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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席卷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

不仅是对社会各界的一次集中大考，

也是我们每个人自我反思与自我成长

的最好“功课”，更是我们教育的最好

契机。战“疫”当前，广州市第一中学

坚持“五育”并举，把战“疫”的过程淬

炼成孩子生命成长的课堂。

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这

是一堂深刻的德育课。疫情是一面镜

子，可以鉴别人性的善恶；疫情也是一

本活教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

界。疫情当前，社会就是一本深刻的

德育教材。

疫情让我们更好地敬畏自然、敬

畏生命。亲身经历了此次疫情的痛

楚，我相信孩子们会充分认识捕杀和

食用野生动物的危害，会更好地爱护

自然、珍爱生命。相信经历了隔离或

宅家的孩子更懂得自由的可贵、健康

的重要、亲情的温暖。

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

闪亮。一张张请愿书、一个个红手印、

一箱箱防疫物资，彰显着全国人民的

大爱。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

替你负重前行。我们要学会感恩，感

恩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奋不顾身，感恩

社区工作人员的任劳任怨，感恩社会

各界的齐心协力。

疫情让我们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

和超强的凝聚力。我们要教育孩子从

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中体验

中国速度；从武汉封城、社区封闭管理

中体验中国担当；从“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全球华人的援助行动中体验中华民

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军医接管

火神山医院、军车保障运输抗疫物资的

果敢坚毅中体验中国力量；从“一省包

一市”医疗救治的制度安排和同舟共

济、驰援武汉的山东、广东义举中，体验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疫情教育我们要始终涵养家国情

怀。84 岁的钟南山院士离我们最近，

由他领衔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就在

学校旁边。他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

的勇猛，更有国人的担当。我们要记

住他在去武汉高铁上疲惫的身影，要

记住他的哽咽、他蓄满泪水的双眼，记

住他那“武汉本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

市”的深情寄语。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这是

一堂鲜活的智育课。在海量的网络舆

情中辨别真伪并作出理性判断，是一种

学习；从每天的确诊病例、重症病例、疑

似病例、治愈病例等数据变化中分析疫

情走势，是一种学习；从记者的现场报

道、新闻发布会的新闻热点中去关注时

事，是一种学习……这些都是我们在抗

击疫情这堂“人生大课”中应该教会孩

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

面对疫情阴霾下的延迟开学，一

中立即启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活动，全体教师积极主动应对困

难，通过远程开学、远程教学、远程互

动做好线上教学、辅导跟踪工作，让一

中每一个学子在守护好健康的同时，

能够有规律、高质量投入学习。我们

始终提醒学生：远程教学不等于“教师

教+学生学”，更不是教师远程讲课、学

生拼命刷题；要走出“学习即听讲、教

学即讲课”的怪圈，自我教育是教育的

最高境界，最好的学习是自主学习。

锻炼身体，停课不停练——这是

一堂现场的体育课。一场疫情让我们

明白：最大的财富是活着，最大的幸福

是平安，最大的竞争力是免疫力。因

此，学校第一时间制定了《疫情防控期

居家体育锻炼指引》《疫情防控期居家

体育锻炼方法》，第一时间动员体育教

师、学生运动员制作了 12 个适合居家

锻炼的短视频，内容涵盖健美操、篮

球、体能、力量等方面，推送给全校师

生。学校要求全体师生坚持每天居家

开展不少于1小时的体育锻炼，保证锻

炼负荷和强度，保持积极向上的健康

心态，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我们坚信：

锻炼好身体，才是抵抗一切病毒最好

的办法！

发现美，感悟美——这是一堂厚

重的美育课。为了记录战“疫”中最美

的身影、最美的声音、最美的颜色、最

美的故事，感受战“疫”中的正义之美、

勇敢之美、平凡之美、人性之美；也为

了让孩子在认识美、寻找美、见证美、

传递美、弘扬美的过程中，带着理性与

智慧去理解自然和社会，理解人与人

的相互关系，客观认识生活现实，学校

开展了“抗击疫情，我们在行动”书

法、绘画、征文比赛活动。全校 3 个校

区 5000 多名师生积极响应，一大批以

防控抗击疫情为主题的作品涌现出

来：逆行的白衣天使成为孩子眼中最

美的形象；“万众一心，武汉加油，中国

加油”成为孩子心中最美的声音；勤洗

手、戴口罩成为孩子最美的习惯；愿你

平安成为孩子最美的祝福！艺术战

“疫”，作品传情——师生用艺术作品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赞美大爱

精神，表达一中人对战“疫”英雄的敬

意、祝福，以及对这场战“疫”前后轨迹

的深度思考。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这

是一堂特殊的劳动课。防疫期间，为

了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

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学校通过

《致家长、师生的一封信》《党员教师倡

议书》等方式，倡议师生积极参与家务

劳动，用健康向上的美好姿态向“不计

报酬，无论生死”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医

护工作者学习和致敬；分学段制订居

家劳动教育指导计划，要求学生结合

家政、烹饪、手工、园艺等活动进行常

态化实施。在防疫这堂“大型社会实

践课”中，学校丰富劳动形式、创新劳

动内容，充分发挥劳动的正向能量和

综合性育人功能。

春天如期而至，疫情终将结束。

我们要充分用好抗击疫情这个活教

材，帮助孩子成长。德智体美劳，学生

有了全面的成长，才是对生命最好的

礼赞，对逆行者最高的敬意，对美丽最

好的诠释……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第一中学校长）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给孩子们一个超长的寒假，一段特

殊的成长经历，也给我们的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校长，除了守

护好师生的生命健康安全，还应该有怎样的作为？还应该担负起怎样的使

命？还应该给予孩子怎样适时的教育？

一起学习一起学习，，共同战共同战““疫疫””

新冠肺炎疫情是谁也没有料到

的，社会各界都在仓促应对，教育也

不例外。当政府宣布春节假期延长，

许多地方很快反应，于网上推出名师

课程。用意十分好，但很快就有校

长、教师发现，这种名师课的堆砌缺

乏体系。于是，各学校开始组织自己

的教师开发线上课程，以备课组为单

位，分工备课、上课，这样的课程体系

结构更加清晰。还有一些有识之士

尖锐地指出：疫情本身即是生命教育

的大课堂，线上教育不应成为应试教

育的新阵地……

非常时期，非常反应、非常举措，

很难十全十美。以人为本，是我们说

了多年的教育理念。在我们的生命

面临危险的时候，师生的平安是第一

位的。与生命相比，其他都是小事，

微不足道。

区域与区域之间、学校与学校之

间，平常很难看出之间的差别与差

距。突如其来的“停课不停学”，却暴

露了各自的本来面目。一个区域、一

所学校对教育的理解，以及态度、水

平、境界都流露出来了。师生虽然不

到校，负担却加重。这不仅仅是学校

领导教育思想不端正的原因，还有水

平、能力的问题。有些人平时对教育

信息化认识不足、认识片面，追求形

式、追求表面热闹，没有真心实意去

做，现在仓促上阵，无论是专业、还是

管理都跟不上。有些地方线上教育

水平差，课程、教学都在做无用功。

当然，做得好的区域、学校还是很多

的。

最近，我与教育领域的一些朋友

展开讨论。我问基层教师：现在的线

上教学到底如何？他们回复：有效果

啊，教师给孩子上课时都是有要求

的，学校、年级、家长、学生是共同体，

意识到位，合理利用，在这种大环境

下对学生很有帮助。

一位中学教师说：我们那个地方，

没有金刚钻偏揽瓷器活，网络根本容

不了这么多人，都是黑屏，还崩溃了。

一位农村校长说：一下子想改变

百年以来的课堂教学模式，着实让人

捏把冷汗。

一位校长说：学习内容不当，形

式化、简单化，也非上级文件有误，因

为上级从未提供具体措施。要么是

自己没动脑思考，急于跟风、表态。

要么是自己不学，不懂教学。

一位基层教育管理者说：线上学

习方法为学生学习注入了新活力，但

这需要调动许多资源，家长的配合，

教师的素质，学生的态度，规范的管

理，这一切求“合”，方能达成共识。

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说：教育信息

化到底如何？这个“通”、那个“通”的

项目，实施情况怎样？都暴露了，疫

情成了最好的检测。

存在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某些

地方的乱象愈演愈烈，却没有纠正的

动作。为什么知道不对，还在继续往

下做？教师被虐、家长被虐、学生被

虐，大家苦不堪言。

特殊时期特殊做法都可理解，

关键在于有实施就要有监督，管理

要及时跟上。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应

对当下学校线上的教育教学进行优

劣评估，做到心中有数，发挥统筹协

调作用，整合教育优质资源，让学校

少走弯路。教育研究不是隔靴搔

痒，不是写课题报告比赛，而是应该

抓住现实生成的问题加以调查研

究。此时此刻线上教学一哄而上，

是不得已，但是却给我们学校教育

科研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教育部

门、督导部门要主动有所作为，坏事

可以变成好事。

此外，我们还要处理好各种关

系，线上教育也涉及素质教育与应试

教育的关系问题，毕业年级与非毕业

年级的关系问题，要把握好度。疫情

过去，高考、中考还要进行，还要以分

数为依据录取考生，对此我理解学

校、家长的苦衷。不同的角色，相互

多换位思考是需要的，假如我是家

长、假如我是校长、假如我是教师、假

如我是学生，我会是什么态度？我会

怎么做？假如现在有一个区域、有一

所学校不做线上教育能过关吗？能

受得了社会舆论、家长的炮轰与责难

么？大道理都会说，做起来却不是那

么简单。遇事可以多问为什么：什么

该做？什么不该做？作为校长，我们

只有一个标准：一切为了师生生命的

健康成长。

（作者系江苏苏州第十中学原校长）

当前，因为疫情防控形势仍很

严峻，我们还不能在校园里面对面

交流学习。“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

学”。面对这种新的学习方式，我们

要合理指导学生进行“云上学习”，

共克时艰。

疫情防控是一堂家国情怀课。

疫情出现后，医务工作者舍小家顾大

家，全力冲在抗疫前线，表现出的大

无畏精神，值得每个孩子认真学习。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身患

重疾与家人感染的情况下，身先士

卒，团结带领全院干部职工，夜以继

日战斗在最前沿，始终坚守在急难险

重岗位上，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国家

和人民的忠诚。

为切断传染源头，英雄的武汉人

民作出巨大牺牲果断封城。“哥们儿，

挺住，我把外公和妈妈都借给你了！”

这是武汉16岁中学生陈琪方写给患

者的公开信。山东日照环卫老工人

袁兆文爷爷平时省吃俭用，为武汉疫

情却捐了1.2万元现金。在中国南航

从海外返航广州的一架航班上，没有

旅客回国，飞机上全是海外华侨华人

无偿捐助的抗疫救援物资。

在这场全民抗疫中，每天都发生

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激励我们前

行。抗击疫情，英雄就在我们身边。

读书学习是宅家的好朋友。宅

家期间，希望同学们能广泛阅读课外

书籍，多多关心国家大事。当然学习

仍是你们的第一要务。目前，学校已

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宅家“停课不停

教、停课不停学”的实施方案。我希

望你们遵守学校安排的作息时间，按

照学校课程表登录相关网络平台，积

极参与“云上学习”。教师会在线上

进行教学，为你们提供辅导、答疑等

教育教学服务，确保大家在家也能上

好课，学习好。

除此之外，我希望同学们还要加

强疫情学习宣传。通过微博、微信公

众号、班级群等网络渠道，了解疫情

期间的学习、生活提示，宣传普及疫

情防治知识和防控要求，与家人一起

做好居家防控：每天关注家庭成员的

身体健康，是否有出现感冒、发烧、咳

嗽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报告；线上

学习后，更要合理使用手机、电脑、游

戏机等电子产品，注意劳逸结合；选

择合适的家庭活动方式（如跳绳、仰

卧起坐等），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做做

韵律操，坚持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

质。此外，宅家有了更多的自由时

间，还可以培养和提升一下自己的兴

趣爱好，让自己小小美术家、小小音

乐家、小小舞蹈家的梦想更进一步。

共享与家人的美好时光。宅家

的这段时间，可以多参与一些家务劳

动，掌握更多的生活技能，给家人更

多的爱。比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你的书桌是否干净？书柜是否凌乱

不堪？衣服是否乱丢乱放？你换下

的衣服、袜子、围巾等，是不是自己

洗？再比如，积极为家人分担一些简

单的家务劳动：擦家具、拖地、洗碗、

收叠衣服等；每天和家人共同做一顿

简单的饭菜，饭后倒垃圾，给家人削

水果、泡杯茶等。

陪家人好好聊聊天。平时父母

长辈各有各的工作，他们有多辛劳，

你可能都不知道。新的一年，父母对

你有什么新的期望？你的理想是什

么？都可以和家人聊一聊。你们的

倾情参与，会让家的味道更浓更醇。

请你们当好家庭的小主人，当好家人

的好帮手。

完成好延迟开学期间的学习，考

验着我们每一位师生的智慧与力

量。希望你们在教师、家长的帮助

下，认真完成好“云上学习”的各项任

务，与全国人民一起，众志成城，抗击

疫情，完胜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作者系四川泸州师范附属小学

校校长）

因为这场疫情，正常的教育教学

节奏中出现了“不确定”因素，生活给

我们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为此，我们

要学会积极应对，做好“变”和“改”，

要善于在“不确定”中锤炼自己。

首先，要理解“不确定”，适应“不

确定”。“确定”只是暂时的理想状态，

“不确定”才是生活的常态。不仅学

习中有众多的“不确定”，我们人生中

也有众多的“不确定”。面对“不确

定”，我们应保持处变不惊的冷静心

态，做好迎而战之的思想准备。比

如，可以思考“对我有哪些影响”“怎

么做”“从哪儿发力”“怎样把不利因

素降到最低，甚至把不利变成自己成

长的营养”，等等。在应对一次次“不

确定”的考验中，逐渐磨炼我们心理

的韧性，就像贝壳中的沙砾，只有耐

得住寂寞，经得住各种考验和磨砺，

不断地自我精进，才能变成闪亮的珍

珠，由普通走向卓越。

其次，面对一次次“不确定”，要

有脚踏实地“变”的行动。想法再多

再好，不去做，不去“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改变，就只能原地踏步。这次

突发的疫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道

考题，如何做？是宅在家里无所事

事，还是积极作为、主动作为。对于

学生来说，学习是你们恒定的职责。

不管何时何地，不管有没有教师的具

体指导，不管有没有人监督，都应牢

记学习是第一位的。所以，你们可以

先自己制订一份翔实的学习计划，妥

善安排好学习、娱乐和休闲的关系，

让“宅”变得不同寻常，变得更有意义

和价值；也可以练练字，读读课外书，

辅导一下弟弟妹妹的学习，适当发展

点兴趣爱好；还可以帮助爸爸妈妈干

点家务等。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应

是生活的主人、命运的主人，不能贪

图安逸，更不能随波逐流。

最后，要善“变”，借助好“他山之

石”。对学生来说，教师的指导是“他

山之石”，父母的教导是“他山之石”，

同学的好经验、好做法是“他山之

石”，网络学习资源、各种视频资源也

是“他山之石”。所以，你们要结合自

身的实际情况，做好“借”的工作。

亲爱的孩子们，当我们把每一个

“不确定”都“确定”好了，我们就能让

自己变得更成熟、更坚强，最终成为

一个有价值的人。

（作者系山东省邹城市中心店镇

老营小学校长）

要善于在不确定中锤炼自己
□ 张学炬

把战“疫”淬炼为生命成长的课堂
□ 胡革新

也谈“停课不停学”
□ 柳袁照

写给孩子的
“云上学习”指导书

□ 李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