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三
电话：
0731-84326428 E-mail:kjxbkt@126.com

06

科教新报

课堂

新课改密码

龚明亮

指明方向，有的人在稍有成就后
依然不满足，积极选择递进关系
的关联词‘不但……而且……’，
也有人在遭遇挫折时心灰意冷，
消极接受选择关系的关联词‘与
其……不如……’，每一个选择，
都会是人生的一次洗牌。我们
只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关联词，并
把它作为前进的风帆，才能驶向
成功的彼岸。反之，错误的关联
词，将使我们迷失在人生的大海
上。”
同学们若有所思。我趁热打
铁：
“ 这一节课，请同学找到最适
合自己的关联词，作为今后的新
航标。
”
课后，我收到了一大叠字条：
家庭条件优渥的小军写着：与其
拼爹，不如自强，用自己的双手构
筑美好的梦想！三好学生小薇立

下誓言：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不能就此满足，还得向着更
高的目标前进。潜能生小宇的字
条是：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我都
不会放弃努力，直到拥抱成功。
班长小丽的字迹工整而有力：我
不仅要约束好自己，还要将整个
班集体拧成一根绳，从而发挥出
最强的战斗力。
……
每名同学都认真地选择了一
个关联词作为新航标，并重新审
视自己的日常行为，班纪班风由
此焕然一新。这之后，流动红旗
几乎成为了我们班的标配。
看 到 这 些 ，我 欣 慰 地 笑 了 。
同时，我也为自己写下了一张字
条：尽管教育之路布满荆棘，我还
是会坚守岗位，当好学生的领航
员！

大赛点亮人生
为了弘扬工匠精神，展示中职
学校学生精神风貌和技能水平，11
月 18 日至 20 日，2023 年衡阳市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竞赛电工电
子技术等四大类别、八大赛项在衡
东县职业中专学校举行，来自全市
各中等职业学校的 107 名选手同台
竞技、
一展身手。
黄文娇 摄影报道

历史老师对一道单选测试题的“参考答案”
产生了分歧。我恰好路过，便去凑热闹；看完测
试题，我选“A”作为答案。老师们很惊讶。我
说：
“从语文角度来看，
就是选 A。
”
类似的“惊讶”，
从前还有两次。
第一次，有位地理老师把一张试卷拿到我
面前，用笔迅速标出三个单选题，说：
“你看看这
三道题的答案是谁。”当我说出三个答案时，地
理老师不无疑惑地说：
“唉？你怎么选的跟参考
答案一致！”
第二次，听一位政治老师的示范课。临近
下课，老师用 PPT 展示六个单选题，让有时间和
精力的学生做。我做完，跟另一位听课的政治
老师对答案，只有一道题的答案不一致。由于
讲示范课的老师没有当堂公布答案，课后，我专门去找这
位老师索要。这位老师说“就是你选的这个”，
并且反问我
“怎么啦？有什么问题”。我把来龙去脉一说，这位老师
说：
“呀，
你真厉害！”
三个鲜活的故事驱使我深思：试题的“正确答案”并不
难选择，可为什么我这个“外行”能迅速锁定，而“内行”的
同仁们却难以取舍？
一是，
不钻牛角尖。我们往往觉得钻牛角尖是学生的
“专利”；
其实，
老师一旦钻起“牛角尖”来，
比自己的学生更
胜一筹。老师作为本学科的“专家”，专业能力毋庸置疑，
追求起“深透”来，也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但钻深钻
透不等于钻牛角尖，
不能“过”，
过犹不及。教育教学，
需要
向纵深推进；但千万不能陷进去，拔不出来。连学生都扔
掉的
“牛角尖”，
我们当老师的自然不能再拿来钻。
二是，活用“他山之石”。当用本学科的思想、方法和
技巧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时，
就需要迅速调整思路。就说前
面的历史题，
用语文视觉分析：通过分析句式特点，
明确强
调的重点；
通过提取关键词，
确定好陈述对象，
进而概括出
要点；读完选项，黄沙吹尽，赫然见金。在这方面，学生比
我们老师更有优势，
因为学生是“杂家”。老师要注重引导
学生用其它学科思想、方法和技巧解决本学科思想、方法
和技巧不能解决的具体问题，铸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意识。退一步说，作为“专家”老师的我们，即使因种种条
件限制不能扬鞭催马送作为“杂家”的学生“一程”，也至
少应该把学生“扶上马”，让学生成为所向披靡的“纵横
家”。
不钻牛角尖跟活用“他山之石”结合起来，
就成就了一
个教育教学“秘诀”
“石头”
：
砸碎
“牛角尖”。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刘安庆

双牌县第三完全小学

﹃石头﹄砸碎﹃牛角尖﹄

课事

一堂人生关联课
课堂进入正题前，我先卖了
一个关子：
“ 同学们，你们知道，
失败与成功之间隔了一道什么
墙吗？”
有人说是天赋，也有人说是
努力，还有人说是环境，更有人说
是爹妈。见我摇了摇头，同学们
的脸上顿时写满了问号。
班级现状让我颇为头痛——
“优秀生满足现状，潜能生破罐破
摔，
班干部独善其身。
”
我需要打开他们的心锁，可
钥匙在哪？我决定在课上拿出
“钥匙”。
我给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
案：它们之间隔了“关联词”这堵
墙。
同学们更加疑惑了。我娓
娓道来：
“ 人生每个阶段，我们都
会不自觉地选择一个关联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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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劳动教育成为每个幼儿最受益的基础课
沅江市琼湖街道碧桂园幼儿园
教育目的在于让幼儿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要让幼儿适应并且更好地生活，
劳动教育是孩子们未来享受生活的基
础。本人结合我园的劳动教育实践，从
以下三个方面来谈谈怎样做好学前教育
劳动教育工作。
一、端正教育理念
据调查,现在的幼儿爱劳动，有较
好劳动习惯的大约只占三分之一。大
多数幼儿懒得铺床叠被，收拾桌子、书
包。教室桌椅歪了无人过问，地上有了
纸片无人拾起……这种种现象告诉我
们，幼儿缺失的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劳
动观念。
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培养幼儿的劳
动习惯，必须取得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必
须让幼儿深入理解劳动及进行劳动教育
的意义,必须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学
前教育阶段是形成幼儿良好劳动习惯的
关键时期，只有加强勤劳节俭教育，幼儿
经过劳动的磨练，养成吃苦耐劳的好品
质，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才可以承担重任，
才能成为勤恳踏实，吃苦耐劳，尽职尽责
的合格劳动者。

二、构建多样化选择性强的劳动教
育课程
确保每周 1 节劳动课，
这是强化劳动
教育的必由之路。在课程落实中，
杜绝其
他学科挤占劳动课现象，
积极开展校内劳
动比赛，避免劳动课流于形式，突出劳动
实践课教学实际效果。其次，
邀请劳动先
进个人来我园讲课。劳动意识的培养和
劳动技能的形成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
劳动技能传授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参与，
我
园通过选聘有专业技能特长的家长进校
园、
进课堂，
每月 1 节课，
为幼儿开展生动
的劳动教育实践指导。家长现身课堂展
示劳动价值与劳动者风采，
极大感染了小
幼儿劳动热情与积极性，
也促进了劳动品
质的养成。最后，
引导家长们积极参与到
孩子们的劳动教育实践中来，
形成家校一
体、
家校融合的劳动教育。
三、强化三项劳动,养成劳动习惯
（一）教育幼儿参加家庭劳动。
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对幼儿
进行劳动教育也应如此,我园要求家长
要给幼儿安排一些固定的劳动岗位,如
吃饭前拿碗筷，饭后扫地、倒垃圾，每天

李乐云

早上起床整理自己的床铺，折叠好被子，
整理好房间等。同时我园还把周日设立
为家庭劳动日，每周给幼儿安排一定量
的劳动，由简单到复杂，不光强调“自己
的事情自己干”
,还要求“家里的事情主
动干”
“ 不会的事情学着干”让家长检查
幼儿的劳动质量,并将结果公布在教室
光荣榜上。在暑假、寒假放假前，布置幼
儿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长做一些家庭劳
动，引导幼儿去体验父母生活的艰辛，了
解父母的职业特点，为培养他们的劳动
意识创造条件。
（二）教育幼儿积极参加我园劳动。
1. 开展劳动课主题实践活动
上周星期五，中 2 班的孩子们在主
办老师王婷老师带领下参加了有趣的
“捡落叶”实践活动。孩子们都整整齐齐
地排好队，以小组为单位迅速分散开来
捡落叶。虽然垃圾很多，很脏，很乱，但
是每个同学都能仔细寻找到每个角落，
他们不怕脏，不怕累，每个小朋友都积极
地参与其中，虽然气温比较低，仍然阻止
不了孩子们的热情，看到整洁的操场，洁
净的校园，孩子们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拾落叶的时间是短暂的，但留给孩子们
的印象却是无限的。
2. 建立劳动教育基地
从这学期开始，各班主班老师组织
高年级幼儿将校园旁边的一块荒地开垦
出来，作为劳动教育基地，例如在绿豆芽
的种植过程中，主班老师为幼儿采购一
批绿豆种子，将绿豆播撒在菜地上，分五
组进行试验，采取不同的施肥方式。这
种有对比的科学种植小实验对于幼儿来
说会更加的有趣，能够激发幼儿的求知
欲望，既让他们获得了劳动的快乐，又开
发了大脑创造能力。
（三）积极支持幼儿参加社会公益劳动
今年上半年我园开展了“我为社会
做贡献”的主题活动，组织孩子们到社区
里 清 扫 垃 圾、除 草 浇 水 ，宣 传“ 垃 圾 分
类”，将劳动教育与环保教育相结合，体
验劳动的快乐与收获。
再如，本学期我园组织大班幼儿为
2 位孤寡老人打扫庭院，整理了堆放在
院内的杂物和柴火。通过这次活动，让
幼儿了解了志愿者的意义，增强了社会
责任感，
培育了公德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