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了近两个月的居家“停课
不停学”后我们发现，在线教学有其
独特的优势， 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短
板。当疫情形势好转，学生重新回到
课堂，这就要求我们变革教学，尽快
补齐以下四个短板， 以保障学生学
习的高质量。

补齐课程设置短板。“停课不停
学”期间，有些课程如音乐、体育、美
术、信息技术等，一些学校几乎没有
开设。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复课
后，学校要对原有课程表进行微调，
尽量把那些被落下的课程课时数补
足，力所能及地补回因“云课堂”所

带来的损失。
补齐学习方式短板。“云课堂”直播教

学少了交互性， 灌输式的直播课堂随处可
见，而探究性、生成性的课堂难以形成。 复
课后教师要帮助学生转变学习方式。 一是
教师要多设计一些师生、 生生之间多向度
互动的活动， 弥补线上课堂交互性不足的
问题； 二是教师要多创设一些让学生参与
探究知识生成过程的情境， 多一些探究性
教学， 补齐在线教学带来的探究性不足的
短板；三是教师要多设计让学生参与讨论、
辩论与不断追问的教学情境， 让学生充分
表达自己的观点， 让他们在与其他同学思
想相互交流与碰撞中生成新知， 弥补在线
教育生成性不够的问题。

补齐知识能力短板。 学生较长时间上
“云课堂”， 在知识或能力方面造成了一些
短板。为此，复课后教师要对学生知识能力
短板进行“回炉”与“补火”。

补齐“学困生”短板。学生宅家学习，少
部分学生因自律性较差，学习定力不够，对
云直播或网络教学所教授的新知掌握不
好，成为新的“学困生”。 开学复课后，教师
要重点关注这批学生， 对症下药， 给他们
“开小灶”，重点帮扶。

（罗朝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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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探秘”

我的第一课

� � � � 2019 年，通过教师招聘考试，我被分
到了安化县渠江学校。渠江虽然美其名曰

“镇”，其实镇区常驻人口不足 2000 人（还
包括渠江学校师生 600人）， 镇区离县城
有近三个小时的路程。 虽然学校偏僻、规
模很小，可学校的信息化程度可以媲美省
内名校。

学校与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学校建
立了“网络联校”合作关系，为了让我们新
老师体验“网络联校”的魅力，长沙麓山外
国语实验学校随机抽取一个新老师与它
们进行首次“网络联校”合作教学，我“中
奖”了。

9 月 2 日上午第 2 节课，我第一次走
上讲台，面对黑压压的人群，脑子里一片
空白，把我“师父”事先教给我的开场白
忘得一干二净。 我“卡壳”了，世界仿佛陷
入了静止状态。 视频里面长沙麓山外国
语实验学校的王老师两次跟我问好，我
都“视而不见”，我的学生面面相觑，不知
道新老师葫芦里卖的是啥药？ 王老师很
快明白我出了状况，她马上调整思路，向

我的学生提出了问题 ：“Good morning,
Qujiang school students. Excuse me, can
one of you tell Miss Wang what is the
most famous special product in Qu Riv－
er?（早上好，渠江学校的同学们。 请问，谁
能告诉王小姐渠江最有名的特产是什
么？ ）”

班上英语课代表小丽马上站了起来，
开始回答问题：“Good morn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hangsha. Our most fa－
mous specialty in Qu River is‘Qujiang
slice’ , which is the source of anhua
dark tea.（早上好，长沙的师生们。 渠江最
著名的特产是‘渠江薄片’，是安化黑茶的
源头。 ）”

“Ok, great. Now let's ask the stu－
dents in Changsha to introduce a local
specialty that you think best re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sha.（好的，太
好了。现在让我们请长沙的学生介绍一个
你认为最能代表长沙特色的地方特产。）”
王老师说。

一名长沙学生马上回答：“Stinky Tofu
at the Fire Palace in Changsha.（长沙火
宫的臭豆腐。 ）”

“渠江薄片”“长沙臭豆腐”很快拉近
了两地孩子的距离，通过王老师的机智处
理，虽然我这个助教老师还在发懵，我的
学生却能跟着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学校
的老师与同学一起融入到了课堂学习的
情境中……慢慢地，我也被王老师的课所
吸引，渐渐地丢掉了紧张情绪，进入了助
教老师的状态。

一节课的时间倏忽而过， 听课的校
长、教导主任都松了一口气。

难忘的第一课，我见识到了网络联校
的威力。“网络联校”就是通过一根网线，
把城市学校的优质资源分享到乡村薄弱
学校，达到“开齐课”“开好课”的目的。 我
这只职场菜鸟，在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学
校王老师的指导下，很快地成了业务熟练
的老师。 网络联校，缩短了新老师成长的
时间；网络联校，让乡村孩子享受到了城
里孩子一样好的教育。

一根网线让我不“卡壳”
安化县渠江学校 张志兵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
视频一名二年级小学生
手持奖状大摇大摆、神气
十足地走在回家路上，他
的步伐自带节奏，舍我其
谁的气势呼之欲出。视频
虽然只有几秒钟，却告诉
我们一个事实：学生很容
易满足，一张简单的喜报
就能给他们无上荣耀。作
为班主任，我们更不应该
吝啬自己的表扬。

如何对学生进行表
扬？这是我担任班主任后
不断实践、坚持研究的问
题。我结合班级量化考核项目，在
纪律、卫生、学习等方面设置单项
奖，奖品就是一张小喜报，这喜报
不奖成绩奖行为。 每当我把学生
高高举起喜报的照片上传到家长
群时，家长们便纷纷献花、鼓掌。
看到视频里那个走出舍我其谁步
伐的小男孩， 我就想到了手拿喜
报的学生们， 想到他们骄傲地走
出教室的情景。

每个月我会统计各小组获得
喜报的总数，评出冠军、亚军和季
军组，邀请相关教师、家长与获奖
小组合影留念。

家长也很配合我的工作，为
孩子购置喜欢的图书、文具，或者
请孩子吃一顿大餐， 让他们尽情
享受自己努力付出换来的荣耀。

此外，我还设计了“少留一天
作业”“多上一节体育课”“与喜欢
的同学同桌一周” 等多种奖励方
案，不拘一格。 春季，我带领学生
在长方形花盆里种了草莓和韭
菜， 大家轮流浇水施肥， 精心管
理。 40 天后，草莓结果了，韭菜长
高了。 我将第一颗草莓奖给了当
天量化考核获得第一名的白子
璇，并与她合影，子璇喜悦的脸上
挂满了红晕； 我把韭菜奖给了助
人为乐的马尔康， 他回到家里亲
自下厨做了一盘韭菜炒鸡蛋，这
些难忘的场面永久留在孩子们的
心底。

（陈艳华）

学校一年一度的“故事大王”比赛就
要开始了，我鼓励孩子们积极报名。但只
有几个曾经学过演讲的孩子举起了小
手。

下课后，几个孩子找我聊天，我问
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故事大王”比赛，
王晓说：“我没学过演讲肯定不行。 ”姚
佳说：“我想报名，但有些底气不足。 ”
鼓励未果，我便不再勉强。

学校海选后， 班上报名的 8 个孩
子只有一人入选， 但也在复赛中被淘
汰，孩子们一副落寞的样子。“孩子们，
这次比赛难度本来就很大， 参赛选手
又多，你们才一年级，勇于参与就很了
不起。 ”我说。

在我的安慰和鼓励下， 孩子们又
变回无忧无虑的样子， 但我心里放不
下这件事，总想着给孩子创造展示的机
会，锻炼他们的胆识。于是，我决定举办
班级“故事大王”比赛，采用一种孩子喜

闻乐见的方式———录故事。 自由报名，
胆子大、 有自信的孩子可以录视频，胆
子小的孩子可以录音， 由我将视频、音
频文件编辑好再放给孩子们听。

我鼓励孩子们积极参与：“不要管
讲得好不好，首先要敢于参与，勇敢地
迈出第一步。 ”与预设的一样，孩子们对
活动很感兴趣，一个个都举起了小手。

家长很支持这次活动， 利用闲暇
帮忙找故事、录故事。 准备比赛那段时
间， 有的孩子一完成家庭作业就开始
练习讲故事， 有的孩子在课间找我学
习讲故事， 还有的孩子为了表现完美
录制了 10 多次视频……意料之外的
是， 这次活动反而是那些平时比较腼
腆的孩子最积极。 只要我把孩子们录
好的故事编辑好， 第二天就会抽时间

放给孩子们听。 最初的活动设计是持
续两周，由于孩子和家长意愿强烈，又
延续了一周。

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评比环节，
这次我完全放手， 把主动权交给孩子
们， 让他们选出自己心中的“故事大
王”。 为了公平公正，唱票的是两位未
参与活动的孩子，一个读票一个计票。
台下，小评委个个目不转睛，害怕错过
了精彩瞬间，小选手坐立不安，一会儿
抬头看，一会儿低头不敢看。

终于，5 位“故事大王”诞生，获奖
者脸上挂满了笑容，其他 19 个孩子也
没有沮丧， 参加活动的孩子因为自己
的勇敢而自豪， 没参加活动的孩子也
因为行使了“选举权”而开心。 在我心
中，孩子们勇敢迈出这一步已是成长，
无论表现是否完美，最终是否获奖，他
们都是“故事大王”。

（潘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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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江永县气象局举行“气候与水”主题科普活动，孩子们参观气象观测
室和气象仪器设备，学习气象知识，探索气象科学奥秘。 图为江永县气象局工作
人员为思源实验学校的小学生介绍降水天气现象自动观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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