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专刊4
2021年4月26日 星期一

走进书法课堂，即走进国学课
堂。当我们拿起毛笔，坐在翰墨飘香
的书法教室，带给学生们的是一种文
化自信，因材施教，给学生快乐发展、
展示自己的机会。自 2015年，我校
开设书法课以来，始终重视书法教
育，学校重建了宽敞、明亮具有国学
风格的书法教室，配备了笔、墨、纸、
砚文房四宝。各年级除按课表上课
外，还成立了“墨香雅韵书法社团”，
为喜爱书法的同学们搭建了出彩的
平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书法
小精英，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荣
获河西区书法创优课、“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的奖项，学生在课堂上
所表现出的扎实的书写基本功、儒雅
大方的谈吐，让我们同望小学的书法
课亮出风采，获得了河西区创优课一
等奖，“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国

家级部级优课。
书法大赛，我们的“小书法家”大

放异彩，王圣禹同学获得全国第三届
书法大赛一等奖；沈玉曦同学获得
天津市文艺展演一等奖；郭益豪、金怡
彤、任云霄等多名学生获得区文艺展
演一等奖；陈明铨同学代表同望小学
参加河西区第五届书法节现场笔会活
动，与全区书法特长生同台展示，并崭
露头角，得到领导老师们的一致好
评。此外，书法社团的学生多次参加
校内外书法展示活动，他们登上庆祝
元旦活动的舞台，现场写“福”，送
“福”；举办小型“书法展”，与退休老局
长们交流书法技法；参加一年级学校
开放书法展示活动；走出校园，参观
天津书法家龚望先生百年书法展。我
们的“小书法家”们在各项比赛和活动
中，都表现出色，大放异彩！

我校德育工作始终坚持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全体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从小培养学生热
爱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思想，在
三十年前的校歌歌词里就写进了
“祖国啊母亲把我们哺育，无论走到
哪里，党和人民永远在我们心间”的
词句。充分上好思政课，将心理健
康工作紧紧与德育工作相结合，做
好“五六十”工程，即“五大仪式、六
大课程、十节教育”，全方位培养学生
的积极心态，让学生拥有幸福的能
力。五大仪式分别为：主题升旗仪
式、开学典礼仪式、一年级入队仪式、
十岁成长仪式、毕业典礼仪式；六大
课程分别为：学科德育课程、社团课

程、仪式课程、励志课程、国学课程、
少先队课程；十节教育分别为：艺术
节、体育节、读书节、感恩节、劳动节、
环保节、精英节、安全节、心育节、实
践节。学生们从实践中学会做人，学
会求知、学会生存、学会发展。目前，
“十节”活动已经成为我校的传统内
容，并不断丰富和创新，为每个孩子
的成长搭设成长的舞台。一个个小
精英在同望校园茁壮成长，多名学生
当选天津市“津门童星”、天津市“津
门好少年”；一名学生荣获中国少年
科学院小院士、中国科技创新奖；多
名学生当选天津市“自强之星”,两名
学生荣获全国第十二、十四届“宋庆
龄奖学金”。

立德树人育精英 勇摘“国家级”称号
路阳 德育副校长 高级教师 全国优秀大队辅导员

我校英语课程，将国家课程与校
本课程有机融合，满足不同学生的发
展需求，从拼认、听读、朗读、阅读、表
达5个方面提升每个孩子的英语核心
素养，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出彩的机
会。英语教学体系为“123”：即一个大
赛、两个能力、三大特色教学。“一个大
赛”为每学年一次的同望小学英语素
养口语大赛，经过班级初赛、年级复
赛，最终全校决赛出本年度英语口语
大赛的冠亚季军，激励每个学生开口
说英语，学生的语音、语调、临场应变
能力得以提升，充分发挥英语的语言
交流使用功能；“两个能力”为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深度学习
能力；“三个特色教学”为主题丛教学、
绘本教学、思维导图教学。解决课堂
教学碎片化、知识化、功利化问题，构
建基于英语学科育人的初衷，在整体
语言教学的视野下，聚焦核心性主
题，围绕多个关联性主题，进行主题
丛教学；我校每学期安排十节绘本
课，学生在图文并茂的绘本中畅读、
悦读，从英语故事中感悟道理；提升
学生的联想思考、发散思考、类比思
考、形象思考；坚持使用思维导图辅
助教学，孩子们也渐渐学会使用思维

导图进行知识的总结与归类。
老师们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质，做

好引路人。五年四班的韩同学，是四
年级转入我校的学生，刚开始孩子英
语水平在班上很平常，老师得知她的
梦想是高级翻译后，积极鼓励指引
孩子，并帮助孩子提升英语各方面能
力，最终孩子在校口语素养大赛中荣
获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五年三班的
王同学，刚转来学校时，英语不会读，
单词不会拼，孩子没有英语学习兴趣，
在班里总是没有自信，老师鼓励孩
子，并告诉孩子按照发音背诵单词
的小诀窍，先从单词拼、读开始，慢
慢孩子读单词背词汇都有了很大进
步，有了学习英语的兴趣，孩子的成
绩也有了很大提升，不再畏惧英语学
习，还和同学一起表演了课本剧。同
望孩子们爱学、会学，享受英语学习带
来的乐趣，多名学生在“21世纪口语
大赛”和“青少年英语口语”活动中获
得佳绩，河
西区考核
成 绩 名
列 前
茅。

爱学、会学，享受学习乐趣
王乾 英语学科负责人 硕士研究生 河西区骨干教师

为了让孩子们在数学的学习中有
所收获、有所成就，我校数学组以“三
个层次”为主线，培养孩子的数学素
养，即巩固基础知识、强化实践活动、
拓展思维能力。
“巩固基础知识”是学生提升能力

的基础。在关注全体学生发展与成长，
同时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的前提下，数
学基础知识的夯实显得尤为重要。张
同学是一位四年级的学生，基础知识
和数学思维能力都比较差，无法跟上正
常的课堂学习。面对这样的学生，老师
并没有放弃他，而是按照“课前预习指
导”“课上强化基础”“课后巩固基础”
三个步骤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帮扶，
制定了《帮扶跟踪记录》，对学生的薄
弱知识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在和学生
辅导交流中，老师和学生建立了感情，
孩子慢慢对数学有了兴趣，在学期末自
查中达到了优秀的水平。此外，为了辅
助基础知识的落实，我们从低年级就

开始培养学生的总结能力。从低
年级的数学日记到高年级的知
识网的制作，从只字片语的数
字记载到层次分明的网络
化知识点总结，让每一
位学生都能在不断学
习不断总结中夯实
基础，提高了自
学的能力。

“强化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一
双发现的眼睛寻找生活中的数学，并
利用数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
题。每个学期举办一次数学实践活
动，今年我们举办了“快乐数学、创
新数学”的活动。活动是让孩子们
在假期通过动手操作，自主探究，自
学新学期中图形与几何领域的一个
新知识点。学生们的积极性非常高，
并自己录制视频、制作知识网，总结自
己的学习成果。此次活动充分调动了
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的数学学习主
动性得到很好的培养。
“拓展思维能力”是为了让每位学

生都能够摘到属于自己的“桃子”。为
此，老师们从基于教材提升能力出发
自编了适合我校学生的校本练习，其
中包括基础练习、拓展练习和创新训
练。校本练习的产生源自分层教学的
理念，利用分层教学开展数学课堂有
助于学生共同发展。学习能力强的学
生通过创新训练提升自我解题能力，
中等生通过拓展练习培养挑战新题型
的勇气，而对于学习薄弱的学生则可
以通过基础练习夯实知识点。

用数学的教学理念，在“加、减、
乘、除”中让学生了解数学、热爱数学，
在点、线、面间构筑孩子的梦想，为每
一个孩子提供出彩的机会，是我们教
师不变的追求。

尊重差异 关注成长
张芃 数学学科负责人

语文学科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内容
涵盖广泛，语文教学对学生的教育作用
也是多方面的。

正是深知这一点，我们作为一名
一线语文教师，也一直在努力从学
生实际出发，力争让每一个孩子在
我们的语文课堂上找寻到学习的乐
趣！因此，老师在备课中，预设学
生，不同的问题留给不同的学生，让
孩子在课堂上找到自己的优势；针
对学生的不同问题，设置不同梯度
的作业，力求让学生在作业中挖掘
自己的闪光点。根据小学生不同年
级的不同特点，我们开展不同的语
文学科活动：低年级的诗词诵读，引
领孩子文学启蒙；中年级的校本阅
读，培养学生良好习惯；高年级的课

本剧表演，挖掘学生自学潜力！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努力寻找每一

个孩子的闪光点，并抓住契机，给每一
个孩子“出彩”的机会。我们班有个孙
同学，说话语速慢，总感觉跟其他孩子
不合拍，久而久之，孩子也慢慢地不爱
说话了。一次有关动植物话题的习作
课上，我突然发现了他要举未举的小
手，一下子把他叫了起来！没想到，他
对小动物的了解，真可谓“博学”，他语
速虽慢，内容却精彩极了！在同学们
的掌声中坐下之后，我看到了他眼里
的兴奋！在之后的学习中，他越来越
主动，尤其是对写作，越来越有兴趣。

总之，我们的语文教师，在点滴工
作中，力争挖掘每一名学生的闪光点，
给每一个孩子出彩的机会！

让学生寻找学习的乐趣
赵娜 语文学科组长 河西区十佳中队辅导员、创优课二等奖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都有独立的人格，都有成功的可能，都
有享受赞美的权利。

但是，也会有一些孩子，由于各方
面的原因，渐渐失去了追求进步的信
心。他们习惯了被大人忽视，当他们
出现在老师面前时，我们就会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想要呵护他，唤醒
他，引导他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那年，在我帮扶的毕业班中，有一
个男孩，外形俊朗，但在班里，却状况频
发，成为让老师同学们头疼的孩子，我
便开始更多地关注他。孩子满眼透露
着清澈，总是喜欢走过来跟我说说他的
事情。我也找一些他会喜欢的话题，跟
他拉近距离。慢慢地，我发现，他有丰
盈的内心，有广博的知识，却因为学
习成绩的不理想，产生了一些自
卑。我悄悄地问他：“那你想不
想提高成绩，让别人对你刮
目相看！”“想，但是……”
他欲言又止，看得出他的不
自信。是呀，六年级的学生，
自尊心强，反而对自己更容易有
自卑的看法。“没关系，你相信张老
师，我一定能帮你实现目标！咱们俩
一起合作，可以吗？”瞬间，我看到他眼
里冒光，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从那以后，每个晚自习，我都让他
坐在我身边，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这一
周的故事，分享看书的收获。他特别
喜欢看中医养生的书籍，每一次，我都
是大为惊讶地赞美他，“知道的真多，
张老师和你学到很多东西呢！”于是，
我也在他的“指导”下，注意饮食。当
然，我也会指出他错误的认识，语重心
长地跟他交流，得到他的认可。我们
的师生关系越来越和谐，彼此越来越
信任。我慢慢跟他讲语文的学习，告
诉他语文学习是非常有意思的。每次
在学校见面，都会询问他有没有什么
问题，也会简单查验一些日常基础知

识的落实。他语文学习最大的困难是
习作，我就要来他的习作，帮他逐字修
改。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我的认
真影响到了他，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像
老师这样，在学习上认真一些。但是，
改掉一个坏习惯是需要过程的。我一
次又一次地鼓励他，他也一次又一次
地向我保证。就这样，我们一起走到
了期末检测。检测前的一个晚上，他
认真地在做着复习，再不是从前那个
左顾右盼、无所事事的样子。看到他
现在的转变，我很欣慰。晚上九点
多，看着他们一班人回到宿舍，我

告诉他，明天一早，我会早来再帮
他复习的。转天早晨，我来到学校，
他已经早早吃完早餐，坐在了教室
里。我把他叫到操场的角落，检查习
作的落实情况，然而，并没有达到理想
的效果。于是我拉着他的手，坐操场
上，陪着他，一字一句读着作文。我读
一句，他记一句。就这样，半个多小
时，他进步非常明显。

那一次，他终于超越了曾经的自
己。我相信，他也懂得了，其实，分数
并不重要，它只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
标，只是我们让自己出彩的一扇窗。

只有向上才能离阳光越来越近
张欣 高级教师 硕士研究生 天津市双优课一等奖

在一个集体当中，个体间
总会存在不同差异，学生更是如
此，因为他们的先天素质和成
长环境各不相同，必然会存
在很大差异。作为班主
任，一定要平等对待每一
个学生，看到他们的
优点，相信他们，鼓
励他们，千万不能有
所歧视。
曾经班内有一个

女生思想极端，行为孤
僻，总感觉身边的人对她心
怀恶意，她的过激反应也会给
大家带来不适，所以大家也就不
会与她过多交流。我了解她的情
况后，知道此类情况是由于特殊
的成长环境造成的，虽然我的
帮助不一定会带来质的改
变，但觉得还是应该努力
一下，因为老师的存在
都是要让遇到他的
每一个孩子变得更
好，哪怕一点点。
在沟通中，我与她共
情，觉得她的需求是让
别人肯定，渴望被喜欢，
但又有一丝丝懒惰，不愿意

付出太多。在一次班会上，我决定给
她一次展示的机会，并希望她努力展
示自己的优势，为自己努力一次，她最
终答应了，我并没有全程监督她，结果
可想而知，效果没有她自己预期的
好。而此时我刚好对症下药，在她表
现失常准备再次低落的同时，同学们
给她鼓励的掌声，我也立刻再次与她
进行交流，告诉她获得肯定的秘密，那
就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努力做好每
一件重要的事，宽容地对待别人，就像
刚刚大家对你的宽容一样。从她的眼
神中，我读到了将要到来的成长。

在下一次，更大的舞台，升旗仪
式，我大胆地给了她机会，知道有一些
风险，但我觉得应该尝试。她的表现
可称完美，虽然有一处小失误，但完美
处理体现了她准备的充分，我在心底
里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以后，也
许她还会遇到困难、情绪低落，但我相
信，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化解，因为成长
会带来烦恼，更会带来收获。

我所带学生有的已经进入市区重
点中学就读，有的学生已经获得艺术
特长市区一等奖。当然也会有很多学
生，虽然没有足够耀眼的表现，但他们
深知努力做好自己的事，静待机会的
到来，人生定会出彩！

彼此勉励 破浪前行
朱瑞 河西区十佳班主任 河西区骨干教师

音乐作为中小学的一门必修课，
每周开设两节。如何把握音乐课程对
小学生的美育作用，坚持在音乐教学
中渗透育德育人，对其在德育、文化、
情感素质等方面进行培养成为我们的
一个课题。小学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
培养音乐家，而是面向每一个孩子的，
是要培养健康阳光、具备健全人格的孩
子。作为音乐学科一线教师，我们始终
坚持做到面向人人，建立常态化学生全
员艺术培养机制，一是大力推广惠及全
体学生的“班集合唱”，以班集体为单位
开展科学发声，真正做到全员参加，面
向人人。2019年六年三班“班集合唱”
代表河西区参加天津市“徜徉美育实践
课堂四史教育生动引人”班集合唱展
示，获得各方好评；二是在日常音乐课
中要善于发现每个孩子的长处，定向发
展，使其出彩。推荐音准好的孩子进入
校级合唱团，经过系统学习排练，参加

了天津市文艺展演并获得二等奖的好
成绩；音准较差、节奏感好的孩子推荐
进入打击乐社团，参加了天津市文艺
展演并获得一、二等奖；鼓励其他孩子
学习一种自己喜爱的乐器，加入到管
乐团中，如小号、萨克斯、圆号、中音
号、长号、大号、黑管、长笛等不同专业
的学习中，聘请天津交响乐团及天津
歌舞剧院的专业演奏家利用二课堂时
间教授专业演奏知识，组建了近百人
的管乐团，参加了天津市文艺展演并
获得一、二等奖。对于每个声部主力
团员，利用中午和周五下午放学后的
时间有计划地针对性提高训练，培养
精英，在2020年天津市文艺展演个人
比赛中，赵浦有同学荣获西洋管乐萨
克斯独奏天津市一等奖的第一名。总
之，先让学生爱上音乐再根据每名学
生的不同情况，给予创造出彩的机会，
让每名学生都有收获。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记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办学理念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前
身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
于1924年8月为南开大学职工
子弟创办的南开八里台小学。解
放后，几经变革于1956年更名
为佟楼小学（国办）。1989年，
学校被确定为河西区教育局学
校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校，开始进
行以校长责任制为中心的管理
体制改革，实行了工作岗位责任
制、教职工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
等一系列改革。1992年，佟楼
小学改制为天津市第一所国有
民办寄宿学校。1995年，河西区
教育局委托王家祥校长办学，更
名为同望小学，成为四独立的民
办校。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同望
小学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不
断前进，办学成绩与社会声誉逐
年提高，成为一所极具特色的品
牌校。学校先后荣获“天津市党
建工作示范单位”“中国优秀民办

中小学校”“中国校园环境文化艺
术学校”“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特色
学校”“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中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4A学校”
“天津市首批素质教育示范校”
“天津市先进教学技术示范校”

“天津市艺术教育特色校”
“天津市青少年科学素质教育先
进学校”“天津市绿色学校”
“天津市少先队优秀大队”等荣
誉称号。

学校按照“立德树人”的根本
要求，强化师德教育，本着“服务
学生、服务家长、服务社会”的办

学宗旨，坚持开展“廉洁信进家
庭”、“学生喜爱的教师”评选等
活动，30年来形成了一支具有高
级职称、年龄层次合理的领导班
子和以硕士、学士学位为主体的
高学历、学科专业化的教师队
伍。涌现出全国优秀少先队大
队辅导员，天津市优秀班主任，
市、区两级创优课一等奖，河西
区十佳班主任，河西区百名优秀
班主任，河西区优秀中队辅导员
等一批先进教师，他们为党的教
育事业奉献着青春和力量，并抓
住每一个教育契机，让每一个孩
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挖掘学生
独一无二的天赋
陈真 硕士研究生
音乐学科组长 河西区教研中心组成员 让每一个学生大放异彩

刘蕊 书法教师 河西区教研中心组成员、创优课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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