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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惊蛰时节，春气萌动，万物生机盎然。

在都江堰市天马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们来

到小农场，让他们直观感受节气的变化。这

所幼儿园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和当地幼儿特

点，开发出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线的田园课

程，并编写出完整的教学手册。

在2008年之前，都江堰只有4所公办幼

儿园，通过不断加大投入，都江堰的学前教

育获得了长足发展，顺利完成了“80·50”目

标。近年来，该市不断追求幼有优育，以幼

儿园课程建设为抓手，不断推动学前教育内

涵发展。

小小银杏生成二十多节课
都江堰市，一座因堰而起、因水而兴的

城市。2018 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申报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都江堰成为“三遗之

城”。在这样的地方，教育也涵养出独特的

文化气质。在学前教育课程建设中，该市指

导各幼儿园依托都江堰的文化底蕴，同时结

合各园特色，开发出丰富多彩又符合幼儿身

心发展规律的园本课程。

“地里杂草不够。”在都江堰市石羊幼儿

园，老师们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园长曾小倩

笑呵呵地解释，原来是孩子们下地劳作热情

高涨，校园农场里的活儿不够他们“瓜分”

了。石羊幼儿园于2013年建园，近几年开始

大力建设园本课程。曾小倩表示，办园时间

较短、积淀不够是大家面临的一大难题，解

决办法是利用身边的资源作为课程资源。

石羊镇有着悠久的川芎种植历史，如今

更建立起现代化的川芎种植基地。石羊幼

儿园因地制宜开展“耕读教育”，深入挖掘乡

土文化，以本地中药材川芎种植为依托，将

耕读文化植入校园环境、课程体系和园所文

化，打造出富有“川芎”特色的园本课程，创

设饱含农耕文化的校园环境。一方面，让孩

子们感受悠久深厚的耕读传统，获取“生于

斯、长于斯”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让他们

感受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农村的发展成就。

都江堰市中信幼儿园也是一所“汶川地

震”后新建的公办幼儿园，这所幼儿园的课

题组正在开展基于儿童生活的水文化课题

研究，致力于建设充分结合学前教育五大领

域（包括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的园

本课程。在中信幼儿园，课程开发不仅是老

师们的事，小朋友们也是重要的一分子。“让

孩子们参与进来，让环境真正和孩子对

话。”园长苏文说。

上学期，中信幼儿园的一个班开展起一

门“银杏课程”。幼儿园外的银杏果掉落在

地，散发出特殊的气味。一天，郎惠英班上

有小朋友问：“这个味道是怎么来的？”这一

问顿时引发了孩子们的讨论：“为什么有些

银杏树有果子，有些没有？”“银杏果是可以

吃的，可是这臭臭的果子怎么变成好吃的

呢？”郎惠英和同事抓住机会，经过幼儿园

课程审议组审议，开始了“银杏课程”。引

导孩子们对银杏树进行测量，这是科学活

动；银杏果、银杏叶“排排队”，这是数学活

动；落叶犹如在风中起舞，班里排练起银杏

舞蹈，用银杏叶做起粘贴画，这是艺术活动

……结合“五大领域”，小小银杏生成了二十

多节课。

五大学科教研联组促成整体提升
一枝独秀不是春，在都江堰市，并不只

是少数传统优质幼儿园在课程建设中取得

丰硕成果。各幼儿园在园本课程的建设中，

不是比拼较劲，而是协作互助，最终达到整

体提升。这得益于该市教育部门的统筹部

署。

都江堰市教研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学前

教育只有纲领性指导文件，没有统一教材和

课程。对于一些传统优质园来说，课程开发

相对容易，而对于多数农村幼儿园来说，就

显得较为困难。为此，都江堰市根据学前教

育五大领域，构建起五大学科教研联组，以

集体智慧促进各园特色发展。

“对于我们这类建园时间不长的农村幼

儿园，课程开发的最大难点就是教师科研能

力不足。”天马幼儿园园长苟锐表示，在该园

课程建设中，教研联组的集体力量得到充分

展现。一次，社会联组成员来到天马幼儿园

研讨田园课程中如何加强幼儿交往能力。

在农场参观时，其中一位园长来到一位正在

切萝卜的小朋友身边问道：“你为什么这样

切呢？”小朋友答道：“老师教我这样切的。”

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却引发了老师们的反

思。苟锐说，孩子们在活动中更多的是亦步

亦趋，没有激发他们的好奇与探究。在研讨

交流中，联组成员们直言不讳，坦诚交流，发

现问题，深入研讨问题。

每周二，由督学、教研员、骨干园长等组

队到一所幼儿园开展诊断评估和指导，都江

堰市建立起学前教育常态化集体视导机

制，帮助其发现和解决各类“疑难杂症”。

一年前，当石羊幼儿园的川芎在孩子们精

心照顾下茁壮成长时，曾小倩在思考，看起

来一片火热的景象中，五大领域的渗透并

不清晰。园本课程如何因地制宜又符合幼

儿发展要求？市教研室及时组织专家“会

诊”，为幼儿园准确处理五大领域与园本课

程的关系精准施策。“石羊镇是都江堰市较

为偏远的乡镇，通过市级层面搭建平台、完

善机制，如今，我们无论是环境创设还是课

程建设，与城区幼儿园并无明显差距。”曾小

倩说。

一天，我应邀去参加毕业告别聚会。

刚走进休息室，有人突然跑到面前，紧紧抱

住了我。我定神一看，竟然是我深感头痛的那

个男生。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他把头靠在我肩

上，哭了起来。同学和老师都非常惊诧。“他还

会哭？他可是只会让别人哭的呀！”人们窃窃私

语。

不怪大家愕然，这个“刺头”是一位“天不怕，

地不怕”的人。打架斗殴，身上流血绝不会皱一

下眉头。今天怎么啦？我第一次见到他哭泣。

我轻拍他的背，他渐渐平静下来。这时，他

在我耳边问：“解老，您知道背后我叫你什么吗？”

“该不会是牛魔王吧？”我笑了笑，。

“我叫您唐僧。”说着，他一下跪在我面前。

我傻了眼，慌忙拉他，但是，他就是不起来。我从

他眼里，看出悔恨的真情流露。他继续说：“解

老，您心好。像我这样顽劣的学生，如果不是遇

到您，可能早就废了。”

旁边坐着的历史老师感慨：“想不到，今天看

到了你的性格的另一面。”的确，平时，这位学生

表现出来的，多是无理与蛮横。其实，未成年人

并不乏向善的本性。

我想起另一位男生。

初中毕业后，因为其不好的名声，高一各班

主任都不敢接收他。最后，校长说：“找解老师试

试，如果再不行，那就只能换学校了。”

家长找到我，恳请我收下他的儿子。家长自

责和恳切的目光让我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规矩了几天，他的“旧病”很快又复发了：抽

烟、逃学、早恋……特别让我担心的是，他爱与社

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这一次，他父母感到

了绝望。

接下来的两年，我不知和他交谈了多少次，

也记不清去家访了多少回。他那本已麻木的心

终于复苏。就在我感到离成功咫尺之时，他又卷

入了一场群殴，而成了被劝退的学生之一。

当时，我几乎认为自己三年来的不懈努力都

付诸东流了。没想到，离开学校前，他与父母来向

我告别。他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忏悔：“解老，您对

我的挽救不会白费。我工作后，一定用第一次工

资来孝敬您。”他的话使我感到意外，也很感动。

我为没能把他送毕业而深深自责。他父亲

的话让我感到一丝宽慰：“如不是您收下他，三年

前他可能就进监狱了。您对他花的心血，已经在

他和我们心上打下了烙印。”

几年后的事实，印证了他们当初说的话。这

孩子经过努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进了金融系

统。他履行了“把第一次工资用来孝敬老师”的

承诺，给我买来了健胃药。

后来，他不甘平淡的人生，辞去令人垂涎的

工作，白手起家，办起了电脑公司。他毕恭毕敬

地开车接我去参加公司的成立庆典。我也带去

亲笔书写的横匾以示祝贺。创业后，他逐渐感到

学识底气不足，难以为继，又关掉公司，脱产攻读

法律研究生课程。结业后，成为一名司法系统的

公务员。当他告诉我升职时，我不禁感慨不已：

当初的“问题青年”，而今成长为法律的捍卫者，

这是多么大的蝶变。

我由衷地为他的父母感到高兴。的确，我和

他父母对他的付出没有白费。从他的人生轨迹

中，我领悟到了教育的潜在影响和长期效应。

如何对待“学困生”，这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

都要面临的问题，其实，优生的培养上并不容易

显现出教师的能力和水平。有能耐的教师，就应

该特别善于做“学困生”的工作。

我把如何对待“学困生”，概括为四个字：“三

心”和“三不”。“三心”即“爱心、耐心、信心”。“三

不”则是“不向学生发脾气，不把不满发泄在家长

身上，不在家长会上点名批评学生。”只要教师坚

持以上原则，绝大多数“学困生”就能不同程度地

转变。帮助每一个学生取得进步，是老师的职责

所在，不然，要老师何用？

孩子可教矣。我对这条古训深信不疑。

（作者系成都石室中学退休教师）

小学低段是学生书写启蒙的重要时期，

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对汉字笔画、笔顺、间

架结构等进行事无巨细的分析、讲解，并让

孩子反复练习后，效果往往差强人意。针对

“低质机械的书写操练”和“过度关注细节忽

略整体”的现象，笔者探索并实践了“写字教

学三部曲”：观察—描临—品析，对提高写字

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一看二想三动笔，养成书写好习惯

以统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对韵

歌》一课教学片断为例。

教师出示“云”字课件，提问：“哪位能干

的小朋友能给‘云’找朋友？”学生争先恐后

组词“云朵、白云、云彩”。老师继续提问：

“能不能用加一加的方法记住‘云’字？”学生

知道前两横的读法，但不知道“撇折”的念

法。于是，教师马上引入：“这也是今天要学

习的新笔画，它叫‘撇折’。”

课件演示撇折的书写笔顺后，教师带领

学生空中书写“云”的笔顺：一横，二横，三撇

折，四点，四笔写成云。教师继续提问：“哪

一笔很重要，你想提醒大家？”学生回答：“第

二横要从横中线上起笔，微微上斜。”教师在

田字格中范写“云”：上横短，下横长，撇折从

下横的中点起笔。

在此案例中，教师要重视写字习惯的培

养。在教写“云”字时，首先通过书空帮助学

生掌握笔顺，接着引导学生观察应注意什

么，加深正确的印象，再督促学生坐姿端正，

握笔姿势正确，最后通过自主比对和同学评

议，引导揣摩间架结构，努力写对、写美。

《书谱》有云：“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

似。”观察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对于写字这件

事而言，观察就是写字前的准备。从汉字的

特点来看，每个汉字都像一幅画，讲究构图，

也就是字的整体架构。观察时从字的“整

体”出发，揣摩越仔细，要写的字在头脑中的

印象就越清晰，当“眼”中的字变成“心”中的

字，书写起来自然正确、顺当。教师课前充

分预设，课中先指导再描临，学生大多能循

着正确的程序书写，使用橡皮的情况也较

少。写完后，引导学生自主对照观察，发现

问题，再邀请同学从笔画、结构、形态等方面

评议提出修改意见，学生听取消化后再投入

新一轮的写字练习。在写字过程中，学生逐

渐培养起“看”、“想”、“练”的思维能力和相

互欣赏品评的审美能力，激发起浓厚的写字

兴趣，培养起良好的书写能力和习惯。

二、归类安排，自主学写

“还有 8 分钟下课，我们还可以做不少

事。”在一次下课前，我请学生看屏幕上三个

字：力、努、伤，问：“你发现了什么？”学生回

答：这三个字都有“力”。我乘机追问：“我们

要努力，‘力’字你们能自己写对吗？”

在学生写的同时，我在教室里巡视指

导，继续说：“对照课文，比一比，哪个‘力’字

写得好看？说说理由。”有学生说：“力的横

折钩的折要斜一点，撇要写得舒展一些。”我

说：“再来看‘努’字，力只占下半部，咱们要

想想办法把它压缩一下，只占田字格的一

半。”学生练习描红并临摹……之后，再请学

生临摹课本上的“伤”字，并体会这个字的结

构怎么相互配合的。

由这个课例可见，教师不是生硬地将写

字教学安排在课堂最后，而是巧妙地与课

文教学有机结合，将“力、努、伤”三个汉字

打包教学。虽然三个字都含有相同部件

“力”，但结构不同，“力”的位置、高矮、胖

瘦也各不相同，学生在 8 分钟内借助“观察

——描临——品析”的方法相对自主地学

写，不但写对了笔画笔顺，而且记住了字

形，又都写得比较好看，教学效率较高。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更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象征。在电脑普及，汉字书写渐

渐淡出日常生活的今天，指导学生运用“观

察——描临——品析”三步法一笔一画写好

字不仅是低段语文教学的重头戏，也是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

一次全市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总决赛

时，在“教育教学即兴演讲”环节，让选手对教育

家陈鹤琴的教育名言“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

不会教的老师”谈自己的体会。一位青年教师

既惊讶又疑惑：“这句话真的是陈鹤琴说的吗？

这句话不是错误的吗？”赛后她问我，希望我谈

谈对这句话的理解或看法。

陈鹤琴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主张“活

教育”。在《陈鹤琴教育思想读本.活教育》中，

他说：“‘活教育’的教育目的在培养做人的态

度，养成优良的习惯，发现内在的兴趣，获得求

知的方法，训练人生的基本技能。”如果陈鹤琴

真说过“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

师”这句话，那么也是基于活教育的教育目的这

个前提。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教不好的学

生”中的“好”就不是指考试分数高低问题，也不

是说考上什么名校的问题，主要是指“做人的态

度”“优良的习惯”“内在的兴趣”“求知的方法”

和“人生的基本技能”。这与我国当前基础教育

凝练的核心素养是一脉相承的，不是说一定要

考到多少分以上才算好，也不一定要上什么样

的学校才算好，而是与之前相比，学生有所提

高，有所进步，有所改善，都可算教好了。

作为教师，无论是过去的、当今的，或者未

来的教师，都应“会教”且“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如何养成好的习惯，如何发现自己的兴趣，如何

习得求知的方法和人生的基本技能。用现在的

教育话语来说，教师无疑要帮助学生养成核心

素养，从而促进他们的发展。

在我看来，好教师既会教，也不会教。前者

很容易理解，如何理解“不会教”？我认为，好教

师不但不会教学生伪知识、假真理，而且不会教

学生坏习惯、恶态度，还不会教学生不孝敬父

母、不与人相处，否则就枉为人师。即使有些学

生、有些问题、有些内容，教师真的不会教或教

不会，都属于正常的教育现象，因为人的认知、

能力等方面都是有限的。面对这种现象，青年

教师或中老年教师都不必怀疑自己的教学能力

和教育水平，也不必因此而感到懊恼或愧疚，因

为一个人的成长除了受学校教育影响外还会受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影响（即使在

学校，也会受到不同教师和同学等的影响），所

以教师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负使命就

好。教师要自觉地不断成长自己，才能为学生

提供更好的教育。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周濂教授

说：“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

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这句话是不是陈鹤琴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教师能够领会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和说此话者的

目的。在特定的情境中，当赋予了相应的内涵，

这句话有其合理性。当所说情境和所指内容不

同，这句话也存在局限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

基在《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一书中说：“某一教育

真理，用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而用在另一种

情况下就可能不起作用，用在第三种情况下甚

至会是荒谬的。”根据这样的逻辑推理，在某种

情况下不起作用或荒谬的教育理念，在另一种

情况下也可能会发挥作用，是正确的。所以，教

师要理解好这句话，不应从字面上去“断章取

义”，不能从某些个案或不同情境及目的去评判

其正确性。这句话应是对自我的要求和激励，

不应是评价教师的标准。

我想对青年教师说的是，不管是读教育名言

还是读教育名著，或者读名师名家，最重要的还

是要读懂自己，因为读懂自己是教师成长的关

键。那么，读懂什么？比如读懂自己的“会”与

“不会”，从而明晰自身成长的方向和从教发力的

地方，然后用“师会”教“生不会”，同时以“生会”

突破“师不会”，进而实现师生教学相长。读懂自

己，教师要学会反思，要懂得从“学”的维度找到

“教”的思路和出路，也要认识到教师人人都是学

习者、专业者、德育者、美育者和研究者。

“双减”之下，善用评价
■ 重庆市开州区南雅镇书香中心小学 李宏龙

教师的评价是学生发展的“指明灯”，教师

适切的评价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一旦运用

不当便会发生错位，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

邻居家的孩子在一所乡镇中心小学就读一

年级。一天，因完成作业的字迹不工整，语文老

师把孩子叫到讲台上纠正时顺带批评了一下。

第二天，孩子怎么也不愿到学校去上课，要求爸

妈为其转学。理由很简单，因为老师当着全班

同学批评了他，没面子在班集体“混”下去。得

知此事，作为老师的我为之一颤，一个6岁的孩

子尚且如此，高年级的学生呢？

“双减”的实施，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提

出了更高要求。部分教师很担心训练的减少导

致效果降低，因此对学生的评价要求也更高，但

是，老师的每次评价都符合孩子的个性特征和

心理吗？孩子能明白评价的导向吗？这是值得

我们一线教师深入研究的课题。

首先，教师在评价时要有学生视角，正视学

生，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通过家访、调

查、访问、与同事、同学交流等多形式，全方位了

解每一位学生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及心理状

况，结合学业基础，深入分析学生的兴趣爱好、

心理需求及个性特点，评价时进行正向激励。

其次，老师要明白每个孩子都是发展中的

个体。对学生的评价一定要结合学生实际，分

析学生行为背后的原因，采用学生自评互评；教

师、家长点评；学校奖励等多元主客体评价的方

式。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看到学生优点的

地方，学生才能产生上进心。”因此，教师在评价

学生时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尊重学生的独

特感受，带着真挚的情感去发现每名学生的闪

光点，予以赏识性评价，让学生在老师充满真情

的鼓励下健康成长。在评价语言上要洋溢爱的

温情，同时还要有理的启迪，给学生无形的力

量，让学生扬起希望的风帆。

再次，《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对评价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家长要克

服“唯分数”的顽瘴痼疾。遵循教育规律，在不

同学段，结合学生个性特质，评价时体现评价的

阶段性、发展性，落实评价的多样性。改革评价

结果，关注立德树人，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

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合理且全面考量教育目标

的达成度。

“双减”之下，学生课余时间增加，学习回归

了校园，家长、教师在实施评价时一定要适切、适

时、适宜地善用“放大镜”放大学生的优点和善用

“望远镜”着眼学生发展的长远。只有这样，才能

达成评价促进、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最优效果。

都江堰市以“学科联组”推动幼儿园课程内涵建设
■ 本报记者 何元凯 倪秀

天马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校园农场劳动（何元凯摄）

双减聚焦 落地
理论·实践

学科探究

小学低段写字教学的行与思
■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鄢隽 吴让洁

专家视角

读懂自己，教师成长的关键
■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李文送

教育叙事

孩子可教矣
■ 解毅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