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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

师生故事

读懂学生
□ 贾亭亭

到，就回家了。第二天它心里堵
得慌，又去了，还是无功而返。第
三天它心里想：
“不行！我必须钓
到！”在河边，兔子正聚精会神地
摆弄鱼食，忽然蹿出一条大鱼，停
在半空说：
“ 兔子，别老拿胡萝卜
糊弄我们，虽然你喜欢吃胡萝卜，
但你知道我们喜欢吃什么吗？”故
事中的道理大家都懂，等我们成
了当事人就被蒙住了眼睛，这也
许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
迷”。
孩子之所以听不懂，其实是
我们的说话方式出了问题。成人
的话语体系跟孩子的话语体系不
同，
“ 躺枕头上睡”这件生活小事
就表明，孩子理解问题还没有像
成人一样对人的身体细分到每个
部位的程度。
反思自己的日常教学也犯过
这样的错误。在我们认为已经表

述得很清楚明白时，学生未必能
听明白。作为教师，当我们站在
教的角度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理
解，课堂上就会出现因为指令性
语言不精准从而导致学生理解信
息的偏差。因此，一线教师要善
于精准表达自己的课堂话语，多
分析自己课堂上说的每一句话，
多了解孩子接收到的是什么意
思，多思考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
问题，避免一些重点问题在表达
上出现盲区。
作为教师，我们要跳出平时
的惯性思维，多角度了解学生，读
懂学生；多用学生的眼光去观察
问题，多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 ，多 用 学 生 的 语 言 与 之 交 流 。
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调整自
己的教育方式，这样才能让学生
在老师的关怀和教育下茁壮成
长。

厚植爱国情怀
12 月 16 日，道县进修附小组
织 4000 余名师生开展 2021 年经典
诵读大赛。近年来，该校大力开发
经典诵读课程，以鲜明正确的价值
导向引导学生，以积极向上的力量
激励学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和
智慧，提升自身综合文化素养，厚
植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
豪感。
蒋正争 摄影报道

第一次在我的课堂上看到他，眼光呆滞，
行动木讷，
歪在教室的角落里坐着。
课后，我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因为身体
原因，在家休学了一年，所以来到我这个班。
他拉黑了他父母的电话、微信，从不和同学交 □
流，
把自己封闭了！
“不指望他上大学，只要和其他人一样，身
心健康就好！”见到他妈妈的时候，我还未开
口，他妈妈的眼圈就红了：
“这么多年，我们忍
受着他的自闭，他自己也忍受着身体状况带给
他的困扰。”那个下午，窗外的阳光灿烂，我长
舒了一口气：
要让他重见阳光。
他在班上没朋友，我交代性格开朗的同学
吃饭时带上他；
回答问题时，
我尽可能和他眼睛
对视；
行动迟缓，
我催促他挺起胸膛，
大步流星。
慢慢的，我发现他眼睛里有光了：课堂上，
趁我不注意偷吃小零食；课间休息，和同学们
开玩笑；看到我，会主动和我打招呼；同学和他
开玩笑，他笑眯眯地接受；学习进步了，全班同学对他刮
目相看！
他对我越来越信任。经常发消息给我，或倾诉，或
求助，或分享他的喜悦、他的理想、他的小秘密。以前说
话不敢抬头的他，竟然主动和我拍照了，还会把好吃的
东西留给我，
在节日给我发祝福消息。
去外地进行美术专业集训又成为一个坎！从来没
有集体生活经历的他，在纠结中不可自拔。如果这个时
候放弃专业，他可能没有大学可读了。大部队先行出发
了，我没有强制要求他和我们一起，我想给他一点时间
和空间，
自己去做决定。
离开我的那段时间，他经常会在 QQ 或者微信上，有
事没事地找我聊天，我也洞悉到他的想法：想和我们在
一起。我直接告诉他，
“ 如果还想上大学，清好行李，明
天早上八点半在我家楼下的路口等我。
”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他的消息来了：我已经出门
了！
一路上，他侃侃而谈。接下来群居日子，他竟适应
了。外出上专业课，他发消息给我报平安；生日时，让我
帮他安排聚会；我对他提要求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后
来，也同意和多年无交流的父母吃饭、拍照。高考结束
了，他的文化成绩远超文化生本科线——他成为了一名
大学生。
他告诉我，
我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不敢说，
是
我给了他新的生活，
但我成为了照进他心里的那束光。
株洲市第四中学 张波

课堂上会有这样一种现象，
在我们认为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的
地方，总有学生听不懂，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孩子为什么会听不
懂，问题出在哪里？这一直是困
扰我的事情。
在生 活 中 我 也 遇 到 过 同 样
的问题。孩子两岁了，每次睡觉
都 不 躺 枕 头 ，我 总 对 他 说“ 躺 枕
头上睡”。然后他整个身体都横
到枕头上睡，开始我以为只是玩
闹 ，后 来 几 乎 每 次 都 这 样 ，孩 子
为什么总是这样？这引起了我
的思考。
我突然意识到，孩子这样的
举动是按我的话做的，可为什么
跟我想的不一样？是孩子理解力
有问题吗？
其实，寓言故事中早已给了
答案。有一只很聪明的兔子到河
边去钓鱼，头一天一条鱼也没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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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照进学生心里的那束光

且行且思

06

浅谈幼儿园户外活动中的安全问题及策略
岳阳市云溪区文桥中心幼儿园 梅紫薇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
要“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
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所
以，幼儿园会在不同的环境中组织形式
多样的活动，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户外
活动。
一、幼儿园户外活动发生安全问题
的主要原因
幼儿园里要始终将安全工作摆在首
位，安全教育是生命教育、是公众教育。
在组织幼儿开展户外活动时发生安全问
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幼儿安全意识薄弱
幼儿园的孩子年龄是 3～6 岁，他们
生理发育、动作协调能力和感知水平都
有待提高和不断地完善。大部分的幼儿
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安全意识，他们对于
户外游戏中的危险因素没有形成足够的
认知。
2．幼儿教师户外活动设计组织上
的疏忽
从幼儿教师的组织方面来看，首先
教师在设计与组织幼儿进行户外游戏活
动时没有考虑到空间密度，即幼儿在游
戏环境中所占人均的大小与户外游戏活

动内容的关系。其次教师设计户外活动
没有考虑活动的强度，只从孩子们对活
动的喜爱程度来选择，活动强度太大也
十分容易发生安全事故。最后教师在进
行户外活动前没有对幼儿进行安全常规
教育，幼儿需要下楼进行户外游戏时，部
分幼儿在上下楼梯时可能发生推挤、摔
伤等危险情况。在活动后，教师也没有
及时对本次活动进行小结。
3．户外场地的管理和维修不及时
据调查显示，户外活动安全事故大
多发生在传统的游戏场地上，运动器械
的安装不当、零件松动、多年无专业人员
维修，且幼儿园没有专人负责设备和器
械的检查导致修理与更换的不及时，是
造成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其次，户外
游戏中玩具的卫生和安全难以保障。
二、户外活动中安全问题的预防
策略
1．加强幼儿的安全教育，制定合理
的常规要求
幼儿教师要将安全教育融入幼儿
的一日生活中去，不断加强幼儿对自我
保护的认识。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
对其进行适度的安全教育，以提高幼儿

自身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教
师要制定严格的户外活动常规，形成幼
儿的规则意识，保障和促进幼儿更好地
进行户外活动。教师可以在平时的生
活活动中教幼儿和户外活动相关的常
规知识。
2．加强教师培训、
完善户外游戏活
动的组织管理体系
在幼儿园内幼儿安全问题主要是教
师来处理，所以培养教师的安全意识、拓
展教师的安全知识、提升教师的安全技
能，使其树立高度的责任心和安全防范
意识是十分重要的。有些教师对于事故
的发生具备前瞻性，这对保护幼儿的安
全非常重要的。教师在户外活动中要作
为观察者，观察幼儿的活动量；作为指导
者，适时介入和调整幼儿的活动，以免幼
儿做出一些具有危险性的动作；作为参
与者，倾听幼儿的交谈内容，避免幼儿之
间发生危险的行为。
3．加强对户外场地的管理和维护
幼儿园要加强对传统游戏场地上所
投放的游戏材料和大型器械的检查，并
定期进行维修。要有专人定时去检查并
记录下游戏材料的损毁或大型器械中螺

丝松动、生锈、老化等现象 ，并及时反
馈。若游戏材料或大型器械损毁严重并
已过保修期，要及时上报、立刻停止使
用，避免出现因此导致的安全事故的产
生。幼儿园所购买的户外游戏材料和大
型器械要保证无毒、坚固结实，无安全隐
患。如：尽量以木制品来代替铁制品、对
尖锐突出物进行安全处理。地面材料使
用橡胶地垫、草地等，以减少摔倒之后的
损伤。
4．重视户外玩具的卫生安全
幼儿园要对户外游戏材料和大型
器械的清洁与消毒给予高度重视。应当
制定相关的制度，保证户外玩具和大型
器械的清洁并且一到两周消毒一次。应
当及时检查，发现户外活动场地中的卫
生死角要及时清理、一些危险的物品要
及时处理，
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发展是个体
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动力是儿童
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活动，活
动是儿童内在生命的外部表现。为了幼
儿的健康快乐成长，幼儿园要加强户外
活动安全教育工作，共同促进幼儿的安
全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