每一个当
事人的具体情况，要以人为本，坚持从科学民
主的管理角度出发， 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把
每一项工作做细做实。

长沙市岳麓区新民小学 吴新华

“行政复议”背后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