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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2009年，暑假过来的那
一学期，像往常一样上完课，我开

始巡视作业，走到一个男孩的座位
旁，我忍不住停了下来。这节课我们
画的是形状的组合，这个孩子画的是
一个场景，有人有车，这些物体由很多
形状组合而成，整体画面联想想象丰
富。我教了这么多年书，第一次看到

一个一年级的孩子用形状组合画
出了一个人的半立体的侧脸和一
辆汽车的正侧面！他对空间的

认知、对立体的感觉远超同龄人，
让我在他座位旁看了许久。我问他

在哪里学的绘画，孩子告诉我，他基本
没有学过。是的，这种自身感觉和悟性
不是学来的，我顿时觉得能教到这样一
个孩子特别幸福，此后很多时候，在课
堂上他的作业都带给我一些惊喜，为了
激发大家的创作热情，我把班上的孩子
都培养成了他的粉丝！

我不教他后有一次，他的妈妈跟我
交流说：“束老师，好像只有你说我家儿
子有天分，其他老师并没有认为他非常
出色。”我听后，迅速和其他老师进行了
沟通，原来因为他画画时，常常不根据
主题创作天马行空，有的时候呢，线条
随性色彩又不是太好，不按套路出
牌。细想一下，这些缺点又何尝不
是他的优点呢？可能很多老师喜

欢那种规矩的线条和方正的造
型，而他这种有些不入大

流。可是在我眼里，这感
性的想象和创意的表

现是多么的宝贵
呀！后来

每

次他换了美术老师，我都要去帮他说一
些大话：“哎，你们班上那个叫张恒的小
朋友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出什么大
作啊？我跟你说这孩子是我教书这么
多年来唯一见着有一点天分的孩子
……”以至于他班上的学生以为我是他
亲戚，有时我去找他，同学会说：“张恒，
你家阿姨来了。”弄得我哭笑不得！对
这个孩子特别的关注：一方面出于内心
对他的喜欢和认同，另一方面我特别想
研究一下这位在我看来有点天分的孩
子，也是在向他学习！

我发现他的图像记忆能力非常好，
对事物的概括能力很强，你只要命题一
个场景，他就能对场景进行想象，快速
地用图像表达，可能因为平时接收到的
图像输入卡通片比较多，所以画出来的
形象有些类似卡通形象。但是他不是
简单的模仿，他能根据生活中的人物设
计出各种有趣的形象，有非常好的造型
概括能力和想象力。正是因为他的这
种特点，又使他经常活在自己的世界当
中，有时候，老师在说什么他根本就听
不懂，常常跑偏。语文老师说他写文
章，有的时候是非常精彩的事，却常常
主题抓不准导致文不达意拿不到高
分。

他的妈妈在发现了他在艺术上面
的特长后，决定在这上面好好的培养
他。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很着急地
说：“老师说他可能是色盲，有可能不能
考艺术类的院校了。”我听到这个话非
常震惊，就问了到底怎么回事？她说现
在他在校外跟一位老师学习绘画，老师
也表扬他的素描画得非常好，可是学习
到了色彩，老师就觉得他经常听不懂他
在讲什么，跟他讲了这个颜色，他也调

不出来，所以老师认为他不能辨识

颜色！
我回想到他在小学时候暴露出来的

问题，当下就跟他妈妈说：“我教了这么多
年没有发现他有色彩认知上的问题，他
素描画得好就是他的感受能力和造型能
力的体现，这方面你不用怀疑。他是比
别的孩子要强一些，他对色彩的感觉不
是非常敏锐，但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
来解决的。老师说他色盲，可能是因为
老是觉得他听不懂他在跟他说什么，有
的时候，他的理解能力跟别人不在一个
世界里就会跑偏。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
去做一下色盲的测试！”测试结果出来之
后，他妈妈这才算吃了一个定心丸。

他妈妈因为不太理解儿子的世界，
就经常和我抱怨儿子的学习，说他不在
状态，时常跟不上，各种不行，我就给她
推荐了阿米尔汗的一部电影，叫做《地
球上的星星》，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地
球上一颗特别的星星，上天有时候是公
平的，他在这个方面有着超出他人的闪
光点，所以很可能会在另外一方面有所
缺失。对待这种缺失，我们要花超过常
人的耐心去把它变成优势！他妈妈在
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受到了很大的触
动，除了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她也把这部
电影推荐给了张恒。有一次，这个小家
伙兴冲冲地跑到了我面前，对我说：“束

老师，你猜猜
我的偶像

是谁？”
我

猜：“达·芬奇？”他说：“不是。”猜
了好多画家，他都说不对不对。然
后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的偶像是
阿米尔汗，你还记得你推荐给我妈妈的
那部电影吗？《地球上的星星》，嗯，我太
喜欢那部电影了！”我内心也有些激动，
原来他和这部电影产生了这么大的共
鸣，我说：“张恒，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想象
的世界和那小男孩有点像？”他点点
头。我说：“你在我心目当中也是能
成为这么厉害的画家呢！我觉
得老天已经给了你那3%的灵感，
现在你要做的是在花那97%的努
力，要成为画家，这可不是一件简简
单单的事情，没有不播种就有的收
获，光鲜的背后都是付出和汗水，没有
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如果想在这
条路上走下去，除了要通过学习提高眼
界，不断练习找到对的方法提高自己技
能，还要有着像爱迪生一样不怕失败的
精神！”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不过从此
之后，他妈妈告诉我，在学习之余，他每
每都能坚持几个小时地坐在那里练习
创作，甚至有时画得不肯停歇！

现在这孩子已经初三了，即将
面临中考。为了赶上功课大概也
有段时间不画了，在他即将毕业
之际，我准备为他做一次校园
内的画展，算是对他
的一种希冀和
祝福！

雨中的那抹微笑
陵口中学 钱伟俊

在去年临近期
末考试的时候，我
和我的两位搭班老

师一起家访了 10位学生，至今印
象比较深的依旧是小宇脸上的那
抹纯净的微笑。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初一的时
候，给我的印象是“傻里傻气”的，
走路走着走着，就突然跪倒在地
上，在地上用膝盖滑行。当我看
到这一幕时，被震惊住了，心想这
孩子是不是哪里不对劲，怎么这
么走路呢，后来我也没有过多地
去关注他。到了初二，他被分到
我班上，才慢慢地对他有所深入
的了解。首先，他是一名典型的
学困生，除了物理，其他的都比
较差，对于这种情况，我也只能
多鼓励鼓励，除此以外，也别无
他法。其次，我也发现了他身
上的一些优点，比如讲话吐词
比较清晰，对老师、同学都很有

礼貌，也喜欢和我唠唠嗑，当然
了，他其他学科为什么这么差，除
了基础不行之外，最要紧的就是
惰性很强，有的时候周末作业基
本不写，都是每周一被老师喊到
办公室去补，当然因为他的这些
坏习惯我也单独跟他聊过几次，
收效甚微。

这次正好利用给他送贫困补
助的机会，去他家做个家访。我
们到他们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天空中还下起来蒙蒙细雨。他们
村上有三位学生，先去了其他两
家，当我正想问他们认不认识小
宇家的时候，他已经撑着一把雨
伞过来接我们。去他家的路有点
泥泞，我打开手机的电筒照亮了
道路，他替我撑着伞，我当时就感
受到了他待人处事的细致、周到，
看到的是他的另一面，到了家里，
才发现，家里确实比较寒碜，家里
就爸爸、爷爷、奶奶四口之家，单

亲家庭，很多问题学生都是出自
单亲家庭，他也不例外。在与他
们家长交流的过程中，也看到了
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尽管他们也
知道他的成绩是什么水平。小宇
在跟我们老师交流的过程中，始
终保持微笑，那种微笑给人的感
觉很干净、很单纯，所以，我们平
时对学生的认识往往都是片面
的，要么局限于学校，要么局限于
他们的成绩，其实不然，我们作为
老师，更多的是要把他们看成一
个立体的、发展中的人来对待，目
前可能跟不上，不代表以后也跟
不上，我们应该平等地耐心地对
待每一位成长中的学生。我对自
己的要求就是，希望在我的努力
下，让班上的每一位学生都有所
成长。这里的成长，不仅仅局限
于成绩，更多的是要让他们感受
到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的认识、

对人生的感悟，哪怕是那么一些
零星的理解、认识和感悟，也是一
种成长。

在家访结束离开他家的时
候，外面雨还在下着，小宇说：“老
师我送送你们吧。”他撑起那把雨
伞，送我们到村口，等我们上了
车，他用比较清晰的普通话微笑
地说：“老师，再见！”我们几个任
课老师听了后，感觉心里暖暖的，
这孩子真是太有礼貌了。

我们当时在回程的路上，一
直在讨论如果他的成绩再好一
点，那该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
但是现实没有如果，教育永远是
一门遗憾的艺术，我们所能做
的只是把这份遗憾降低到最小
的程度，为他们尽可能地撑起
属于他们的那一片天空！

我的教育小故事
华南实验学校 束珏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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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菀滢 通讯
员 教宣）为高质量建设平安校
园，15 日，镇江市平安校园建
设暨校园防欺凌工作推进会在
我市举行。镇江及我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各辖市 （区） 教
育局职能处室负责人、市属学
校分管领导、责任督学代表参
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我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校园安全管理经
验。近年来，市教育局牢固树
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

意识，坚持统筹推进、标本兼
治，全面构筑学校安全“防火
墙”，提前实现公安部门确立的
学校安全防范三个“百分之
百”目标。2018 年，我市被评
为“江苏省平安校园建设示范
市”。

完善整体联动机制，强化
校园安全合力。据了解，市教
育局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
求，加大对职能部门、镇区
（街道）考核力度，并将结果与

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挂钩。教
育局班子成员蹲点到校、条线
负责、划片管理，与学校、教
师逐级签订安全管理“一岗双
责”责任书，层层传递压力、
夯实责任。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每年，公安、教育等职能
部门相互协同、紧密合作，定
期研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形
势，及时会商学校安全重点、
难点、薄弱点等问题，逐步健
全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机制、涉教涉校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机制、重大事项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机制。编印丹阳市
《校园安全应知应会读本》《安
全应急处置简明手册》，对全市
学校安保干部和教职工进行系
统培训，目前，我市共有专职
保安402名，确保每校至少配备
2名，确保24小时有人值守、封
闭式管理。全市学校安装高清
视频图像采集装置和一键报警
装置，全面接入公安局实战应
用平台和教育局实时监控平
台，实现动态、全程监控。

把握标本兼治导向，强化
校园安全实效。编印《丹阳市
中小学生安全教育读本》，将生
命安全教育纳入课程计划，确
保课时、教师、教材、活动、

考核“五到位”。主动加入国家
安全教育实验区建设，充分利
用国家安全教育平台，进一步
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演练等
各项工作。坚持“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精心设计安全标
语、嵌入安全警示、布置安全
防护，进一步丰厚学校安全文
化。与公安、消防、交通等部
门合作，在我市省级未成年人
社会实践基地开辟禁毒馆、交
通安全馆、地震体念馆等主题
教育场馆，进一步拓展安全教
育阵地。全市各校定期组织安
全应急演练，扎实开展防溺
水、防校园欺凌、女童防性侵
等专题培训，不断增强学生的
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

综合治理注重系统跟进。
采取“政府保障，教育、公
安、交运、应急等部门监管，
校车公司运营”模式，每年投
入 2000 余万元， 97 辆专用校
车，132条运营线路，满足农村
6000 余名学生安全上下学接送
需求。大力实施学校食品安全
量化分级管理，创成镇江市“A
级食堂”90 家，所有学校全面
达成“明厨亮灶”标准，“阳光
食堂”平台管理使用、校园长
陪餐制度全落实。系统推进学

校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联合
执法、共同整治，全面取缔校
园周边违规经营的各类摊点、
黑车、网吧和娱乐场所，学校
周边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

隐患排查坚持抓细抓实。
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制”，学校
对照安全管理要求，全面梳
理、自查自纠，形成学校安全
工作清单、问题清单、责任清
单。建立薄弱环节“监控制”，
对学校特种设备、实验室危化
品等重点领域加强管理，对警
务室进出登记、学生请假等重
点环节规范流程，对有心理疾
病的师生、有不正当诉求的家
长等重点对象予以特别关注。
建立问题整改“销号制”，针对
排查出的安全风险隐患，学校
每周上报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教育、公安等部门采取不打招
呼、直奔现场的形式，对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倒追
责”。

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镇
江未成年人综合实践基地的

“主题体验馆”、普善幼儿园的
食堂“五常法”管理现场、正
则小学的校园一键报警系统和
五中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
桩、危化品管理。

全面构筑校园安全“防火墙”

我市召开平安校园建设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菀滢 通
讯员 符文豹） 15日下午，全
市中小学学生社团建设工作
推进会在丹凤实验小学召开，
来自全市中小学的学生社团
工作负责人 80余人参加了活
动。

与会人员首先观摩了丹
凤实验小学的社团活动；听取
了丹凤实验小学和华南实验
学校结合各自学校社团建设
情况进行的经验介绍；对《镇
江市中小学学生社团建设优
秀学校网络评审标准》进行了
了解，教师发展中心社团处相
关负责人通过《对丹阳市中小
学社团小组活动课程建设现
状的调查与思考》，对目前我
市各学校社团课程建设提出
了建议。

下一步，我市将明确下阶
段各学校社团课程建设要求，
积极落实镇江市 2019年中小
学学生社团建设优秀学校的
创建工作，组织更好的指导学
校社团活动。

我市推进中小学
社团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 刘
萍）12日上午，地方资源项目共
同体小组活动在前艾中心幼儿
园举行。

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大自然
的畅想”，来自实验幼儿园、云阳
第一中心幼儿园、横塘中心幼儿
园、珥陵中心幼儿园等共同体成
员单位的园长及骨干教师一起
观摩了幼儿园的户外游戏活动，
小班的活动主题为“叶色共舞”，
孩子们在画布上，用小脚欢快地
踩出绿色的树林，用小手挥洒出

漂亮的花花草草，最后将银杏叶
子天女散花般地撒在画卷里，一
幅叶色共舞图就呈现在大家的
面前。

中班组开展了“萌娃农家
秀”亲子创意手工活动，家长与
孩子们用玉米皮、芋头叶、芦苇、
稻草、树叶、山竽藤等常见的农
作物，通过裁剪、插接、粘贴、编
织等方式制作出了一件又一件
富有自然特色的首饰、衣服。
瞧，红地毯上孩子们身着“自
然盛装”摆出各种 POSE，家长

们拿着手机“咔嚓咔嚓”拍个不
停，观众们更是掌声、喝彩声不
断，整个活动场成了欢乐的海
洋。

大班组的主题为“魔法彩
汁”，孩子们利用各种不同颜色
植物的汁液来进行印染和扎染，
在他们的创作下，普通的布袋、
T恤、手帕都摇身一变成了一件
件精美的艺术品，孩子们一个个
用双手小心翼翼捧着，脸上笑开
了花。

活动结束后，与会人员还一

起听取了前艾幼儿园的课程故
事分享“逗豆乐”，并聚焦“如何
开发挖掘本土资源促进幼儿的
深度学习”进行交流研讨，大家
表示，前艾幼儿园落实《指南》及
课程游戏化精神，深入探索有效
利用本土资源支持幼儿主动学
习的策略，挖掘资源的教育价
值，提升教师在一日生活中利用
物质、人文资源开展课程活动的
能力，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促进
了幼儿的主动学习。

《教育周刊》投稿邮箱：
1132713237@QQ.COM
联系电话：15896391166

大自然的畅想
前艾中心幼儿园承办全市地方资源项目共同体小组活动

幼教天地教天地

本报讯 （记者 菀滢 通讯
员 张先明）近日，埤城中心幼
儿园接受上级对该园创建“四
星”党支部各项具体工作的检
查。

据了解，埤城幼儿园党支部
每月扎实开展“五事联动”活
动，严格执行“三会一课”、组
织生活会；积极开展了“镇江市
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学习”

“浓情端午进养老院”“庆国庆爱
国演讲”等增强主题教育的活

动，并先后获得了镇江市文明单
位、镇江市廉洁文化进校园先进
集体、镇江市养正学堂、丹阳市
五事联动优秀案例等诸多荣誉。
呈现了观念新、思想正、人心齐
的良好局面。

今后，幼儿园将以党支部
“四星”创建为契机，持续立足
自身和汇聚外力相结合，进一步
完善党务常务管理工作，凝聚党
员教师，发挥党员的先锋引领作
用，带动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做智慧父母
育幸福孩子

本报讯（记者 张吴 通讯
员 邱雯） 14 日上午，荆林幼
儿园举行了小班家长半日开放
暨第二届落地式家长学校唤醒
活动。在誓词“用生命影响生
命，用温暖传递温暖”中，诸多
家长纷纷表示，活动使他们深
刻了解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今后将积极与学校携手共谱家
园共育之歌。

埤城幼儿园打造党建活动新阵地

扫一扫，
关注丹阳日报教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