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长哥哥 ，今天我们
玩什么游戏啊？ ”每天上课
之前，刘同远身边就围满了
满脸期待的小朋友。 江永县
兰溪瑶族乡中心幼儿园由
于地处瑶山，幼儿师资力量
缺乏。 今年毕业的公费幼儿
师范生刘同远来到了这所
幼儿园担任园长，他用专业
知识，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
到了学习的快乐。

林满仔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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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成为“小种子班” 的班主任之
后，大多数精力都放在了小宇、小贾这些
调皮的孩子身上， 上课时目光始终留意
着他们，每天跟他们交流沟通最多。在这
个过程中，我忽视了学习好、习惯好、凡
事都不需要大人操心的好孩子。 直到看
到他们下滑的成绩时， 我才意识到原来
好孩子也会出问题。

小马是老师们口中最踏实、 最认真
的男孩儿。 可是前段时间他上课总爱走
神，作业书写越来越不认真，大考也遭遇
了小学生涯的“滑铁卢”。一天，小马黑着
脸走到我身边，问：“老师，人一定需要朋
友吗？ ” 因为我正在盯着调皮学生写生
字，随口应了一句“当然了”。 我当时虽然
看出了小马的不解和失落， 但他看我正
在忙，就懂事地离开了。 第二天中午，小
马第一次没有到楼下踢足球。

我开始反思自己对好学生教育时忽
略掉的问题，进而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首先， 帮助好学生正确认识优秀的
价值。好学生其实并不理解何为优秀，我
与几个男孩聊天时发现， 他们根本不知
道自己为什么优秀， 也不知道外界所给
予他们优秀的标签到底意味着什么。

随着孩子的成长， 在他们自我认知
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定要让他们正确地
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尤其是这些好

学生，他们应该知道自己为何而学，对未
来学习和发展方向有一个规划和目标。于
是，我陆续找好学生聊天，与他们不断地
讨论关于“顶尖人才”的话题。 在聊天过程
中，孩子们逐渐清晰了对优秀的认识。

其次，因材施教，发挥优秀的优势。
在总复习阶段，我取消了一帮一的“师徒
制”，把学生按能力和基础划分层次。 我
意识到， 前段时间几个优秀学生课堂听
课状态差，消极面对作业和课堂检测，皆
源于学习任务难度太低， 激发不了他们
学习的热情。因此，我把优秀学生集中到
一起，给予他们更高难度的学习任务。这

不仅激发了他们对未知知识的征服欲，
还能够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
环境。

最后，给好学生一双更开阔的眼睛。
回想之前小马每天沉迷于魔方， 回想美
术老师告诉我小马在美术方面的天分，
甚至一次小马跟我说他要验证一种新的
理论学说……第二天， 我立刻与小马分
享了扎哈·哈迪德的设计， 而且推荐了
《美丽心灵》这部电影给他。 那个即使考
了第一名也不苟言笑的少年， 在听到这
些推荐时，眼中充满了光。

许慧清

其实，我们亏欠好学生的更多
班主任故事

看，这是什么？这不是一副普
通的扑克牌，这是一副数牌。

六年级，课本上分数、小数、
百分数、折扣……都出来凑热闹，
可把学生们绕糊了。于是，我的神
秘武器———数牌出炉。

我精心选择了 13 个常见分数，将
它们变形，以分数、小数、百分数、折扣 4
种数型来表达，配合 4 种花色，再加上
大王、小王凑成一副数牌。 爱创造的学
生们在每张牌上画数轴、扇形统计图等
各种情境图。

数牌可以跟普通扑克牌一样玩法：
对子、顺子、炸弹、王炸……但大家都玩
腻了。

善于举一反三的学生们自创了 20
多种游戏规则， 比如最近大家迷上的

“大满贯”：庄家发牌，每人一张，可以添
牌，最后看谁手上牌的总和最接近 1（或
者等于 1），如果超过 1 就爆了，大家都
爆了就是庄家胜。

在制作数牌的过程中， 学生通过数
形结合，对 4种数的理解了然于心；在玩
数牌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融会贯通，将
4种数的转化、加减玩得炉火纯青。

玩中学、学中玩，这才是数学学习
最美的模样。

谢杨慧

数
牌

无论时代怎么变迁， 老师和家长都
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在工作中，教
师如何让自己更有魅力、 获得家长更多
支持，是每个老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做好自己
专业精进有实力
24 年前， 第一次当老师的我接手了

小学三年级。由于没经验，我许多工作都
比不过别人。但砂子塘是年轻人成长的大
舞台。 1997年，我作为砂子塘小学的一员
参加了湖南省教师基本功比赛，最终我们
获得了团体一等奖。 这之后，我多次参加
青年教师比武，每一次都有进步、提高。

大讲堂是砂子塘小学的一张文化名
片。 过去 11 年间，我做过 5 个大讲堂，今
年的主题是《弟子规》。 在备课前，我利用
课余休息时间观看了视频资料， 买了一
本讲弟子规的书，一遍遍加深理解，脑海
当中有了思维导图再备课、修改、试讲，
再修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最
终，今年我主持的 20 分钟大讲堂，赢得
了师生和广大家长的一致好评。 所有的
付出，都会慢慢成为你的实力。你骄傲地
告诉你的学生家长， 你带的班无论是区
统考还是市统考都是年级第一时， 他们
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你呢？ 我们要学会用
专业实力捍卫自己的尊严。

活动出彩有魅力
许多家长千方百计让孩子读名校，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名校各类活动多，注
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实践证明，老师
重视活动的程度与收获是成正比的。教师
要想把活动做好，肯定要付出更多。

比如，我所带的班级，校运会经常获

得团体第一名。比赛中，我始终与学生在
一起。 他们输了， 我与他们一起伤心难
过；他们赢了，我与他们同样开心激动。
因为我知道，老师的亲力亲为、陪伴与守
护， 孩子和家长们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
里。同时，我也把每次活动当作锻炼孩子
的契机，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增长见识、
增强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当你告诉
你的学生家长：校运会第一、合唱第一、眼
保健操第一、爱心义卖全校第一、升旗活
动十分出彩时，你展现出来的自信是不言
而喻的。 你把他们的孩子培养得这么好，
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你？每一次全心
全意的付出， 都会迎来家长们更多的支
持，都会让自己更有魅力、更有实力。

二、关爱他人
真诚爱护，慈爱可亲
学生是架在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桥

梁，你对孩子的态度直接影响家校关系。
然而，爱一个好学生轻而易举，爱特殊学
生真心不容易。

我曾遇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学生。 一
年级一期时， 他上课不是躺着就是趴在
地上，经常看不到人影；课桌上，经常有
水；晨读时，同学们齐读《赋得古原草送
别》，而他独自大声地读着《游子吟》；课
堂上，如果听到“嗯嗯”的怪声音，那一定
是他要上洗手间了……原来， 他小时候
一次打防疫针， 由于医生失误造成听力
障碍并影响口语表达。

这样的孩子自尊心特别强。 我每天
都有意走到他的身边，俯下身子，凑在他
的耳旁，摸着他的脸蛋，说着属于我们之
间的悄悄话。 所有提醒、批评的话，悄悄、

轻轻说；所有鼓励、表扬的话，当着全班
同学的面大声说。 老师怎么做，学生跟着
学。即使合唱训练时他的声音特别突兀，
班上也没有一个同学笑话他； 即使他的
课桌轰然倒在地上， 教室里也听不到其
他学生的半句埋怨……经过一年的时
间，他进步神速，课堂上频频举手，还主
持了班队活动，期末还被评为了“班级新
三好”。从此，我时常出现在了他的画里、
日记里甚至是新年愿望里， 成为他最喜
爱的老师。

有人这样定义老师： 小学老师像妈
妈，中学老师像朋友。 作为小学老师，我
们应该像母亲一样有一颗慈爱之心，去
真诚呵护你的每一个学生。 你所做的一
切，孩子能够感受到，家长也能体会到，
你对孩子这么好， 你甚至成为了孩子的

“贵人”，家长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你呢？
当你的人气积攒到一定程度，就能“一呼
百应”了。

沟通引领，包容乃大
再讲两名男家长的故事。 一天，我请

一名学生家长来校处理他儿子小 L的事。
12 岁的小 L 当着老师、同学、家长

的面不知悔改、气焰嚣张，这名家长顺手
就给了他一巴掌。 儿子愤怒地叫着“有其
父必有其子”。 父亲角色的缺失，造成小
L 严重的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 我深知
问题的根源在家庭。 我直言不讳地告诉
小 L 的父亲：“在家庭教育中， 父亲的力
量与作用往往超过母亲， 在父亲陪伴下
成长的孩子往往更智慧、 更大气、 更坚
毅、勇于担当。 孩子比事业更重要，再不
管教就来不及了。 ”

小 L 毕业以后，来找过我，感谢我及
时把他敲醒。前两年又遇到小 L 的父亲，
他高兴地告诉我，小 L 考上了航空学校。
家校合作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家
长， 让家长端正教育思想， 讲究教育方
法，和学校教育保持和谐一致，才能有理
想的效果。面对这类疏于管教型家长，作
为老师应该及时点醒他、帮助他。

还有一个爸爸， 把自己的女儿当公
主养， 女儿在学校里碰到鸡毛蒜皮的小
事都要向她爸爸告状。 一天，班上一个男
孩碰了这个女生的手指头，皮也没破。 原
本一件小事， 但女孩的家长得知后不依
不饶，直接爆粗口，甚至扬言把对方的腿
打断再赔钱。 从教 20 多年来，我第一次
感受到来自家长的威胁。

这样的家长“护犊子”的心思太重，
让老师伤透了脑筋。 这样的家长和孩子
是不是要直接置之不理？ 千万不要让怨
恨越积越深，该表扬表扬，该批评批评，
这件事错在父亲对孩子糊涂的爱， 不要
把错延续到孩子身上。 这个女生形象气
质好， 升旗仪式我选她当了升旗手。 后
来， 家长在我们老师的感召下都有触动
和改变。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第一次做
家长，没经验，要和孩子一起成长。怀着一
份爱心便有了一份宽容气度，和家长沟通、
交往的过程，也是我们青年教师成长、成熟
的过程。

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
之。当家长感受到你是一个认真负责、师
德高尚的老师时， 自然而然就赢得了支
持与尊重。让我们完善自我，学会与家长
智慧沟通，达到家校共赢。

完善自我 智慧沟通 家校共赢

幼儿园来了个”园长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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