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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百凤齐鸣”<<<
“半日开放”暨家长会为了使家长

更好地了解学校，了解孩子在校表现，支
持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每学年实小都要
举办“半日开放”暨家长会活动。通过这
一活动让家长们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与
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课，了解学生在校学
习、生活情况，关注学生的成长，形成教育
的合力。同时借助“半日开放”暨家长会
活动让学校接受家长的评议和监督，进
一步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不断提
升学校办学水平，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
教育。

鸣凤大讲堂实小充分发掘家长资
源，注重发挥家长的专业特长，利用“鸣凤
大讲堂”定期开展家校共育的授课活动，
采取集中授课与分散式授课相结合的方
式。每学期都有优秀家长自愿到校为家
长和孩子进行授课活动，扬州大学心理
中心的刘芳、张玲两位老师为家长们带
来《正确认识亲子关系》的心理按摩，提升
家长们对亲子关系的认识；人民医院的
倪辉萍护士为孩子们带来《手“筑”健康
从你我做起》的卫生知识讲座，引导孩子
们从小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君君绘本
馆的刘文君女士给一年级新生带来《猜
猜我有多爱你》的绘本故事讲述，激发孩
子们阅读的兴趣……这些授课活动不仅
向孩子们传授了学习、生活上的知识，还
向家长们宣传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教
养方式，指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落地式”家长学校实小目前共有15
个“落地式家长学校”实验班，涵盖了低中
高三个年段。对于实验班的工作，学校
在开学初就会制定详细的方案，落实到
人，具体到日期。实验班的班主任都是
业务能力突出、责任心强的骨干教师，在
他们的组织管理下，班级的线上线下亲
子共读活动，均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每次活
动过后，都能注意资料的积累，做好美篇。
实验班的活动注重多向传导，除了常规读
书活动这一单向传导之外，还能结合学校
的研学和乐考活动，鼓励家长参与到学校
的活动中来，家长们可以帮助策划活动
方案、落实活动内容、提供后勤保障，从而
释放家长的教育活力，营造良好的家校
共育氛围。

百师进千家实小选择学习表现不
佳、习惯养成不到位、留守儿童等需要重
点帮助的学生上门家访，即为“百师进千
家”活动。老师们走进家庭，走近学生，了
解学生在家里的表现，加强和家长之间
的沟通，达成教育共识，强化教育合力，促
进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在家
访过程中教师重视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

思想，促使家长进一步了解
孩子的身心发展情况，提升家庭
教育水平。通过开展家访活动，密切了
学校与家庭、社会的联系，建立起良好的
家校关系和师生关系。

家长团辅孩子的学习是家长们永恒
的话题。有些家长尽心尽力地辅导孩
子，但是依然发现孩子在学习上拖拉、没
有条理、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教育长期
不见起色，陷入教育困境。实小为这些

“困顿”家长搭建了平台，开展相似问题学
生的家长团体辅导活动。比如注意力不
集中这一现象较普遍存在于小学生中，
尤其以低年段的孩子最为明显。学校请
专职心理教师通过策划并招募部分家长
走进校园，每周一次，连续六次，开设系列
团体辅导活动，教授家长一些训练孩子
注意力水平的方法，从而“家校共育”帮助
孩子高效学习。诸如此类的活动形式多
样、内容轻松，家长们纷纷表示收获颇多，
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参与家长们“现身说法”<<<
六（3）班陈葛涛同学家长葛凌燕：今

天有幸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半日开放活
动，感触颇深。上午，跟着孩子们听了语
文、数学、英语三节课，课堂上老师组织有
序、高效，孩子们听得也很认真。看到自
己的孩子能认真听课，我很开心；听到别
人的孩子精彩发言，又很羡慕；我的孩子
坐着不动，唉！我开始反思……一上午，
我的情绪都随着自己孩子的表现而起起
落落，也再次感受到了老师们的不易。
晚上，校领导讲话，给我们分析了六年级
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我一边听一边
回忆孩子和我们大人的表现，发现我们
有的方面做得好，有的方面要好好反思。
三位任课老师的发言又各有针对性，为
我们辅导孩子提供了帮助，我是一边听，
一边对号入座，也一边暗下决心：今后一
定要从自身做起，为孩子做个好榜样；能
从正面引导，配合老师，努力培养好自己
的孩子。

三（9）班刘煦同学家长徐娜：还记得
刘煦小朋友当时刚进一年级的时候，因
为身高比较高，所以坐在最后一排。上
学不到一个星期，老师就跟我反映，孩子
坐不住板凳，前十分钟还好，后面就很容
易走神，不能认真听讲，经常会四处观望，
不能很好的集中注意力。父母的困惑，
其实作为老师，学校都理解，为此学校想
家长所想，急家长所急，特地举办了“家长
团辅系列活动”，教会家长如何更好的跟
孩子沟通，用科学的方法去处理小一新
生容易出现的问题。通过学习，我觉得
最大的收获是我更懂得如何去做一个家
长，懂得如何去跟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
而不是无效的说教；懂得如何在惩罚前
先给予奖励；懂得如何对孩子进行“时间

管理”，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
四（1）班刘卉妍同学家长刘红军：每

两周一次的家长读书计划，会针对四年
级年龄段孩子和家长可能面临的问题，
精选《不输在家庭教育上》重点章节内容，
制定好读书计划，按照全员参与原则，在
预定时间，由一名家长主持，部分家长领
读，部分家长以文字留言、语音、手写拍照
等形式分享学习心得，其余家长积极讨
论与交流。家委会成员后期及时编辑成
读书美篇，发到家校共育群，供家长和老
师点评。有时在班级设立一本读书漂流
本，根据学号两天一轮，让每位家长轮流
读书，并完成一篇读书体会。家校共育
读书活动，增强了交流和理解，让更多的
家长了解教育教学现状，懂得了教师的
付出，拉近家长与孩子、家长与家长、家长
与教师之间距离，达到文明和谐教与学，
促进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实验班班主任“最有体味”<<<
实验班班主任吴建方老师：我班家

委会委员都是素质高、乐奉献、热心肠的
家长，哪位家长心中有困惑都会有家委
会家长主动与之联系，并与他们进行沟
通疏导；作为本班班主任，我也时常主动
与家庭教育有困难的家长进行沟通，了
解他们的为难之处，一起商量办法。家
校共育活动的开展，犹如沙漠里流来了
汩汩清泉，营造了一片片生机盎然的绿
洲；家校共育活动的推进，犹如黑夜里看
到了东方透出的曙光，心中一片豁然。

实验班班主任袁宇花老师：2018年
11月19日，一（8）班家委会成立了。一年
来，通过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活动，线上线
下的互动，整个班级的凝聚力越来越强，
如今俨然成了一个温馨有爱、团结向上
的大家庭。尤其在妈妈眼里厌学不合
群、没有运动细胞的薇薇小朋友的转变
是我最感自豪的事，如今的薇薇学习自
信乐观，热爱运动，她的妈妈感激地说是
温暖有爱的大家庭给了孩子转变的动
力。我们不是流于形式的读读书做做美
篇，而是发自内心地在经营育儿事业。

实验班班主任臧瑾老师：一朵花从
种子到开花要经历长期的过程，一个孩
子的成长也是同理。随着探索和交流的
深入，我校的家校共育会有更多创意且
有效的做法；只有持之以恒的态度和精
神，家校共育才能取得所期待的效果。“浇
花需浇根，育人需育心”，我们所有教育人
当不忘初心，持之以恒，方得始终。

多管齐下搭平台多管齐下搭平台
家校同行育家校同行育““凤娃凤娃””
本报记者 张吴 通讯员 谭红良 吴秀凤 文/摄

11月12日至14日，实验小学的校园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半日开放”暨家长会活动：每天上午都有两个年级共计千余位家长走入各自班
级参与主学科听课，他们每个人都很投入，既关注孩子上课时的状态，也关注老师们上课时的表现，部分家长甚至会记录下自己观察到的内容。
等到下课时，因为家长们的到来校园里显得更加热闹了，有的在和孩子交流，说说听课之后的感受；有的彼此之间在交流，谈谈教育孩子的得失；
更多的是忙着和老师交流，听听老师的意见……除了听课，家长们也会关注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会来到操场观看广播操和阳光活动。热情的家
长们、兴奋的孩子和投入的老师将整个校园变成了一座家校共育的大花园，实验小学二千多名孩子正在这里茁壮成长！

实验小学德育副校长郑朝霞告诉记者，学校秉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办学理念，致力于“为每一位学生一生的发展和幸福奠定坚实的基础”，
依托“生活德育”的平台，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稳扎稳打地开展“家校共育”各区域工作，“百凤齐鸣”亦成绩斐然，目前已先后获得“江
苏省优秀家长学校”“江苏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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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守护质量，这是我校
编订的《质量手册》当中的一句
话，正是这句话，提出并树立了
正则小学全面、全体、全程的质
量观。近年来，学校越发感受到
要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保持学
校的可持续发展，教师的校本研
训、学生学习力的提升至关重
要。现如今，学校通过整体设计、
科学谋划、阶段侧重、分段实施
的方法，扎实开展校本研训。让
教师更清楚地了解质量管理的

“道”，以“道”来指引教师教学遵
循正确的“术”。

一、整体设计，重塑校
本研训理念。

学校重新编写了《正则小学
新质量管理手册》，提出在校本
研训促质量提升管理过程中紧
抓“一个中心”，做到“两个结
合”。

一个中心：以“德智相融”的
课堂建设为中心。以课堂为载
体，以儿童为主体，让德育渗透，
将学科知识化为生命的营养，推
动教学走向优质与高效。

两个结合：一是“课前”与
“课后”相结合。将教学及管理重
心前移，通过校本研训引导教师
认识到教学质量的提升功于课
前、精于课后。重视备课环节，突
出作业、练习设计的有层次、多
类别；同时，能根据作业练习的
反馈情况，指导学生学习、检查
教学效果，调整教学方案，认真
备好下一堂课。二是“教”与“学”
相结合。质量管理不仅关注教师
对学校“教学五认真”常规要求
的执行情况，更重要的在于引导
教师将日常教学与培养学生的
学习能力相结合。根据小学生年
龄特点，在小学阶段着力于培养
孩子的学习能力，重点通过课堂
中的“自学 分享”学习，提升学
生预习与课堂参与分享的能力，
促进儿童合理发展。

二、项目引领，推进校
本研训进程。

2018学年，学校整合已有教
育资源和经验，邀请专家和骨干
论证、研究，积极申报并实施三
大项目：学校内涵创新项目、德
育品格提升工程、教学前瞻性项
目。教师层面遵循“问题即课题”
的研究思路，学校鼓励教师征集
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积极申报
课题，通过课题研究，由“经验
型”向“科研型”转换。目前，三大
项目齐头并举，正有计划、有侧

重分段实施。通过项目研究，分
析日常教育教学现象的发生原
因，寻找解决的科学途径。有力
培养了教师科研能力，提高了教
学质量，有效地推进了校本研训
进程。

三、有效管理，夯实校
本研训过程。

1. 精准化教学管理，规范教
师教学行为。教学五认真实行

“每月普查”与“精准化抽查”相
结合，针对薄弱教师进行精准化
常规管理。坚持每周听 2~3 位教
师家常课，并及时和老师交流、
谈心。同时做到随堂听课与问课
相结合，实行优秀教师免听制度
和问课制度，对代课教师、青年
教师、薄弱教师加强听课，有所
侧重。

2.落实“五认真”过程监控，
改进中求质量。为做到有效帮
扶，我校制定并落实了师徒结对
制度。家常课听课等偏向于一些
薄弱教师，努力做到过程性帮扶
和管理。改进备课模式，出台了
正则小学备课管理制度，并通过
行政蹲点的方式，确保集体备课
的效率，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固定
备课、上课流程。

3.构建质量监控体系。构建
教研组、年级备课组、教学研究
管理中心三级管理体系，强化教
学管理质量的监控，减少工作中

的失误。各学科教研组安排了周
三重点一课、月调研，要求重点
一课必须经过年级备课组集体
备课、试教、修改、全校展示这样
的流程。

4. 加强教学研究，努力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期初召开了学科
质量分析会、年级质量提升会，
通过月质量调研、半日调研、谈
心等措施加强各年级的质量监
控。密切关注薄弱班级和薄弱教
师，各条线制定帮扶计划；开展
主题化教学研讨。开展学生学习
力的研究。和德育中心联合，采
用国旗下讲话、班队活动、心理
团辅、讲座等形式加强学生自我
学习管理和研究。加强了课堂管
理的力度，每天巡视、检查、反馈
课堂中教师、学生行为，每月班
级开展课堂小标兵的评选，期末
学校开展全优课堂小标兵的评
选。

四、搭建平台，促进
“教”“研”相融。

学校着力搭建三大平台，促
进“教”“研”相融。确立“工作学
习化、学习工作化”意识，学校根
据调研针对教师亟待提高、急需
了解的教育教学理论，开展相关
活动，并对教师的学习情况跟踪
督促检查。学校通过多层次、全
方位的课堂实践来提高教师课
堂实践水平。期初行政带头示范

课，教师家常课，周三教研组重
点一课，每年11月份“凤之秋华”
教学节活动。一学年来，共有 12
名教师在省、市级基本功竞赛、
优秀课评比中获一、二等奖。

五、总结考核，巩固校
本研训成果。

校本研训每次活动过程有
记录，人员出勤有点录，必要时
拍照留念，完成后有小结和报
道。如教研组记录、备课组记录、
教师成长记录册都能按要求记
好，每次活动都有活动记录留存
归档。教师、学生的获奖成果都
有详细记录并留存复印件；各类
课型活动汇总成册；每次教研活
动都有专人检查登记，各式材料
都有主管领导审查装订；各项活
动都有安排、有总结、有表彰、有
奖励。对于各类研训成果，学校
根据获奖档次分别给予不同的
奖励的同时，也与本人的绩效考
核挂钩；对于没有按照要求完成
任务的，给予相应的处罚。

校本研训是一条漫长的探
索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
长期坚持并有效落实才有收获，
为使校本研训这块广袤的大地
上大树林立，开满鲜花，学校还
要继续在各级专家的指导下，用
自己的智慧和辛勤不断耕耘，谱
写正则小学校本研修的华美乐
章！

开展校本研训 科学提高教学质量
——正则小学校本研训工作综述

陈国钰

省心理特级教师
送教到埤城中学

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 郑
荣飞） 15日，江苏省心理特级教
师蒋伟凤老师来到埤城中学，开
展了关于“阳光心理，健康向上”
的团体辅导，

接着，蒋伟凤又作了“让生命
在自信中绽放”的精彩讲座。

最后，蒋伟凤在学校心理辅
导室给班主任做团体辅导。

云阳学校组织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
观影活动

本报讯（记者 菀滢）近日，
云阳学校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观影活动。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奋进新
时代 共祝祖国好”，旨在让广大
教师立足教育本身，在今后工作
学习中继承前辈顽强拼搏的奉献
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学
校发展贡献力量。

界牌中学开展普
法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吴 通讯
员 张琪）近日，界牌中学邀请界
牌镇派出所所长、该校法治副校
长张国栋为初一学生做《为孩子
撑起一片蓝天》法治专题讲座。
讲座过后，初一新生们又以“法
治”为主题策划各班黑板报，孩子

们写字、绘画、设计有模有样、精
彩纷呈。

吴塘实验普及校
园欺凌法律知识

本报讯（记者 张吴 通讯员
杨霞）12 日下午，吴塘实验学校
（小学部）特邀皇塘司法所来学校
开展以“加强法治教育 防治校园
欺凌”为主题的“预防未成年犯
罪”的普法宣传讲座。讲座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为学生们普及校园
欺凌法律知识，警示学生之间不
以强欺弱、以大欺小，遇到危险要
保护好自身安全。

法治教育进吕小
本报讯 （记者 张吴 通讯

员 郦梅红）日前，吕城中心小学
邀请吕城派出所负责人做了《开
展五防教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法治讲座。讲座从宪法讲起，以
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安全技能为
重点，着力教育该校全体师生提
升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安全防范的
能力。

乡村小学研讨活
动在司小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吴 通讯
员 步敏）近日，丹阳市乡村小学
科学骨干教师培育站课堂教学设
计专题研讨活动在司徒中心小学
举行。活动上，教学展示精彩纷
呈，让人印象深刻。

不忘初心播撒爱

““校本研训校本研训””
在行动在行动

从教 27 年，当班主任 24
年，在这五彩缤纷、酸甜苦辣的
三尺讲台上，我作为一名为孩
子们服务的普普通通的老师，
工作中我没有轰轰烈烈的先进
事迹，也没有催人泪下的动人
故事，我只是以平常心做着平
常事，不为别的，只为那一张张
充满天真稚气的笑脸，为了他
们，我在这条道路上不忘初心，
践行着我曾经的誓言——把爱
献给学生。

十几年前，我还在农村教
书的时候，有一天放晚学，我看
到有一个小男生围着校门口的
饼摊，眼馋馋地在转悠，我就过
去买了一块饼子给他。那小男
孩疑惑地看了我一眼，说了声

“谢谢”，就将饼子往嘴里塞。
后来我分工任教初二，那小男
孩居然在我的班里。早听说过
这个叫小杰小男孩，但从没见
过他的人：脾气很犟，常违纪，
成绩不好，难教育。原来就是
他！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他
除了成绩差点以外，并不是如
其他老师说的那样，而且上语
文课很认真，语文成绩还是蛮
好的。班级里有什么事情，都

很主动去做。有一段时间他
好像有心事，不想学习，问他，
也不说话。放学后，便让学生
带我去他家家访，路很远，距
离学校七、八里路的样子。到
他家，他很惊讶，在一边还是
不说话。他的父亲腿不好，在

采石场工作的时候被石头轧
了。只有母亲一人在外面做
事。家里太穷，因此，想让小男
孩辍学。我了解了这些情况，
又给他父母做了些工作，小杰
终于还是很开心地继续来上学
了，一直到初中毕业。毕业以
后，在一个亲戚那上班，很上
进。后来，靠着自己的努力，在
城里买了房子，结了婚。每隔
一段时间，他就要和我通一番
电话，问个好，讲讲他最近的情
况。十多年了，每年如此，从未
间断。他跟人说：“我一直记得
蒋老师给我的饼。”

我无法感受到一块饼带给
这个孩子如此大的触动和感动
……

还有一个孩子，叫小伟，从
实验学校毕业六年了。家庭条
件很好，父母从小对他很是溺
爱，因此，他从小养成了随性、
倔强的脾气。从小学开始，就
很让老师头疼，在老师眼里，他
就是一个无法教育的学生。我
在教学过程中，也感觉到这孩
子的确是一个难以教育的对
象。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教
一首古诗，四句话，让他去背一

下，他都不愿意，的确有“性
格”！从教育之爱出发，从改变
和发展孩子出发，我开始多与
家长沟通，多找孩子谈心，先稳
定住孩子的情绪，然后再努力
寻找教育的最佳契机。到了初
二的时候，发现孩子对物理很
感兴趣，就以此为切入点，通过
鼓励、引导，逐步调动他各方面
的积极性，使他的成绩稳中有
升，性格也改变了许多。到中
考的时候，他竟然以较好的成
绩被重点高中录取，去年又通
过了雅思考试去了加拿大留
学。小伟的母亲很感谢我，她
说：“我作为母亲，有的时候都
真想放弃了，多亏了蒋老师的
关心和付出。”每年的节假日，
我都会收到小伟和他母亲的短
信问候。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
多。

我 1992 年参加工作，早出
晚归，已经成了我的生活习
惯。回家以后，和我爱人说的
最多的也是我班级的事，以至
我班上大部分学生的名字和情
况，我的爱人都能说得出。

是的，教育是从爱里产生
出来的，爱是一种巨大的力
量！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我
将不忘初心，继续践行爱的教
育，把我的青春、智慧，无怨无
悔地献给孩子们，献给教育事
业。

（蒋淑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