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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天高气爽，人寿花香，彩云
追月，桂花飘香。10月10日下午，八坼
小学组织59位退休老教师举办了“金秋
十月 重阳祝寿”活动。

校领导向在座的每一位退休教师送上
了衷心的祝福，对大家为学校所作出的贡
献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同时
也为年满七十、八十以及九十岁的10位

寿星送上诚挚的生日祝福。学生们也为退
休教师表演了节目，独唱《水乡童谣》、
二胡独奏 《豫北叙事曲》、舞蹈 《一年
级》等精彩的表演，获得了老教师们的热
烈掌声。

在快乐祥和的氛围里，退休教师们一
起高唱《生日祝福歌》，并其乐融融地切开
生日蛋糕，分享一份不同的喜悦。（八小）

重阳祝寿 人寿花香

八坼小学为老教师送上祝福

本报讯 近日，为喜迎党的十九大和
建队节的到来，黎里小学组织少先队员们
围绕重温党的光辉历史、感谢党的恩情、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学习责任担当、激励
健康上进、共建祖国美好未来等六个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低年级的队员们通过红领巾寄语向习
爷爷诉说心里话，用一句句真心温情的话
语表达对习爷爷的关心、感谢和热爱，并
表达自己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不断拼搏
实现自己的小小“中国梦”。中年级的队
员们用一张张色彩绚丽的儿童画，描绘出
祖国美好的景象，传递出少先队员们朝气
蓬勃、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充满了队员们

对习爷爷带领我们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感激
之情，以及祝愿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愿
望；用一份份内容丰富的手抄报，表达了
对家乡、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少年强国梦
的美好向往。高年级的队员们用清澈嘹亮
的歌声唱出了少年的力量、憧憬和理想，
抒发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怀。

另外，学校的主题黑板报和班级的主
题队会课，让队员们知道了更多的国家大
事。

这些活动，培养了队员们的爱国情
操，激发了他们奋发图强的决心。

图为学生们在阅读主题板报。
（陆秋）

黎小红领巾在行动

本报讯 近日，苏州市“姑苏
杯”第十届苏州家庭机器人大赛在沧
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举行，震泽实验
小学15组家庭第一次组队参加该项
比赛，并获得了喜人的成绩。刘徐炯
家庭、沈如璋家庭和徐景宸家庭获得
一等奖，其余12组家庭也全部获得
二等奖或三等奖。

据悉，本届家庭机器人大赛由苏

州市教育局、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姑苏区政府主办。来自苏州大市的
779个学生家庭 2000多人参加了比
赛。本届大赛是2008年开办以来，参
加家庭最多的一次。比赛共设七个项
目，包括四足竞步、弹力小车挑战
赛、智能垃圾分类、VEX工程挑战
赛、快乐足球、机器人创意和程序设
计创意。 （震小）

震泽实小在苏州“家庭机器人”赛中获佳绩

有人说：被人记住是一种
幸福。有政治家说，记住选民
的名字就是政治才能。我想，
记住学生的名字，则是一种教
育智慧，能尽快拉近师生之间
的距离。

拿到一（1）班学生名单
我赶紧读一遍，发现有几个字
还真难读准，于是我翻起了
《新华字典》。“靳”原来读
“jìn”，“骊”读第二声。我
像读课文一样反复读，像抄写
词语一样把这些名字写到作业
本上。接着一边读名单一边尝
试从名字去想象这个孩子的样
子、性格。

8月 30日下午，等把学
生的座位排定，我就打印好座
位表贴在讲台上。每个孩子的
座位上贴上学号和姓名，在班
中建了一个“坐标系”，然后
在每个学生的作业本上标上这
个“坐标”。

课上40分钟是我认识学
生的主阵地。我随时走到孩子
身边，听他回答问题，并根据
座位上的名字和学生沟通。如

“赵悦，你能说出‘开天辟
地’这个成语，真了不起！”

“许馨怡，你读得真响亮！”
“ 王 果 果， 你 写 的 字 真漂
亮！”……

我教学生们玩“作介绍”
游戏，任选三人说话：“我叫
XXX， 你 叫 XXX， 他 叫
XXX。”有的孩子一起读幼儿
园，彼此熟悉，能流利地说出
来；有的不认识，我引导：

“你可以先问问他的名字。”在
游戏中，不仅学生们相互熟悉
了，我也很快认识了他们。每
次晨会课上，学生一个一个过
关读，我常让他们自报家门
——学号+姓名。

在这样的努力下，两个星
期下来，我记住了全班学生
的名字。排队做操时，我能
快速而准确地点出不认真走
路的学生名字，他马上规矩
了；课上哪个学生走神了，
一提他的名字，他会马上警
醒。特别是在晨会课上，听
到受表扬的是自己时，那些
学生是多么开心啊，也更愿
意和我亲近了。

曾有一项针对学生的调
查：世界上最美妙、最动听的
声音是什么？很多学生的回答
竟是听到自己的名字从老师的
口中说出来。这样发自内心的
回答难道还不足以令每一个为
人师者震撼吗？是的，老师能
记住学生的名字对学生来说其
实是那样的重要。记住学生的
名字，学生觉得老师在乎他、
重视他、关心他，这是师生沟
通的便捷之道，也是促进学生
认真学习、积极进取的好方
法。只有记住学生名字的老师
才能真正走进学生心中，真正
了解学生学习、生活、交友上
的需要，实现与学生的心灵交
融！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要做
一个好老师，就应该从记住学
生的名字开始。

尽快记住学生名字
松陵小学 韩平英

“面具背后到底是魔鬼还
是菩萨？”在没有真正了解一
个孩子之前，就将他贴上“差
生”、“疯子”的标签，对于这
个孩子来讲，或许是一种更大
的伤害。

W生是大家眼中的坏孩
子，他有着尖尖的下巴，大大
的门牙，总是咧着嘴巴笑。我
虽然不知他在其他课堂的表
现，但从体育课上来看，他确
实有别于其他的孩子。几乎每
节体育课上，他的行为都会引
起大家的不满。

听到孩子们这样对 W
生，我甚至有些心疼他，他才
上三年级，就被大部分同学所
讨厌，在应是美好与欢笑的童
年里只能独自舔舐伤口。而孩
子们这样的表现也让我觉得可
悲，在他们集体讨伐 W 生
时，W生有时沉默，有时反
击，有几次我分明看到W生
在偷偷抹眼泪，孩子们或许是
无心之失，不太懂得恶毒的语
言最伤人，但是作为老师，我
还是纠正了他们这些不妥当的
行为：“我们是一个集体，W同
学也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他
只是有时控制不住自己，我们
不应该指责他，应该团结起来
帮助他变得更好对不对？”孩子
们似乎也认同我说的话，此后，
虽然孩子们仍会给我打小报
告，但语气明显和善了很多。

我私下与他谈过，但他一
直沉默。有时我也会提醒他几
句，可成效并不大，这让我有
些懊恼。从此我对W生的关
注多了起来。当然，W生的

“进化”之路是艰辛而又漫长
的。但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后，我每次上课前都会对他进
行心理暗示：“老师相信你，
这节课你能做得很好！”只要
他稍有进步，我就会适时表扬
他：“W你做得简直太棒了！”

事实证明，我的坚持是对

的。体育室内课，我用多媒体
设备带领他们认识体育，了解
体育运动。PPT上穿插了很多
他们喜欢的与运动相关的动漫
人物，课堂气氛很活跃。而最
让我惊喜的是，W生发生了
巨大的转变，他竟然在座位上
坐得端端正正，听得津津有
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我压抑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连
忙道：“大家看W生坐得多笔
直啊，你们是不是应该向他学
习啊?!”W生大概没有想到居
然会被表扬，眼里光芒顿闪，
随即又咧着嘴巴，露着大门牙
傻笑着，坐得更加端正了。从
此，他渐渐融入了集体，同学
们也逐渐接纳了他，体育课上
的表现较以往好了很多。课堂
上，我依然会表扬他，虽然有
时他还是有些跳脱，但能看到
他点滴的进步我真心为他感到
高兴，也更加相信他能变得越
来越好。

像W生这样的学生还有
很多。一直以来，我也听了太
多有关于“差生”的评述。但
是，这样的表述真的对吗？贴
标签的现象就真的妥当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差生，我们很难对此下一个定
义。语文不好，他可能是未来
的数学家；数学不好，他可能
成为文学家……不好、差，只
不过是相对而言。历史哲学告
诉我们，存在即是合理。被贴
了差生标签的学生，并不等于
真的就是差生。现代教育学家
陶行知就曾劝诫教师：“你的
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
牛顿，你的讥讽中有爱迪
生。”他们便是所谓的差生，
但是，他们却拥有改变世界的
力量。

对标签说“不”
花港迎春小学 刘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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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幸福教 学生快乐学
江苏省震泽中学提高教学质量强化特色办学

本报记者 吴菲

走进江苏省震泽中学，正逢课

间休息，学生们脸上笑意盈盈，有

的在说笑，有的在与老师讨论问

题，校园内一派活泼热闹景象。“我

们追求‘教师幸福地教、学生快乐

地学’，打造生态高效课堂。”震泽

中学副校长王建荣介绍，近年来，

震泽中学坚持“养诗书大气，育济

世英才”的办学理念，不断创新教

学模式，主抓教学质量，同时顺应

课程改革，凸显科学精神，走出了

一条科普教育特色的办学之路。

历年的高考，震泽中学总
会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
单”。近几年来，震泽中学高
考更是呈现水涨船高的高位攀
升态势。其中2014年的高考
中，理科学生周萌以420分的
好成绩成为省理科第二名，也
是苏州市理科第一名，为恢复
高考以来吴江学生最好成绩。

2015年，震泽中学高考本
科达线率为89.24%，其中本一
达线率64.74%。2016年，震泽

中学再创辉煌，本一达线率为
61%，本二以上达线率突破
90%。2017年高考，较上年本
科达线率又有较大提升，本一
达线率超过70%，本二以上达
线率达99.5%。

“特色发展是学校多样化
办学、个性化育人的必然要
求，而在特色办学中提升教学
质量是重中之重。”教务处主
任姚亚军告诉记者，近年来，
学校深化“有效教学”的研究

和实践，积极建构自主探究的
课堂教学模式，追求“教师幸
福地教、学生快乐地学”，提高
课堂品质。

为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学
校开展“同题异构”教学活
动。“我们通常每学年的第一个
学期进行这个活动，第二个学
期则以示范性听课为主。”姚亚
军说，针对同一个课题评课，
教师间相互比较，相互学习，
能够取长补短。

建设学习型团队
交出漂亮高考“成绩单”

高中课程紧凑，学业压
力大，而学生的接受能力各
不相同，为此，震泽中学近
年来强调分层教学。姚亚军
说，不管是老师备课还是学
生做作业时都体现了分层
性，做到学习能力强的同学
吃饱并且有所提升，基础相
对薄弱的学生则可以适当放
弃一些难题。

“就像在数学试卷上，我
们会标注一颗星、两颗星等，
以此来表示难易度。”姚亚军

说，分层教学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发展，也更能展现学生的个
性。

去年高考中，年仅17岁
的高二学生杨广屹，以379分
的高考总分被中国科技大学少
年班学院“创新试点班”录
取。高一时，杨广屹就参加了
省数学竞赛，并获得了二等奖
的好成绩，这也意味着，他拿
到了中科大少年班的报名资
格。高二参加小高考后不久，
杨广屹就插班到高三，只用两

年就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习课
程。

今年高考，擅长写作的理
科生宗鑫辉如愿被北大中文类
专业录取，因为热爱写作，他
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并参加
了北大的自主招生。在老师的
帮助下，他在许多报纸杂志上
发表作品，也获得过不少荣誉。

“我们尽可能为有特长的学
生提供平台，鼓励学生个性化
发展，走进不同的高校。”姚亚
军说。

主张分层教学
提倡学生个性化发展

震泽中学主抓教学质量
的同时不忘学生的素质教
育，学校开设了30多个社
团，在校园内形成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这些社团是
学生展示自我，张扬个
性的舞台。其中，天文社
是学校的龙头社团，
被命名为“晓庵天文”
的社团作为学校的传统
特色社团，成为校本文
化的亮点。

每周星期三晚上，会有
学生分批来到以“天问馆”、

“天象亭”为主体的天文主题
公园内进行天文观测，学习
天文科普知识；每周日，天
文社团的学生和老师还会带
着课题进行天文研究，天文
主题公园成为学校里最“吃
香”的地方。

1984年，首届全国中学
生天文夏令营在震泽中学举
办，2009年，震泽中学又成
功承办了江苏千名少年儿童
日全食观测天文夏令营等活
动，2011年，“晓庵天文”课
程研究基地成功入选江苏省
首批31个课程基地建设项目。

“新生入学，熟悉校园后，
我们就会带学生们开展科普
活动。”“晓庵天文”课程研究

基地指导老师丁常青说，震泽中
学的学生都要学会使用望远镜，
了解各种天文仪器。有时候上地
理课，讲到太阳的时候，老师就
会把学生带到天文主题公园，观
测太阳黑子等。实践与学科相结
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晓庵天文”课程研究基地
只是震泽中学特色办学的一个
缩影。目前，震泽中学已经形
成了以天文为龙头、以现代科
技和信息技术为两翼的科普教
育特色，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创建课程研究基地
办科普特色教育

图为震中学子在开展天文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