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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期，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十九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该决议贯

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现在和未来，既接续

传统，又映照未来；既描绘愿景，又指引实

践。党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百

年党史具有资政育人和凝心聚力的作用。引

导全体师生员工认真学习领会百年党史，从

百年大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信

仰、思想、情感、实践四个方面的力量，可以更

好地促进人的发展，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一、汲取信仰的力量，不断精神加“钙”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经历了

无数艰难险阻和暴风骤雨，并且越发强大和

成熟。为何如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

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

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这就是共产主义信仰

的力量。作为中国人，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

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

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作为中国人，要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从而用伟大的建党精神给自己精

神加“钙”，埋头苦干，锐意进取、勇毅前行，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七中实验

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中国灵魂和国

际竞争力的现代人”，学校就将“现代人”界

定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化为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是引导

学生永远跟党走，在献力中国梦过程中成就

自己的梦想。

二、汲取思想的力量，确保理性自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人民的、实践的、

开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茁壮成长和丰功

伟绩是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的思想武

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

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

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中

国共产党不但坚持马克思主义，还发展马克

思主义，以实事求是来促使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探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

共产党员，我们要自觉、主动、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此

作为人生信条和工作准则。具体到教育事

业，我们要贯彻落实好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坚

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大力发展素质教育，

切实抓好“五项管理”，落实“双减”政策，支持

和顺应民办教育新政。七中实验学校以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为指导，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提出并践行“五

自立人”生长教育思想，即“德育注重自治、智

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美育注重自乐、

劳育注重自力”，促进学生“向上、向善、向前、

向阳、向美”生长。

三、汲取情感的力量，坚守人民立场
我们党之所以能历经沧桑而不断奋起、

饱受磨难而淬火成钢，根本原因在于从诞生

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自己的旗帜

上，把“人民”二字烙印在自己的心田里，从

而以“鱼水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

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句铿锵有力、

饱含深情的话语，再次彰显了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学校教育也要站稳人民立场，守护

“人民心”。七中实验学校把教师作为学校

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关心爱护保健好每一

位教职员工，为教职工的幸福从教提供舞

台和保障。七中实验学校以“教育爱”为核

心狠抓师德师风建设，引导教师有一颗如

同陶行知“待学生如亲子弟”那般的仁爱之

心，做学生的“冬日暖阳”，做学生成长的

“掌灯人”。七中实验学校坚决杜绝体罚或

变相体罚学生、有偿家教等有违师德师风要

求的行为，坚决杜绝抢课占课、不合规的考

试排名、训练量过重等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的行为。

四、汲取方法的力量，提升实践智慧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

克思），中国共产党不仅拥有先进的政党思想

和执政理念，更有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卓有

成效的工作方法和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百

年历史就是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的

奋斗史和实干史，凝结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启

示和现实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是

全体中国人的集体智慧，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精神财富，既是治国理政的法宝，也是教育实

践的圭臬。作为教育人，我们要将党的“三大

作风”“三大法宝”“九个必须”“十个坚持”等

思想武器和实践智慧转化为提升学校教育质

量的方法力量，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立提

供学校范本。七中实验学校以“第二次腾飞”

为愿景，以扎根教育现场的校本研修推进教

育变革，以聚焦“五向”生长课程和“五要”生

长课堂来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以狠抓家校协

同和开放办学来整合教育力量，全面促进学

校规范办学、内涵办学和特色办学，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

总之，我们要从百年大党的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中汲取生长力量，不但获得思想武

器和方法武器，还要积蓄情感力量和实践智

慧，从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创新精进、砥

砺前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成为中国梦的

筑梦人。

留守儿童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教

育的一个现实话题。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就人

数而言，占了教育对象的1/3，做好留守儿童教

育工作，除了国家、社会的政策大环境外，最主

要还要依托于班主任工作。笔者认为，作为班

主任，在留守儿童教育中，必须遵循平等、科学

的原则，才能够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一、端正教育价值取向，平等对待留守儿

童

因父母外出而留守在家的儿童和其他孩

子一样，是教育对象的一个基本群体，而不是

特殊群体。现在，人们在关注、关爱留守儿童

时，不自觉地把他们纳入“弱势群体”的范畴。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在进

行留守儿童教育时，班主任必须明白一个道

理：留守儿童并非没有父爱、母爱，而是父爱、

母爱呈现的方式与其他孩子不同而已。

班主任在为留守儿童开展活动时，要通过

创设各种平台，让留守儿童和其他孩子一样接

受教育，体会到亲情的温暖、学习生活的多彩、

金色童年的快乐，心理健康、阳光向上。比如：

通过亲情书信、亲情电话、节日分享，和父母比

比谁的成绩好等，架起一座连接父母和孩子之

间的桥梁。让每一个留守儿童都能自豪地在

伙伴们面前说：“爸爸妈妈又夸我了。”

平等地对待留守儿童，是对留守儿童最大

的尊重和关爱，不能让他们产生“我是留守儿

童，我不如其他孩子”或“我是留守儿童，老师

对我的要求要低一些”的错误认识。特别是媒

体的报道，不要提及孩子的真实姓名，不拔高

或降低对他们的要求。

二、讲究教育艺术，做到“润物细无声”

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教育是艺术不是手

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也是如此，就像农民种

菜一样，不去侍弄它，它不会生长，侍弄得太

勤，它也长不好。作为班主任，必须讲究教育

艺术，科学管理。

首先要认真思考，分析留守儿童教育的优

势和劣势。从优势看，留守儿童因为远离父

母，更易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独立意

识，从劣势看，留守儿童多为隔代教育，重物

质满足，轻心理疏导的倾向突出。班主任老

师要扬长避短，有意识培养学生的独立生活

能力和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多夸夸他们，让

他们活泼阳光，自信自立，同时，对孩子的心

理要特别关注，要通过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

和充实有趣的课余生活引导，让留守儿童觉

得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有感兴趣、

有意义的事做。

其次，注意教育艺术过程的方法。一位

教育家说：“当学生意识到我们在教育他时，

我们的教育就失败了。”留守儿童的教育也是

自热而然发生的事，我们在安排班级活动时，

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生日庆祝不能特别强

调留守儿童，家访活动也应面向全体学生，班

主任在给家长沟通时，不拔高成绩，但可委婉

指出他努力的方向。

三、关注留守儿童教育的特殊性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留守儿童，科学艺术

地教育每一个留守儿童，并不是说留守儿童

的教育与其他儿童的教育完全相同，班主任

更要关注留守儿童教育的特殊性。

首先，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方

面。班主任要通过各种手段，让留守儿童的

父母参与到教育中来，但与其他父母面对面

交流有很大区别。“师者父母心”，班主任要填

补这一缺陷，让留守儿童体会到，父爱之慈，母

爱之甜。

其次，特殊性体现在安全教育方面。留守

儿童更易受到外界的伤害，政府、社区的保护

毕竟是宏观的，班主任一定要心细如发，将心

搁在留守儿童身上，关注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发现苗头及时了解情况，为他们撑起一片

蓝天。

最后，特殊性体现在心理、生活关爱方

面。其他孩子受了委屈，可以到父母面前寻

求安慰，而留守儿童遇到挫折时，大多只能

自我抚慰。班主任老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要特别关注、疏导，让他们丰富的情感能够

找到依托。在习惯养成上，如生活习惯、卫生

习惯、作息习惯、礼仪习惯等等，老师既要做

经师，也要做人师。只有兼顾了留守儿童的

特殊性，留守儿童的教育才能够真正落到实

处。

对于每个班主任来说，留守儿童教育是一

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更是一个最大限度实现

个人价值的话题，“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爱

无言，润物无声，爱心与责任，平等的思想，科

学与艺术，会让我们听到留守儿童生命成长的

拔节声，会让我们的教育人生更加精彩。

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

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使英语教育行业面临新的

挑战和机遇。因此,学习和熟练掌握英语,对适

应社会发展和提高个人素质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英语教育的历史

意义和教学价值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一、基于课标的研究背景

2001 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全日制义务

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通用标准(试行)》

(以下简称《课程标准》),明确倡导“任务型教

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应用英语课程的

基本教学任务就是需要激发和不断激发广大

学生对于学习应用英语的积极兴趣,从而培养

自信,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制定学习策略,有

效学习。”也就是说，在校学生不仅能够熟练掌

握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英语基本技能，更要培养

其综合性的语言表达能力。

任务型英语教学改变了过去教育中“教师

培训式”教学,强调“学生为主体的学习”。在

这一过程中,师生建立了协作互动的关系，提

高了学生在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语言技能和英

语沟通能力。为此，本文详细探讨了如何有效

地使用任务型教学方法来提高初中英语课堂

教学。

二、指向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

初级英语课程的一个总体目标之一——

努力培养初级学生的语言综合技能发展和语

言表达能力。中学生语言技能发展主要是指

学生的各种语言综合运用技能、语言基础知

识、情感思维态度、学习策略和基于人的文化

价值意识和包括听说读写等其他语言素养的

全面综合发展。

从任务型教学的理论基础和特点来看,其

表象是：大量的语言输入和输出；其实质是：通

过语言的实际运用和学习者自我动机的发展

来发展学习者的语言技能。在任务型课堂中,

各种活动和任务增加了语言的输入和输出。

这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语言,拓宽了语言的

深度和广度。

三、任务型活动教学运用现状

任务型教学法指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培

养学生综合语言技能,鼓励学生使用目标语言

进行实际交际,重点是创造。为此，教师首先

要熟悉相关的理论基础,还要心理上转换角色,

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有灵活的教育策略和

技巧。

1.从教育的角度看任务型教学方法对学

生语言技能发展的影响。教师在课堂上使用

任务型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听、说和读语言

技能三部分,尤其是听力和口语都有明显的提

高,但对写作的提高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经过

课堂调研,笔者得出以下原因。首先,提高写作

需要学生有比较扎实的英语基础知识,而很多

教师对知识点的具体讲解仍然按照我们传统

的课堂教学方式进行。其次，写作在中考中占

分比重较小,教师的重视程度不够。第三,教师

对任务型教学方法的认识比较肤浅。他们普

遍错误地认为只有传统的教学方法才能提高

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2.从学生的角度看任务型教学方法对语

言技能发展的影响。任务型教学方法下学生

的英语学习不再是为了应试,而是为了拓展

能力。他们希望更多地融入当前的英语教学

环境——教师用英语授课，课中和课后用英

语与学生交流。大多数学生表示在这样的小

组活动中更敢于用英语交流,营造了更广阔

的语言环境。但是,在当今考试评价机制下,

学生升学压力仍然很大。学生的学习时间有

限,教师的教学进度有限。课后学生用英语

交流的机会较少，个别“偷懒”学生也比较容

易钻空子。

四、初中英语课堂任务型教学建议

1.加强家校之间沟通合作交流。让家长

理解英语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广大学家长对英

语课前学习和课后巩固的重视程度。在采访

中,大多数教师反映他们学生的小学英语水平

差异太大。采用任务型素质教育时,优秀学生

能较好地运用语言知识,那些学习水平较差的

学生不容易被兼顾。

2.继续提高教师任务型教育意识。教学

中教师需要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改变传统教

学过程中的“领导者”垄断地位,处理好“做”和

“学”的关系。任务型教学强调“边学实做，边

说教学”的基本原则,即用人的语言说话做

事。这也许正是这种教学方法的根本核心。

“学”是为了“做”,也促进“做”。即learning for

doing而不是learning for learning。

3.优化教育资源和设备。任务型英语教

学非常强调要让学生亲身和直接地深入体验

现代英语，因此，让学生通过不同的教育渠道，

以尽可能多的互动方式进行学习交流是非常

重要的。所以任务型英语课堂教学中,除了要

有效利用教材外,还要积极利用多媒体光盘教

材、网络资源、音视频教材、报刊杂志等先进

教材。它们对活跃英语课堂,增强学生的自

信，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有很

大助力，从而为教师实施任务型教育创造了有

利条件。

周三中午，轮到我值日，负责管理整个

年级午睡。

管理午睡是一件苦差事，何况对象又是

二年级的孩子。二年级的小不点儿，天生活

泼好动，管不住自己。

这不，为了让孩子们早点入睡，我只得

勤动嘴，多跑腿，在三间教室来回穿梭。十

多分钟后，大部分孩子都入睡了，我也赶紧

趴在桌子上，小憩一会儿。

不久，迷糊中，从隔壁班传来刺耳的吵

闹声，我大为光火，推开教室后门，眼尖的

孩子看到我一脸的怒气，“戏精”一般，小脑

袋齐刷刷趴在桌上，装出一副沉睡的样

子。我扫视整个教室，唯独坐在第二排靠

窗的两个孩子，两颗小脑袋挤在一起，嘴里

叽里咕噜的，不停地用笔涂抹着什么，他俩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全然没有觉察到我

的到来。

“中午不睡觉，干嘛呢？把老师的话当

成耳旁风！”我大踏步向前走去，准备揪出两

个“捣蛋鬼”。

或许是教室一下太安静了，他俩觉察出

异样，一个孩子抬头望了望，一看到是我，一

溜烟地把一张画纸之类的东西塞到桌洞里，

迅速把头深埋在臂弯里，装出熟睡的样子。

我敲了敲桌子，他俩不为所动，我再次

重重地敲了敲桌子，小男孩终于睁开了眼

睛，茫然地望着我，一脸的无辜。“把东西拿

出来，让老师欣赏欣赏！”我伸出手掌，放在

桌子上。

小男孩迟疑了片刻，又瞪了瞪我，蹲下

来，在桌洞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怯生生地拿

出一张图画纸，放到我手上。

我定眼一看，图画还真让我吃了一惊：

一个生日蛋糕上，画着几支东倒西歪的蜡

烛，旁边还配上了一个可爱的小白兔，写着

两行歪歪扭扭的字：“祝妈妈生日快乐！您

是我最好的妈妈，妈妈我爱您！”

我明白了，这是孩子给妈妈制作的生日

贺卡。二年级的学生，能记住妈妈生日的真

不多，给妈妈制作贺卡，虽然违反了所谓的

规定，我觉得他这份童心、爱心，值得去呵

护、引导。杨东平先生说，人是教育的起点，

也是教育最高最终的目标！换句话说，教育

就是使人成为有情、有心、有灵性、有仁爱之

心的人。

想到这里，我心平气和了许多。

“你这贺卡可真漂亮！”我弯下腰，指着

贺卡，面带微笑。

他望望我，又看看图画纸，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头。

“妈妈什么时候生日呢？”

“哦，不，我是送给爸爸的！”

我有点犯糊涂了，指了指贺卡上的字，

“这不写着是送给妈妈的吗？”

“啊，我写错了！”他惊叫起来，赶紧拿出

橡皮擦，低头忙碌起来。

二年级的小朋友，妈妈陪伴的更多一点

吧，爸爸常常“不在线”，以至于写贺卡时，竟

然把爸爸写成了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生日呢？”

“是今天，我想给爸爸一个惊喜。”他语

气里带着几分自豪。

“你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我轻轻地摸

了摸他的小脑袋。他昂首挺胸，脸笑得像花

儿一样灿烂。

“制作贺卡，你可得选择课余时间哟，比

如课间休息，手工课……”

“老师，旁边的小白兔是他帮我画的

呢！”他答非所问地指了指贺卡上的兔子，我

终于明白他俩刚刚为什么叽里咕噜的了。

我继续说：“我们上课要专心听讲，就餐

时就要认真吃饭。”“午休时，就——要——

……”我故意拉长了声音。他接出了下句：

“就要午休。”

“如果爸爸知道，你用午休时间来制作

贺卡，他可能也会批评你哦！”他不好意思地

低下头。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常常以成年人

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让他们成为大人眼中标

准的模样，很少蹲下身来，站在他们的立场，

来审视、思考问题。成人眼中看似荒唐的事

情，对孩子来说可能很有意思吧。这个小男

孩，虽违反了午休纪律，但换个角度来看，他

的爱心也是值得珍视的。

作为教师，我们在批评前，不妨停一停，

带着智慧的双眼，心怀教育的温度，去了解、

分析“淘气”背后的秘密，寻找教育的契机，

切不可为纪律而纪律，把他们推向教育的对

立面。而且，我们需要在鼓励中批评、在批

评中鼓励，给予积极的心理暗示，进行正确

的引导，呵护他心灵中向好、向善的一面，回

归到解决问题的轨道上来，建立良好的师生

关系，教育便可生出无尽的美好来。

批评，不妨慢一点，或许它更能帮助孩

子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帮助教师成就职业的

幸福，在成长中遇见最美的自己。

党建论坛学校

从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育力量
■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成都冠城实验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毛道生

教育叙事

批评
不妨慢一点

■ 苍溪县歧坪小学 权卿宗

班主任日志

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实践策略
■ 邻水县鼎屏小学 吴泰 张艳

学科探究

初中英语课堂任务型教学模式探究
■ 温江中学实验学校 吴晓静

比一比 宁先民 摄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党建论坛

初中英语课堂任务型教学模式探究
■ 温江中学实验学校 吴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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