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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很温暖

教学攻略班主任故事

“师长关系”，即教师尤其是班主任
和家长的关系， 它需要教师采用良好的
沟通方式用心经营。作为班主任，更要有
敬业、负责的态度，带着真挚的情感和家
长沟通，这样才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建构
和谐共赢的师长关系。

期中考试试卷发下来， 某学生发现
有一道题由于自己粗心忘记标小数点而
丢了分，于是偷偷把小数点补上。他的父
亲在查看孩子的试卷时， 发现这道题并
没有错， 于是拍了照片发到班级微信群
并问老师：“老师， 孩子的这道题哪里错
了，为什么要扣他的分？ ”教师看到信息
后非常生气，认为家长在无理取闹，二人
便在微信群“互怼”起来。生气之余，教师
将该家长踢出班级群，还和同事抱怨说，
现在的家长太没有素质。其实，这名教师
自己的言行也有失师表风范。

教师完全可以这样说：“谢谢您这么
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 但这道题其实是
……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孩子今
后的学习一定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但
同时我想说， 希望家长能多了解孩子失
分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 并思考今后如

何避免。不要将关注点聚焦在老师身上，
总认为老师有问题。 我相信这样做更有
利于孩子的成长和进步。 谢谢！ ”

回复首先赞扬了家长关爱孩子的行
为，然后友善提醒其他家长，应该以什么
样的方式对待孩子和老师。 不仅彰显了
教师宽容、友善的风范，也通过个别教育
影响了全体。

某县城正在进行省级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 学校根据上级统一要求让学生背
“六个一”。 某一年级学生家长在班级微
信群说：“老师， 我认为学校不应当让孩
子背这些内容， 而且这也不应当是学校
的教育内容。 ”

教师看了家长的信息后， 怕引起更
大的争议， 于是首先将校长在学校门口
检查学生背诵“六个一” 的视频发到群
内， 紧接着发了一段话：“天底下有三件
事，一件是自己的事，一件是他人的事，
一件是老天爷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
好自己的事，况且‘六个一’也能培养学
生的良好习惯和热爱家乡的意识。 现在
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我们虽不能为‘创
城’作出更大的贡献，但也绝不能拖‘创

城’的后腿。 谢谢各位家长的理解。 ”
寥寥几句，却说得很有力量。 群内的

家长纷纷跟帖， 表示要帮助完成学校和
教师布置的任务，为“创城”工作贡献自
己的力量。

“班级微信群”逐渐成了家校沟通最
重要的交流平台。 教师通过此平台通报
孩子们的在校情况，发布重要通知，家长
有疑问也会在群里和老师沟通。

但微信群也是一个小社会，讨好的、
炫富的、晒娃的、推销的、请教的、质疑
的、声讨的……各种声音混杂其中，如没
有正确的“打开方式”，势必在交流时给
教师带来许多烦恼， 甚至成为师长矛盾
的“鼓风机”。

为了减少微信群的负面影响， 教师
一定要提前建立群规则， 明确沟通交流
的时间、内容及方法，这将更有利于教师
和家长之间的良性互动。

有了规则， 才能更好地发挥微信群
传递信息、沟通交流的作用。 家长不用担
心每天被大量冗余的信息所打扰， 教师
也不用担心自己被微信群“绑架”了。

霍庆 要占珍

与家长沟通的正确打开方式 小学一年级是学前教育
向小学教育过渡的关键时
期， 这个阶段的孩子不仅需
要补“肉”———知识，还需要
补“钙”———兴趣和习惯，这
是孩子学习生涯和自我成长
的重要基石。

补什么“钙”？ 如何补
“钙”？学校该做点什么呢？学
校做了“开学一周不上课”的
大胆决定———契合儿童好
动、好玩、好奇的心理特征，
以游戏为核心， 开发并实施
学校的行为素养启蒙课程。

行为素养启蒙课程，旨
在真实情境中运用游戏教
学。 实现行为素养启蒙课程
有以下三种游戏教学范式：

故事浸润式。《学会书写》 一课
中， 教师首先通过图片直观示范，让
学生明确正确的坐姿和写字姿势，用
实际物品来理解“一尺、一寸、一拳”
的含义。 接着引入“小眼镜”的故事，
让学生明白正确书写姿势的重要性。
同时，让孩子们作为好朋友，给“小眼
镜”的书写姿势提提建议，帮助他纠
正不良的坐姿和书写姿势。 最后，用
实际行动给“小眼镜”做个标准书写
姿势的示范。

儿歌手势操式。《小组合作》一课
中，教师通过一则动脑小游戏：“被施
了魔法的两名小朋友， 手臂不能弯
曲，怎么能吃到碗里的饭菜？ ”引出合
作的话题， 然后教师从怎么分工、怎
么说、怎么听三个维度，自信表达常
规方式、音量等级等方面给予学生细
致的指导，并编儿歌手势操，在韵律
中进一步巩固合作交流的方法和要
求。

体验感悟式。《善于倾听》一课，
教师首先通过简单的小游戏导入，激
发孩子成为倾听能手的愿望。 学生通
过图片观察和儿歌朗诵，明确倾听要
动用耳、口、眼、脑、手脚、心等多种器
官的要求。 教师设计“声音邮递员”游
戏， 在总结游戏失败与成功的基础
上，巩固“眼看耳听嘴不言”的倾听技
巧和方法，让学生真实体验感知倾听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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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见多识广的听课教师
耳目一新的感觉， 执教教师绞尽
脑汁，从教学设计到教具制作，每
一个教学环节都经反复打磨，台
下数月之功，换来台上精彩一刻。
创新课堂教学一定要让它看起来
完美无瑕，令人折服。

平时偶居评委之列， 我常常
陷入沉思： 在创新设计与学本课
堂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呢？ 我觉得
答案应该是以后者为重。

从“生本课堂” 到“学本课
堂”， 不变的课堂主体永远是学
生。对学生而言，每一节课都是新
的。只要能启发、引导学生达到预
定的教学目标， 这节课应该就是
成功的。所谓的创新设计，无非是
给听课教师或评委一个良好的印
象罢了。 每一个新的教学设计效
果如何， 最终还得接受实践的检

验，以学生的学习效果来评价。
刻意的创新、模仿、迎合，往往会让

人焦头烂额。教学设计只是形式，而教学
目标才是主要的。形式要为内容服务，教
无定法，何止千万，终极目标是为了学生
的发展。有识之士屡屡呼吁：公开课不应
作秀。对一线教师而言，我们应把更多的
精力投到学情研判中， 为学生量身定制
适合的课堂。

公开课上使用经典例题过多， 或许
会让人有一点题型太老、 创新不足的感
觉。但经典例题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们
能很好地起到强化重点、突破难点、巩固
知识的作用，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若弃而
不用，是不是有点可惜呢？为让题型实现
新颖性和典型性的结合， 大多数教师的
做法是选择最近几年的考题。 虽然题型
“新”并不意味着课堂的“新”，但至少不
会让人在观感上有雷同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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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邵东市城区第一完全小学的部分师生、家长驱车数十公里
来到界岭镇当家小学开展 “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主题教育暨爱心联谊活
动。活动现场，两所学校的孩子互赠物品，一张张贺卡深情款款，一封封书信
催人奋进，一块块红薯干传递着甜蜜…… 王俊林 李林林 摄影报道

这是一年级美术课《同心圆》第二
课时登记作业等级环节。 之前总是延迟
交作业的小郭，这次拿了一幅占满整个
页面的同心圆作业给我打分。

我很满意他及时上交作业，边给他
登记，边观察他的神情说：“嗯，其他都
很好，就是涂色可以更小心一些。 ”

小郭争辩：“那是因为我的圆很
大。 ”

我摇头笑笑，在纸上演示一下：“你
看，如果这样小心地涂色，圆就不会‘长
毛’了。 ”

小郭说：“那我要重新画。 ”
但是，接下来我总是看到小郭跑来

跑去，有时还在别的小朋友的座位上趴
很久。

我走到小郭的桌边， 看到作业纸上
已经用彩色圆珠笔涂好橙、黄、绿三种过
渡色， 原来小郭想借别人的星星闪光笔

来画，所以他得趴在那里等一会儿。虽然
他这次确实涂得比之前细致多了， 但是
跑来跑去地借工具，会影响纪律啊。

我问他：“你没带工具吗？ ”
他指指一盒油画棒说：“有。 ”

“那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油画棒呢？ ”
小郭反问：“如果是你，你会喜欢这

盒油画棒吗？ ”
那是一盒没有得到爱护的油画棒，

纸盒有点破，有几支油画棒折损了。
我收回视线说：“我喜欢呀。 ”
他说：“喜欢就送你好了。 ”就坐在

位子上不动。 我猜，等我走开，他还是会
跑去借星星闪光笔。

我想了想，从那盒油画棒中挑了一
支黄色的，想涂在他的同心圆上。

“唉，你别画啊！ ”他拦住我。
我边涂边说：“相信老师，用油画棒

涂出来的颜色也很好看。 先把边缘慢慢
涂好，顺着一个方向涂，再在中间填色。
你看，掌握了方法，油画棒也会乖乖地
听话呢。 你来试试吧。 ”

小郭接过画笔， 小心地涂起边缘。
我蹲在旁边看着他：“你看， 你学会了
啊。 ”

他更有信心了，但是一高兴，画笔
又横冲直撞了，我连忙让他慢一点。 他
终于学会用油画棒涂色了。

下课了，我刚要走出教室。 小郭跑
过来， 把一样东西放在我手上：“老师，
送给你。 ”

我一看，原来是一支完整的粉色油
画棒。 虽然我没有收下他的油画棒，但
是他粉色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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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色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