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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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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上好新学年的第一堂课

第一课
我给学生写封信
■ 丁莉

乐观、充满激情，能感染和激励
学生。特别是对第一次走上讲
台的新教师来说，给学生的第
一印象尤为重要。
新教师常见的有三种表
现 ：一 种 是“ 冷 酷 ”型 ，一 种 是
“友爱”型，还有一种是“理智”
型。
以“冷酷”为主基调的新教
师，常常上第一堂课时就给学
生一个“下马威”，面无表情地
走上讲台。如果有学生违纪，
便大声警告。这势必会导致学
生对老师产生恐惧，甚至反感，
从而造成今后课堂教学的沉闷
现象。以“友爱”为主基调的新
教师，笑容可掬地站在讲台上，
温和地介绍自己，以期和学生
搞好关系。即使有调皮的学生
捣乱，也只是和善地提醒。可
想而知，这种过于友善，无法树
立起威信，今后的课堂秩序难

以保障。以“理智”为主基调的
新教师，会认真做好课前准备，
来一个精彩的亮相，不特别严
厉，也不过分亲近。把握好与
学生之间的距离，亮出自己的
闪光点，让学生了解老师的同
时也喜欢和敬佩老师。这类型
的新教师较容易给学生留下好
的印象。
当然，无论是老教师，还是
新教师，要上好开学第一课，首
先要从自我做起。给自己提出
严格的要求，提早进入工作状
态，精心设计开场白。其次，应
了解和分析学生在学期开始时
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做到
有的放矢。不同学生在开学之
初的心理状况是不同的，有的
学生希望快些见到老师和同
学，他们对学校生活充满期待，
这些学生往往适应得比较好；
也有的学生害怕或者不喜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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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六（1）班的同学们：当
你们看这封信时，预示着你们的
小学生涯正式进入最后一年的倒
计时了。
从 5 年前，我们有自己的中
队名一年级一班开始，我们一起
携手走了 5 年。这一路，有喜有
忧，有笑有泪，有迷茫彷徨，有坚
持不懈。一转眼，你们就踏入了
第 6 年的征程，当初的小不点们
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哥哥、大
姐姐。
想想，时间其实过得好快，等
我再从头教一轮学生上来，
他们小
学毕业的时候，正是你们高考之
时，届时，你们早就是一群大姑
娘、大小伙儿了。不由得有些憧
憬多年以后的你们会是什么样。
有憧憬多好，它让你的生活
变得有趣，付出更有动力。这份
憧憬，就像当初一年级时，我憧憬
你们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样子一
样。转眼，你们真的成了我心中
最美的那个样子。
最后一年，让我们继续满怀
希望，向心中那个美丽的梦想前
进吧！
前行的路上，也许你们会遇
到坎坷，也许你们会遭遇挫折，也
许你们会品尝失败，无论如何，都
不要失去信心，要一直坚持下去，
不轻言放弃。毕竟，通向理想的
道路从来都布满荆棘，只要你们
勤奋努力，终会有所收获。至于
收获的多少，跟你付出的多少永
远是成正比的。
最后一年的学业，或许会对
你们产生压力，也许你们会担心，
会焦虑，那么，我要送给你们两句
话：
第一句，不要在意。学习是
一场马拉松，需要长期积累，学习
这条路，从来没有捷径。所以，不
要在意什么压力，要有一颗平常
心，只要你们一如既往地认真、踏
实，
成绩自然不会亏待你们。
第二句，不要不在意。这似
乎跟第一句话有些矛盾，其实并
没有。不要不在意，是要有一颗
进取心。你们可以不在意那些挫
折、压力、竞争，但不能不在意
自己的成长；你们可以不在意和
别人比，但不能不在意和自己的
昨天比。每天这样问问自己：我
今天努力了吗？我今天有收获
吗？我比昨天进步了吗？明天的
我要怎么做，才比今天的我更
好？
亲爱的六（1）班的同学们，最
后一年，让我们继续努力向前。
用踏实、稳健的步伐，告诉自己，
也告诉所有人：你们一直都在向
前进。记住：永远要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别给自己留下遗憾，未
来，
你会感谢自己曾经的付出。
（作者单位：四川省大邑县子
龙街小学）

好课：
关注每一
个学生的表现

■ 陈华忠
每学年开学的第一天，无
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来说，都
有其特殊的意义，它是师生由
假期生活到学校生活的一个转
折点，也是新一阶段教学活动
的起点。“开场课”上得是否成
功，会给接下来的整个学年甚
至更长时间的教学带来极大的
影响。所以，
“ 开场课”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 40 分
钟。那么，教师应该如何把握
这第一次与学生接触的机会
呢？
心理学家认为，教师留给
学生的第一印象，容易使学生
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定
势 。 同 时 ，一 个 人 的 体 态 、姿
势、谈吐、衣着打扮等都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这个人的内在素
养和其他个性特征。因此，在
上第一堂课时，教师应注重自
己的形象，做到精神焕发、情绪

校生活；更多的学生可能处于
这两者之间。无论是哪种类型
的学生，他们对第一天的学校
生活都会有某种新鲜感，内心
会充满希望和不安，部分学生
还可能有某种程度的焦虑。因
此，能否用适当的教学策略保
持学生的新鲜感，克服学生的
不安和焦虑，帮助他们树立信
心，就成了第一堂课能否成功
的关键。再次，教师可以结合
自己的经验现身说法，把本学
科学习的窍门和绝招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知道怎
样配合老师进行学习，共同完
成本学期的教学任务。最后，
介绍本学期的学习内容和自己
的教学计划、课堂要求、作业规
定等，以便学生更好地接受和
适应。
新学年的第一节课气氛应
该是民主的、轻松的、积极向上
和充满希望的，教学内容一般
不宜安排新知识的教学。经过
一个假期，多数学生对课本内
容的学习都有不同程度的放
松，很多学生对学习内容有了
新的陌生感。所以，新学期的
第一课，教师应该特别注意帮
助学生“回温”，最忌讳的是一
进入课堂就开始讲课。
常听到学生这样评价老
师：
“ 这个老师，从一见面我就
不喜欢他，以后一上他的课就
烦。”所以，这个“一见面”就显
得十分重要。只有学生喜欢教
师，才会喜欢上这门课。对于
教师来说，不一定非得每堂课
都能激起学生的兴趣，但这第
一堂课必须精心准备，一炮打
响。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清市
岑兜中心小学）

■ 周凤

学校开展了一次优质课比赛，
要求年轻的老师必须参赛。上课的
老师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教师，我
作为语文组的评委，共听了 7 节小
学语文课。感受到了年轻老师的朝
气与激情，也感受到了 7 位老师的
不同风格。有的教师教学风格已十
分沉稳，在课堂上能做到沉着冷静，
能按照自己的教学设计引导学生学
习，着实让人佩服；有的教师的课堂
教学有些生涩，显得紧张，课堂节奏
较快，对学科知识的教学浅尝辄止；
还有的教师从容不迫，对知识的讲
解十分流畅。
总的说来，
这些年轻教师基本素
质都挺好，课堂上仪态大方，普通话
标准，课件制作精美，但普遍存在一
个问题——对学生的关注度不够。
一位新老师的表现特别明显。
这是一堂二年级的语文课，老师选
择的课题是一篇童话故事——《燕
子妈妈笑了》。这是孩子们喜欢的
童话故事，孩子们在课堂上十分活
跃。当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后，许多
孩子便争先恐后地，不等老师同意
就七嘴八舌地大声回答问题。老师
不曾意识到孩子们这么做是否妥
当，对孩子们的行为视若无睹，依然
按照自己的教学设计认真讲授知
识 ，与 课 堂 上 表 现 积 极 的 孩 子 交
流。一部分孩子对教学内容没兴
趣，便做起了自己喜欢的事，课堂上
一片混乱。
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
这里的发展是指德智体美劳的全面
发 展 ，包 括 认 知 、情 感 、能 力 等 方
面。在课堂上，学生作为主体，教
师、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应该服务于
学生。叶圣陶曾说过，教育就是培
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学生学会学习
比知识本身更重要。教师向学生传
授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良好学习惯。学习习惯是学习能力
的一部分，它包括认真观察、认真倾
听、大胆表达、遵守纪律、严格自律、
主动探究等方面。
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惯是
一堂好课的标准之一。小学教育是
培养学生学习习惯的关键时期。不
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特点，哪种学生
需要从哪方面培养，首先需要老师
的观察，而课堂是教师观察学生学
习状态的最好场所。所以，在课堂
上，教师的第一要务应是关注每一
个学生学习时的状态，针对不同学
生不经意的表现，及时采取多样有
效的方法引导学生好习惯的养成。
教师要具备丰富的专业学科知
识，还应当具备丰富的教育学、心理
学知识，要了解学生的年龄特征、个
性特征、心理发展特征。关注每一
个学生的表现，做知识的传授者，学
生良好学习习惯、学习能力的引领
者，
这样的课堂才是好课堂。
（作者单位：四川省安岳县通贤
镇中心小学）

支招

让学生对你
“一见钟情”
■ 陈铁
当我们在新学期第一天走
进教室时，就要让学生产生一
种新鲜感、亲近感，在较长时间
里，得到学生的认可，把我们作
为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从而
使班级管理、教育教学得到学
生的积极配合。
第一招，用渊博的知识吸
引学生。
新接一个班时，无论是授
课还是组织学生开展活动，都
要精心准备，充分发挥自己的
才华，使学生能够真实感受到
老师的知识渊博，从心底产生
敬佩之情。
第二招，用民主的管理方
法亲近学生。
新接一个班，在制定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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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

等重大事情时，要让学生充分
讨论并发表各自的见解，让他
们行使其民主权利，如此得出
的结果，他们会加倍努力地去
实现。同时，学生也会因这种
制度的施行而感到新老师的可
亲、民主，
从而产生信任感。
第三招，用细致的工作方
法了解学生。
只有全面地了解学生，才
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公
平地处理好班级的每一件事
情，班级管理工作才能有的放
矢。新接一个班级，要向前任
老师了解本班的情况，听听他
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还要多
注意观察了解学生，抽出一定
的时间与学生谈心，建立班级

家长群，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
尽快掌握班级管理的主动权。
第四招，用发展的眼光审
视学生。
学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
的，有些学生以前存在或多或
少的缺点和问题，当他接触到
新老师时，他们也会极力克制，
因此，我们绝不能操起旧棒“一
棒子把他们打死”，而要善于捕
捉他们的闪光点，常赞赏鼓励，
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改变自己、
积极向上的主动意愿。
第五招，用自己的行为感
化学生。
老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
又与学生相处时间长，其行为
对学生的影响无疑是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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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老师在学生面前要起好
表率作用，用自己求真、向善的
行为来感化学生。
第六招，用大度的胸怀包
容学生。
作为老师，
要接纳班级的每
一位学生，
对他们不能有任何偏
见，
须一视同仁地对待。人都是
会犯错误的，
学生更是如此。当
学生犯错误时，
不能对他们不明
所以地一顿训斥，
而要平静地分
析，宽容地对待学生，要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地教育他们。这
样，才能让学生真心走近老师，
信任老师，
从而接纳并喜欢上他
们的新老师。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
九总小学）

这样的教育何尝不可？
■ 北川县黄江义务教育学校 唐艳宏

琅 琅 书 声 ，校 园 一 片 静 谧 。
“历史。
”
硕大的操场仿佛变得小巧，沉寂
“你们老师是？”
的菜园子仿佛变得更“开心”，操
“旷老师。
”
场边的松树林也“涛声依旧”。
…………
移步操场，一阵孩子们嬉戏
毕业班，马上要面临各种考
玩闹的“嘈杂”之音打破了往日惯
试。九年级二班是基础班。这不
有的宁静。这似乎和我们的教学
是火烧眉毛的节骨眼吗？按此节
常规要求格格不入，我心中的疑
奏怎么面对中考？这么紧张的课
惑被“狭路相逢”的一名学生完整
程怎么能荒废时间？我心中不免
“求解”：这节晚自习是老师让我
恼火。
们出来玩的。
可是，旷老师临近退休，腿部
“你们是？”
残疾，带病工作，爱岗敬业，前不
“九年级二班。
”
久，他班上的历史学科还获得了
“什么课？”
“获优人数最多”的好成绩。这又

是怎么回事？旷老师今晚怎么不
按常规出牌？我心中更为疑惑。
但我仍若无其事地静观其变。
打篮球的有两组学生，一组
纯粹男生，他们勇武顽强、生龙活
虎、拼抢积极，篮球的妙招尽得施
展；另一组男女混搭，他们斯文、
有度、彬彬有礼，但也不缺乏竞争
意识。
还有一大拨学生聚在碧绿的
足球场上，他们围绕着一个五六
岁的小男孩，一起玩着“躲猫猫”
的游戏，小男孩和这群大孩子们
开心地跑着、闹着，尽享童年的快

乐。
远处，三两个学生肩并着肩
地 在 跑 道 上 慢 慢 地 走 着 、谈 论
着。还有一个学生静静地坐在篮
球架后面读着一本书。还有一个
老 者 ，一 瘸 一 拐 ，在 他 们 中
间。……
这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吗？我完全被这样的场景陶醉
了。正要拨打教务处要求调查的
电话，这时摁下了暂停键。天色
愈加暗下来了，随着声如洪钟的
一声吆喝：
“ 孩子们，我们回了！”
热闹的操场瞬间宁静，学生们迅

速集合，列队有序地走向教学区，
他们前行的脚步铿锵有力，陪伴
在队伍旁边的老者却依然一瘸一
拐。
就在队伍即将离开之际，我
和他们相遇，学生们一脸满足，而
那老者——旷老师则面带愧色。
在 夜 幕 中 ，他 们 悄 然 回 到 教 室 。
而我，
也悄然回到办公室。
不出所料，很快，旷老师敲开
了我的办公室门。他还汗涔涔
的，脸上的愧意更加浓重，急切地
想表达。我邀他坐下听其慢慢
说：
“ 这些初三的孩子，辛苦了一

天，学习效果不好，再加上基础较
差。这节我的晚自习，就琢磨如
何能调动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经我和孩子们商议达成
约定，今晚开心地放松一节课，明
天高效地努力一整天。于是，我
就擅自作主了，把他们带出去玩
了 。 这 都 是 我 不 对 ，请 校 长 原
谅。
”
“哪里哪里。”我打住了旷老
师的话。随后，
我们聊了很久。
我想，这样的教育又何尝不
可？适合学生的教育，也适合老
师的教育，
应该就是好教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