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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周的教学工作体验，感到
有一条原则较重要，即让赏识走进语
文教学，可以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爱
学语文。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平等的。
在赏识教育中，老师和学生的关

系是平等的，教师在学生面前不是一
位不可冒犯的权威，学生也不是唯命
是从的卑微者。师生只有建立民主平
等的关系，学生才有了安全感，才能充
满信心，思维才有可能被激活，才可能
敢于提出问题，敢于质疑。这样，就为
学生的积极 主动参与，创

设了一个轻松愉悦、民主和谐的环境
气氛，促使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愿
望，即亲其师，学其道。成功的教学依
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课堂气氛，这种
气氛的建立需借助一些手段，如温柔
的目光，亲切的抚摸，殷切的希望，加
强师生间的情感交流，使学生更加依
赖老师，从而激起学生更大的学习热
情，这是学生学好语文的关键所在。

二、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成功。
教师对学生的相信是一种巨大鼓

舞力量。陶行知先生这样忠告我们：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
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作为老师，
应该相信每个学生都有成功的希望，
每一个学生都具备成功的潜能，而教
师的作用，就要唤醒学生的自信。

三、阅读教学，让学生多一点自我
感觉。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更新观念，
还学生以学习和发展的地位，要珍视
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对于
学生五花八门的答案，教师要充分肯
定。即使学生回答的幼稚，肤浅，甚至
片面、错误，教师也切忌“一棒子”打下
去，而应当热情鼓励、引导、用心呵护
熠熠生辉的思想火苗，这对学生的影
响将是巨大的。让学生发展自己的思
维，获得审美的体验，从而提高语文阅
读的质量。

四、作文教学中，让学生学会体现
自己。

在应试教育的制约下，学生在作
文中的个性和创造性已消失殆尽。作
文中总是干干巴巴的几段空话，套
话、假话连篇，文章脱离了自己真实
内心的感受，使作文失去了鲜活的生
命和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鼓励
学生写随笔、观察日记、读后感、观

后感、周记。此类作文往往有学生真
实情感的流露，鲜明个性的跳跃，独
特词语的运用，许多优秀之作常常涌
现，时间久了，学生就能发现自己的
写作个性。

教师可以允许学生有不同层次的
发展，抓住学生作文中的优点，加以
鼓励：如好的句子，使用准确的词
语，好的开头或结尾等，唤起学生写
作的热情和自信。作文评语以鼓励为
主，当然作文中存在的主要毛病还需
用委婉的、学生可以接受的方式指
出，那么以后作文，学生会更主动热
情，并能更好地展现或表现自己了。
以赏识的方式改变学生作文中的
一些缺点，效果明显，并能很快
提高写作水平。

中午，我正在爬楼梯，班里一
个女生悄悄地走到我旁边和我齐
头并进，后面几个同学忍不住“嗤
嗤”地笑出了声，我这才发觉不对
劲，因为这个女孩是班里个子最高
的，我这个老师明显比她矮了一
头，这个比例是有点搞笑。“老师，
你怎么长得这么矮呀？”这娃哪壶
不开提哪壶，我笑着看着她说：“你
在和老师比高矮呀！老师可不是
凭个子，而是凭这儿才站到讲台上
的哦！”我指指脑子，又指指其他同
学，“也许老师只有智慧，而你们好
好努力，将来集智慧与美貌与一
身，那你们会比老师更出色。”女孩
们听老师这么说都乐滋滋的，我话
锋一转，“对于身体有缺点的人，不
该嘲笑他们。你们个子比我高，力
气比我大，你们要多干点活，照顾
照顾小个子，现在你们就牵我上楼
吧！”老师和学生手拉手笑着一起
走。

冬季长跑，
六年级孩子沿
跑道跑外圈，我
沿足球场跑内
圈，有的学生不

服气了，问：“老师，你怎么不和我
们一起跑呀？”我白了他一眼，“老
师的女儿都比你大，老师是不是和
你妈妈差不多呀！你妈能陪你跑
上一千米吗？”孩子有点羞愧，我安
慰地拍拍他的肩膀，大声对所有同
学说：“强健体魄往前冲，妈妈我在
看着你们！”学生开心大笑，很快就
跑远了。

面对这一群朝气蓬勃的青春
少年，在他们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没
有定型的时段里，我们是不能随便
打发或置之不理的，尊重、赞赏、幽
默、关爱才是学生容易接受的打开
方式。多一份温暖关怀，学生知道
友情感恩；多一次鼓励支持，学生
更加努力贴心；多一点阳光雨露，
学生学会快乐成长。只有发自学
生内心的佩服尊重，才有了教师的
师道尊严，有了成长的花开遍地，
虽斗智斗勇，却乐在其中、乐而忘
返。

让赏识走进语文教学让赏识走进语文教学
新区实验小学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赵玉琴

1、2、3……
那些校园趣事
折柳中心小学 钱金花

5 月 9 日，我有幸跟随高研
班到安徽六安观摩了四省十市
小学语文联动交流暨优质课展
示活动。课堂上老师们先进的
教学理念，崭新的教法，灵活多
样的教学手段，自然大方的教
态，风趣幽默的教学风格，变化
多端的多媒体课件……都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迪，使我
感触最深的有以下两点：

1、课前互动，彰显教师智慧
策略

课前谈话犹如戏剧的“序
幕”，不管你是讲究预设的美丽，
还是追求生成的精彩，课前谈话
也姓“语”。内容既要尽量讲求
语文的工具性，也要尽量追求人
文性，让情感交流与语言文字训
练水乳交融。一个个妙趣横生
的课前谈话，让一堂堂好课更是
锦上添花，妙不可言，让听课的
我也在互动中流连忘返。各位
执教老师课前和学生的互动谈

话幽默风趣有策略，既消除了学
生的紧张情绪，又为新课的学习
铺了路搭了桥。

2、真诚交流，口语交际精彩
纷呈

我印象最深刻的戴炳老师，
从他的课中学到了如何上好一
节课的精髓。在执教《鲁滨逊漂
流记》整本阅读指导时，他整个
教学设计层层递进，充满激情，
令人叫绝。课堂上他运用学生
最喜欢的小小辩论会教学，会场
上犹如一个电影院，辩论主题鲜
明，学生自由表达自己所感受到
的东西，在唇枪舌剑中使学生的
语言、语感不断得到强化。

另外，据我观察，在他们的
课堂中，阅读教学已走向平实与
质朴,扎实和简单。环节设计非
常简单，在读中感悟，以悟促读，
使学生逐步感受到阅读的魅力
……三天的学习虽短暂却给我
留下深刻的印象：新时代新征
程，打铁还得自身硬，只有不断
学习，与时俱进，练就过硬的基
本功，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窦庄中心小学 邱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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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孙校长介绍，建山学校每周四
下午第三节课是科技校本课，全员皆
参与。“课堂中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
学知识，开展创新制作，培养探究能
力——让学生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孙校长不无自豪，“目前，科技课已成
为学生最喜爱的课程之一。”

学校以“社团”为载体，让对科
技感兴趣、爱钻研的学生得到进一步
培养和提升。“在我校40多个社团项目
中，电子百拼、模型制作、机器人拼
装等科技社团占了一半以上！”孙校长
信心满满，“我们的科技社团正成为学
校培养‘科技小精英’的最大舞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每年，建
山学校科技社团的孩子们参加省、市
各级科技竞赛活动无数，为学校斩获
多项荣誉。“你看，仅仅去年，我们在
科技方面的各类奖状、奖杯已经占了
大半个‘荣誉墙’……”孙校长如数
家珍：2017年5月，在江苏省“电子百
拼”比赛中，学校囊括中学组一等
奖；2017年7月，在镇江市第十五届全
运会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上，学校代
表丹阳喜获团体总分第一名；2017 年
10月，在江苏省“仿生机器人”大赛
比拼中，学校小学组获特等奖1个、一
等奖4个……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
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
造一个奇迹。在如火如荼
的蓬勃发展中，建山学校

“科技团队”围绕“课题理
论研究、每月主题活动、
校本教材开发、校外基地
建设”四大板块“铆足了干
劲”，而学生们，在“理论
实践相互助、课堂内外有互

动、校内校外能互联”的整
装之后，在铺满金黄麦穗田
野之上，振翅翱翔出了“别
样苍穹”……

““四大板块四大板块””的内外联动的内外联动

科技教材发行仪式科技教材发行仪式

镇江市级科技课题开题会镇江市级科技课题开题会

走进校外科普基地江苏航院走进校外科普基地江苏航院

您听说过“金凤凰科普体验馆”
吗？作为“2017年度丹阳市教育系统
十大新事”之一，您一定想不到，它坐落
于一所乡镇学校之内——没错，就是近
年来以科普特色引领内涵发展的建山
学校！

2017年4月26日，在建山学校“文
蔚楼”三楼，这个总投资约100万元、面
积300余平方、“一室一厅七区”的“金
凤凰科普体验馆”开馆。与四下单一、
周边质朴相比，这谓之“全市首个乡镇
学校科普体验馆”的确让记者乍看惊艳

——海蓝色的主色调，配以星空吊顶，
炫目多彩的主灯追灯，曲折梦幻的结构
布局，仿佛置身于另一个空间，在这里，
我们会不自觉地想踏入科学的“秘境”，
不自禁地想“一览万千、一探究竟”……

“办家门口的好学校！”是建山学校
校长孙城华对记者强调最多的一句话，
“建山学校，人才辈出，有口皆碑。”这些
年，学校在原有基础上“步步谋发展、层
层抓落实”，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享受
均衡、优质的教育教学”，而“科普”便是
为该校跑出创新“加速度”的“排头兵”！

金凤凰科普体验馆金凤凰科普体验馆

陶行知先生认为：“在社会
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
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
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随
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带
着这种教育的认识，麦溪中心小
学开始了“书香润德”项目的研
究，文化长廊、名言警句、书籍漂
流、手抄报……校园里书香弥
漫，尤其是“快乐阅读”活动更是
通过家校合育的方式引领孩子
和家长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取
得了明显成效。

申请书：
快乐阅读蹒跚起步的“敲门砖”

“我们虽然是农村学校，但
是自从坚持‘快乐阅读’活动以
来，在每个晚上，灯光亮起，孩子
回到家里，爸爸妈妈下班也回家
了，他们总有一个陪着孩子看
书，《淘气包马小跳》、《秘密花
园》、《西游记》等书籍的内容他
们现如今都是如数家珍。”说起

“快乐阅读”，麦溪中心小学的语

文老师袁炳清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回忆起当初“快乐阅读”活
动起步的情形，袁炳清老师仍历
历在目。由于班上外来务工子
女、留守儿童比较多，家长素质
也是参差不齐。于是，他开始做
好家访工作，对全班同学的家庭
状况进行摸底，并设计了精致的

“快乐阅读申请书”，第一批共邀
请十位志同道合的家长加入快乐
阅读团队。坚持每天回家陪伴孩
子阅读，看完以后和孩子一起共
同讨论，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对
故事情节的评价，更让孩子懂得
了做人的道理，渐渐地，充满书
香的实验家庭，徜徉在了灯光的
诗意之中。

写感悟：
快乐阅读三位一体的“点睛石”

“大大小小的湖泊、高低错
落的瀑布，构成了一幅幅仿佛
是绘画大师精心绘制的图画。
最让我流连忘返的是九寨沟的

瀑布，它让我想起了大诗人李
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
银河落九天’。真是白练腾空，
银花四溅，蔚为壮观。”这是麦
溪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唐子昱
在自己的《快乐阅读》本上写
的感悟，不光语句优美，用词
华丽，而且想象力非常丰富。

这只是麦溪中心小学袁炳
清老师案前厚厚一沓《快乐阅
读》本中的一小部分，学校为孩
子们准备了设计精美的《快乐阅
读》本，里边有“积累词语”“印象
最深的句子”“我的感想”“生活
感情”“家长评价”等栏目。孩子
每读一本书，都在相应的栏目上
写下自己的亲身感悟，而家长也
不甘示弱，及时写下了自己的评
价，你瞧！“对冬天季节的变化叙
述不够完善，但写出了心中的想
象，这点还是不错的。要长期保
持这种学习状态，同时也要用心
去观察生活！”这是张怡萱妈妈
读了孩子写的《冬天》的评价。

面对孩子和家长们从不会

写《快乐阅读》本，无话可说，到
渐渐地看到孩子的小短文家长
可以写出个所以然出来，孩子感
受到家长的陪伴能够做到文通
字顺，凸显出了真情实感，袁炳
清老师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更落到行动中，及时给予了“大
拇指”“优秀批注”“小红旗”“五
角星”等鼓励。

办活动：
快乐阅读陪伴成长的“助力机”

每年，麦溪中心小学都开
展精彩纷呈的“快乐阅读”活
动。有“水果拼盘”生活实践大
比拼、“悦读美图我来晒”、“亲
子诚信作文大PK”……引导学
生学国学、读美文、诵经典、
提素质，使读书成为每天的生
活内容和生活习惯，让书香充
盈校园、阅读浸润人生。

同时，学校评选“快乐阅
读”之星也真诚邀请家长一起
参与，对于喜欢读书、快乐读
书的孩子授予“悦读星”，对于

边读边思、提升智慧的孩子授
予“研读星”，对于读书认真，
常有点睛之笔的孩子授予“睛
笔星”，激励和引导广大学生好
读书、读好书，并带动教师、
家长乐读书、勤读书，养成健
康的阅读习惯。

“对我来说，批阅每一本
《快乐阅读》不再是负担，而变成
了一种享受，那真是与孩子和家
长的心灵对话。”袁炳清想告诉
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在孩子面前
少看看电视、少玩玩手机，因为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

“每个星期看着孩子都在
成长，心里感到莫名的快乐。”

“孩子现在会独立思考和独立阅
读了！”“孩子现在可以自己做完
自己的事，越做越快了！”“我们
在快乐阅读中，感受到了孩子的
成长与成熟，这份快乐，来自阅
读。”……家长发自内心的一席
话，也让大家有理由相信学校的

“快乐阅读”之路一定会越走越
亮堂！

快乐阅读 共同成长
——麦溪中心小学扎实推进“书香润德”项目侧记

通讯员 袁军辉

“面、线、点”的三足鼎立
面上普及 线上开花 点上结果

建山学校建山学校::
科普科普““星光星光””点亮学生前行道路点亮学生前行道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吴张吴 通讯员通讯员 王军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