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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华涛 策划/整理

期末要上哪些课
香山夜话

每个学期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教师会为学
生上“收心课”、“安全课”。 但在学期结束时，因
为复习的紧张， 教师却很少为孩子上这类
课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学期
结束后，孩子们将离开教师视线，如
果出现问题， 他们不会及时反
馈，教师也很难及时发现并
指导。 因此，放假前，教师需
要为孩子们上哪些课呢？

系列一：我的爱对“你”说系列活动
1 “我和中国教师报一起走过的日子”征文
2 “中国教师报十年”生日致辞征文
3 一句话概括“我心中的中国教师报”征集
4 我最爱的中国教师报周刊、栏目评选
5 “我对中国教师报的建议建言”征集

投稿邮箱：zgjsbchb@163.com

10 年报庆 10 大活动
系列二：“你”是我不变的美丽系列活动
6 “我的美丽学校”拍客大赛
7 “我的骄傲班级”拍客大赛
8 “我的可爱学生”拍客大赛
9 “我的办公桌”拍客大赛
10 “我的私房照”拍客大赛

火热征集中……

我们相约，在这里 ——— 10 大活动 事事有你

“稳心”课
□ 管 静

班主任厉声呵斥，学生在走廊疯闹喊叫，老师们一
脸焦急，校园中弥漫着一股戾气。 难怪例会上校长发出
警告“期末了，要注意学生打架的苗头”。

期末现象，我们怎么应对？
调整课容量。 保证学生当堂完成，有余力的学生会

自己增加复习计划的。
轻松开启课堂。 听一段乐曲，朗诵一首诗词，化解

学生的压力。 把复习的内容设置成几关，由小组长掌控
组员打关，每通一关，击掌祝贺，传递正能量。

警钟长鸣。 告诫学生上学路上注意防滑、防寒，安
安全全放假回家去。

修改家长通知书。 说说学生的优点， 成绩点到为
止，告诫家长孩子的成长比分数更重要，给学生吃定心
丸。 （黑龙江省富裕县职教中心学校）

“调味”复习课
□ 施崇铭

不要说学生，就是教师自己一到期末复习课，也容
易“厌倦”。 因此，我给每节复习课变着法子加上些“调
味剂”。

“调味”一，课前 3-5 分钟让学生自由“谈收获”。 可
以谈学习上的收获，也可以谈自己的成长故事。 孩子们
都有上台展示自己的欲望，因此，参与度很高。

“调味”二，每天一个简短“励志故事”。 每当这个时
候，教室里安静极了。 讲完故事后，我还会留 2-3 分钟，
让学生自由发表听故事后的感想。 学生在改变，我也跟
着在改变。

“调味”三，让学生自己出卷。 我让学生盘点整本语
文书的内容，出份试卷，由我来挑选，选出好的题目，让
出题人当老师，考考大家，并进行讲评，让不懂的学生
听懂。 这一招对于复习很灵，学生们都很感兴趣。

“调味”四，穿插音、体、美。 我会在复习课上穿插音
乐、美术，让学生唱唱歌、画些画，有时还会让学生进行
体育项目比赛。 让学生在紧张的复习阶段放松一下，有
益于学生全面发展。

“调味”五，下课前 3 分钟上好“收心”课。这 3 分钟，
可帮助学生及时总结本节课的心得， 还可以调节学生
的心情，让学生带着愉快的心情迎接下一节课。

（江西省南康市镜坝中心小学）

网络健康课
□ 肖瑞平

寒假来临，学生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对于
缺乏自制力的孩子来说， 很容易因迷恋上网而患上网
络综合征。

因此放假前夕, 有必要给学生上一堂假期网络健
康课。

1.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网络。 如举办“网络知识图片
展”，展示内容翔实的图片资料，使学生深受教育；开展
“上网利弊大家谈”的大讨论，培养学生的是非判断能
力，让他们在多元化背景下，学会鉴别和选择。

2. 加强对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 教育学生严守网
络文明公约。 如上网交流时，不要轻易把自己及家庭的
真实信息告诉别人；不要与网友见面；“儿童不宜”的网
站，不要进去，即使不小心进去了，应立刻离开等。

3. 举行网吧看法谈话会， 让那些经常上网吧的学
生，充分认识到泡网吧的危害。

4. 做好上网内容的积极引导， 比如如何收发电子
邮件，如何搜索资料，如何下载，防治病毒等。 有了这些
知识，学生上网就不会仅局限于游戏、聊天，还有更多
的发展空间。 开展网页制作活动或网上阅读征文活动，
正确引导学生善用网络资源。

5. 提醒学生，要严格控制上网时间，不要长时间坐
在电脑前，多去室外走走；玩电脑时要保持正确坐姿，
不要长时间低头；晚上睡觉时不要枕太高的枕头，这样
有利于缓解颈椎酸痛。

6. 写一封致家长的信，使其正确认识互联网的作
用。 争取家长支持，在假期配合学校做好引导和监督
工作。 （江西省泰和县马市中学）

“减压”复习课
□ 谭 宏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ike a sandwich.”
几个学生在练习英语课本上的对话。 他们的到来，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这片荔枝林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我常常在复习课的时候， 带孩子们来这里玩玩英

语单词接龙游戏，或者让他们表演一段英语小话剧。
“卧倒，注意隐蔽，匍匐前进……”
“前方一点钟方向发现目标，二号、六号队员从两

侧靠近，实施合击，就地处理……”
你看，平时就喜欢野战的“野人”组合也玩起了对

阵游戏。 他们规定由赢的一方随意抽取英语课本上的
段落，让输的一方进行背诵。

“阿敏，加油，还差一个单词，你就可以往前跳一
格。 ”

平时文静的小芳在旁边使劲地叫喊，很为小敏着急。
原来这些女生们在玩“跳飞机”游戏时，也制定了

新规则，要求从第一格跳到第九格时，跳到哪一格就需
要背诵哪一课的英语单词，然后才能继续往前跳。

进入期末阶段，不能只是让学生机械重复地进行
冲刺式复习， 我更喜欢构建一种轻松的课堂氛围，把
他们带到课堂外，让其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在学
中玩，在玩中学。 这样，劳逸结合，复习课也就成了减
压课。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玉律小学）

特别的“颁奖”仪式
□ 徐永晨

放假前的“最后一课”，我为学生举行了一个特别
的“颁奖仪式”。

“讲台前，你是位小老师，领着大家整齐有序地晨
读； 你还是位小小的指挥官， 学校举行的大合唱比赛
中，你指挥并领唱，使得班级夺得年组第一名！ 自己的
笔、本和橡皮等物品，你不知借给同学们多少次，你真
是个聪颖可人的小天使， 难怪同学们都喜欢围在你的
身旁。 老师多么希望能经常看见你，踊跃参加体育锻炼
的身影，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棒棒的。 我们期待哦！ ”我
声情并茂地读道。

“这是王迪！ ”孩子们异口同声。 于是，我亲自为她
颁奖，把“操行评语”的“奖状”颁发给了她，台下学生掌
声一片。

……
把班主任为每名同学“量身定做”的、充满激励性

的个性评语，念给全班同学听，并把它当作奖状亲自颁
发给学生，我想，这是对学生一学期以来的最好评价，
更是让学生假期享用不尽的“精神套餐”。

运用特别的颁奖仪式， 评价学生一学期以来的表
现，这既是对学生付出的一个充分肯定，也是让学生对
假期“铆足劲”。 给孩子以激励，就是从学生身上寻找闪
光点然后放大；给孩子以动力，它会激励孩子们，过个
充满自信、充实的假期生活；给孩子以“警醒”，教师不
妨指出学生的努力方向，让孩子在假期中不断完善。

这一课，这一刻，是给学生发展的“核”动力！
（黑龙江省泰来县四里五中心学校）

孝亲课
□ 李 娟

假期生活，为孩子们感恩尽孝提供了良好时机。
孩子，特别是天真年幼的小学生，如果没有老师的

特别嘱托，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有在放假前给
他们上一堂“孝亲课”，才能唤起纯真的童心。

这一堂课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1. 和孩子们一起，回顾课堂上的孝亲许诺，提示他

们实现自己诺言的机会到了。
2. 留几项“孝亲作业”，告诉孩子们该从何处付诸

行动，如：早晨跟随家长早起，帮助家长做饭、收拾房
间、洗涮餐具等；若家长上班忙，代替他们干一些力所
能及的家务；听父母话，孝敬爷爷奶奶等长辈；春节到
来前，与家人一同“忙年”；在春节这一花费最大的日子
里勤俭节约等。

3. 让孩子自己制作一份“孝亲计划”。
4. 将这一行动表现列为全面评价学生的一个 “事

实依据”，并提前告知学生，让其深刻理解这一行动的
重要意义，再一次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孝亲之爱是所有爱的根基， 让孩子们以行动来理
解爱、付出爱，是我们的教育责任。

（山东省高密市第二实验小学）

给烟花爆竹一节课
□ 冉中选

“啪，啪，啪……”清早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几声清脆
的鞭炮声。 听到这几声清脆的鞭炮声，儿时放鞭炮的情
景又浮现在眼前。 于是，我设计了一份调查表：

1. 过春节时，你喜欢燃放烟花爆竹吗？
2. 春节，买烟花爆竹的钱是谁给的？
3. 去年春节，你家燃放烟花爆竹花费了多少钱？
4. 说一说，燃放烟花爆竹时，我们应注意哪些安全

事项？
收回问卷， 经过仔细分析， 我发现了以下几个问

题：
1. 春节，孩子燃放的烟花爆竹都是父母买的，并且

花销不菲。
2. 大家对烟花爆竹的购买和燃放安全警惕性普遍

不高。
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欢乐、祥和、有意义的春节，

我就利用学期末的最后一节课，召开了主题班会，参加
这次主题班会不仅有学生，还有家长。 本次主题班会分
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父辈们的“过年炮”。 以现场说法的形
式，讲述 20 多年前，他们这一代是怎么购买“过年炮”
的。 在父辈们的“忆苦思甜”中，使学生明白：劳动能创
造快乐。

第二板块：今年的“烟花爆竹”。 为了让每个孩子依
靠自己的劳动挣到“第一桶金”，在主题班会上，每个孩子
都和自己的家长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通过这份“劳动
合同”，让每个孩子在简单的家务劳动中学会独立生活的
能力，养成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好品质。

第三板块：安全燃放“烟花爆竹”。 在主题班会上，
我和家长、孩子一起学习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和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知识。 通过学习，让孩子们掌握一
些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方法、 相关注意事项以及购买
爆竹的常识。 这样，就为每个人过一个平安、快乐、祥和
的春节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甘肃省会宁县刘寨乡教育管理中心）

考后“疏导”课
□ 李 剑

考试过后，教师往往容易忽视学生的心理变化。 特
别是没有考好的学生，心理压力特别大，容易出现极端
的想法和做法。 教师要及时与这部分学生沟通，交流分
析没有考好的原因，对学生的“心结”进行“疏导”，减轻
学生的心理压力，让学生重新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湖北省枣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理财课
□ 甘治勇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压岁钱给的也越来越多。 压岁
钱的管理与使用就显得重要。 不少家长不在乎这点儿
小钱，对孩子的压岁钱不加管理，放任自流。 这是很危
险的做法，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因此放寒假前，我们
要给学生上好理财课，教会他们合理支配压岁钱。

压岁钱要花得有意义。 不是舍不得孩子花钱，而是
要让孩子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 给亲戚家的弟弟妹妹买
点零食、小玩具，让亲戚和弟弟妹妹都高兴；新学期要开
始了，可以用压岁钱给自己的好朋友买点小礼物，送去
新春的祝福；在书店，看到一本好书，用压岁钱把它买下
来；学校号召献爱心捐款时，也可以把压岁钱捐出来。 这
些都是一些有意义的事。

此外，压岁钱的使用要有一个度。 孩子还小，家长
要给孩子定一个尺度，在什么范围可以自己自由使用。

小数额的可以花， 但事后一定要给父母说清花钱的理
由及如何花的。 稍大的消费一定先和父母商量，让父母
帮助判断该不该花。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个度可以
慢慢放宽。 孩子就是一只风筝， 可以放手让它飞一会
儿，但家长手中的线不能丢掉。

（湖北省襄樊市冷集镇中心学校）

幸福系列课
□ 龚清平

90 后的学生，行为意识的养成、喜好都在动漫、影
视等动态的形式中衍生。 我们把脉学生假日生活安全
点，指导学生自主开发了以“幸福”为核心的系列活动。

“绿色饮食，幸福健康”。 美术课，指导学生举办一
期动漫画为主的绿色饮食专刊， 科学指导学生在寒假
合理饮食，荤素搭配、避免暴饮暴食，辨别优劣食品、防
止食物中毒等，过一个健康幸福的假日。

“我心有法，幸福全家”。 在活动课上，学生通过视
频了解成人驾驶摩托车、机动车的交通规则，以及防火
灾防触电等安全知识。 培养心中有法、违法必究的法律
意识，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心有“一人幸福、全家幸福”的
责任意识。

“尊师爱家，幸福一生”。 班团课，每班举行一次师
生、家长同参与的主题班会，以学生回忆老师、家人爱
自己的小事、畅谈自己爱的回馈，老师、家长爱的感言。
用爱的换位，促进学生在假日不忘感恩父母，做点力所
能及的家务；不忘师恩，春节送上一份温馨的祝福。 传
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美德。

（湖北省沙洋县马良中学）

自我管理课
□ 程文金

期末考试后，学生没有新的学习任务，大部分学生
处于放松状态。 因此，在放假前，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
力显得尤为重要。

树立一种意识。 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更不
要期望将来，做到今日事今日毕。

制定每日计划。 合理安排自己的休息、 生活、学
习、锻炼、阅读、实践、娱乐等时间，让自己的日常生活
规律化。

学会取舍。 突出重点，每天抓住主要的事去做。 做
事前必须要进行选择， 把自己必须做的和急需做的事
先做完，一天的生活就会感到轻松快乐。

坚持体育锻炼。 每天坚持一项自己喜爱的体育运
动，不仅有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还可以愉悦自己
的心情，增加生活的情趣。

做一个有心人。 在阅读、交往、生活、实践、娱乐、上
网等活动中，只要善于观察和思考，会学到许多有用的
知识和技能，把这些记录下来，就会获得很大的进步和
发展。 （山东省邹城市太平中学）

社会实践筹备课
□ 钟乐江

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亲近大自然、接触社会、增长
见识的最好方式，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修课”。
因此，学校应该配合家庭，组织学生参与假期社会实践
活动，并为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备好课。

一是备好实践活动前的组织纪律和安全教育课。
在活动开展前，要选好小组管理人员，讨论制定组织安
全纪律，发放安全教育卡或安全手册，敦促大家共同遵
守，确保假期社会实践等活动的安全。

二是备好实践活动的计划安排和总结提高课。 中
小学生年龄偏小，知识有限，阅历粗浅，他们对参与社
会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往往认识不深刻， 如果教师
不帮助他们明确目的，制定周密的计划，学生不了解具
体的实践形式和内容，缺乏必要的准备就盲目“上阵”，
这种社会实践最终会流于形式，实际收获不大。 因此，
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要有目的、有计划、有措
施，精心组织，要结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年龄特点，及
时给予指导。 这样，学生才能在实践活动中得到真正的
锻炼和提高。 （四川省广安市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