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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是班会的灵魂 ，只有选好主题 ，才能开好
班会。

主题要有针对性， 班主任必须经常了解本班情
况，掌握第一手材料。 其实，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处处
蕴藏着教育的契机，学生的一言一行都是他们内心世
界的反映，班主任要针对学生日常行为及班上存在的
主要问题，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切入点作为主题开
展班会活动。 而且，设计主题要尽量从小处着眼，小一
点、亲一点、近一点、实一点，在一个侧面或一个点上
深化，反映丰富的内涵，也就是“小”中见“大”。

北京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马志宏结合当前亟待
重视的学生视力保护问题，选择了“眼睛的心事———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的主题。 这一主题的“小”在于切

入点小而且具有普适性，既从班级整体视力不佳的实
际出发，同时又符合当前倡导的“爱眼护眼”要求。 这
一主题的“实”在于,它从低年级学生的教育重心出发，
确定了“养成良好用眼习惯”这一落脚点。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 四年级的张静老师确立
了 “小岗位 大启示———让细节见证责任 ” 这一选
题， 从目标落点上看比低年级的要深入了一些。 为
何选此主题呢？ 因为班级中存在着学生服务岗工作
不认真 、不细致的现状 ，而且不是个别现象 。 于是 ，
班级服务岗这一 “小 ”的着眼点 ，就成了班会的思考
方向。 有了方向仍然不够，如何贴近学生实际，找出
问题的症结所在， 寻求学生的实际需求呢？ 张静通
过和班组共同研究探讨， 发现班级服务岗从一年级

开始人人承担，至今已有 4 年的时间，学生不会存在
不会 、不做的问题 ，只有不想做 、做不好的问题 。 究
其原因 ，随着服务岗位的模式化 ，时间一长 ，学生责
任意识逐渐淡薄 ， 从事服务岗工作就出现马虎现
象。 因此，同是服务岗工作，四年级的学生就可以落
在 “责任” 意识上， 而做好服务岗的细节之处就是
“责任”的体现。 因此 ，便确立了 “让细节见证责任 ”
这一班会的核心主题。

可见，班会主题的确定，小在着眼点、切入点，实
在成长需求 、目标落点 、真实常态 。 只有这样 ，一节
班会的召开才能凸显实效。 我所在的六年级， 有一
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足球 PK 赛上 ， 我们班竭
尽全力 ，最后却以失利告终 ，学生的情绪一度失控 ，

一边抱怨对方犯规，一边指责裁判不公，就是没有意
识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我当即确定了班会选题的
切入点， 将班会目标确定为让学生认识到自我反思
的重要性，以指导学生在遇事时能够进行自我分析、
反思， 找准自身努力方向从而提升道德认识。 但我
深知要实现这个班会目标， 召开班会时的落点必须
要小， 于是我们的班会就由富有启发性的飞机失事
时的 “黑匣子 ”说起 ，主题为 “寻找黑匣子———学会
在自我反思中成长 ”，既能激发学生探讨的积极性 ，
又十分形象地将 “自我教育 ”、“自我反思 ”这个班会
目的聚焦为一个“小而实”的落点。

把握班会主题的“小而实”,会让小班会发挥大作用。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北京小学）

把班会主题变小
□ 温爱丽

2013 年夏天， 在家长的配合下，我
带着全班 42 名学生从苏南昆山到了山
东泰安、曲阜，举行“登泰山之巅，沐孔
圣之风”语文游学活动。 这也是我开发
的语文教学微课程之一。

“登泰山之巅，沐孔圣之风“微课程
活动有三个载体。

第一，微课程“教材”。 我在活动之
前精心编印了三个小册子，一是《泰山
读本》，主要介绍泰山起源、泰山特点、
泰山名胜、泰山诗词、泰山散文等；二是
《<论语>名句选读》， 主要收集整理了
50 句《论语》中的经典句子，辅以翻译与
阐释 ；三是 《京沪高铁 （从昆山到泰安
段）语文地图》，主要是汇集京沪高铁从
昆山到泰安段所有停靠城市的简要介
绍。 在出发前的一周时间里，我安排专
门时间让学生阅读了这三本“教材”。

第二，微课程“旅行”。5 月 30 日（周
五）下午，学生收拾好行李便直奔高铁
站。 飞驰的列车迎着夕阳一路往西转
北，出江苏，穿安徽，而至齐鲁，在夜幕
降临之时，我们到了曲阜。 一夜休整，踏
着晨曦，我们前往“三孔”。 在孔庙，我们
自“万仞宫墙”门进入，过金声玉振坊，
穿棂星门与太和元气坊， 便到至圣庙
坊，再过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到奎文
阁，再到大成门、杏坛、大成殿。 走出孔
庙，到孔府，然后又漫步孔林。 足足半天
的时间，学生跟着导游，边走边听，边听
边问，边问边拍，我们就是在翻阅着关
于孔子的一部大书。 最后，我们在孔子
墓边上的松柏林间一起朗读《<论语>名
句选读》。 朗朗的诵读声在孔林中的松
柏林里回荡，这声音似乎划破历史的长
空。 我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应该听
到了这样的诵读吧。 在泰山，学生有勇
攀十八盘的激情， 有亲临玉皇顶的豪
迈，有夜宿泰山极顶的兴奋，有目睹泰
山日出的欣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从日观峰看日出回来后，我们就以泰山
玉皇顶的北天街宾馆简陋的房间为教
室再读《泰山读本》，别有一番情趣。 窗
外松涛阵阵入耳，山风清凉吹拂，我们
就在这里朗读泰山诗文，感悟泰山的历
史与人文……

整整两天的旅行，学生乘高铁穿行
在昆山到泰安的大地上，同时游历“三
孔”，登临泰山，这样的过程，已经让常
州、南京、滁州、蚌埠、滕州等这些城市
以及 “三孔 ”、泰山不再仅仅只是概念
呈现在微课程的教材中了， 而是化为
丰富独特的体验融进了学生的思想溪
流之中。

第三，微课程“展示”。
返校一周后，经过我与学生精心的

策划与制作，我们在校园里举办了“登
泰山之巅，沐孔圣之风”微课程成果展。
长达 20 米的长廊展示， 以丰富的图片
与文字呈现了这次活动的经历、见闻与
感悟，分为“教材篇”、“行程篇”、“风光
篇”、“人文篇”、“感悟篇”5 个篇章。 “人
文篇”中展示了同学拍的近百张泰山石
刻图片，还有同学们在“三孔”与泰山购
买的关于孔子与泰山的书籍等，“感悟
篇” 里都是学生游学归来写的感受文
字， 写得长的竟能达到 3000 余字 ，看
来，这一次大家真的是“有感而发”。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国际学校）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点燃需要一定的温度， 需要一
定的状态。如果家长的心是冷漠、麻
木或者是焦虑不安的， 我们很难去
点燃孩子学习的热情。 不管孩子出
现什么样的状况， 保证自己情绪的

平和，这是你对孩子最伟大的教育。
@ 中国教育研究

“自由”的同义词不是放纵，而是一种选择力和判
断力。 孩子有能力去选择自己需要的、健康的东西，并
且有能力抵抗生活中的一切虚假和脆弱，所以它是一
种力量。 那些真正幸福快乐的孩子，是那些真正获得
了自由的孩子，他们似乎天然地知道行为的界限在什
么地方。 @ 尹建莉

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但惩罚不等于体
罚，更不是随便侮辱学生的人格。 高明的教师对学生的
惩罚，总是通过警诫、批评、强制、谅解、宽容、补偿等手段
给学生以内疚的体验，以诱发学生深刻反省、悔过自新的
动机。 只有学生的尊严得到了保护，学生才会增加前进
的动力，教育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 中国教育研究

周国平说，回顾自己精神成长的历程，我深知在
儿童和少年时期养成读好书习惯的重要。 每一个孩子
心中都有一种渴望———对知识和光明的渴望，对真善
美的渴望，这种渴望有待点燃，而书籍是最好的火种。
世上有一些穷孩子， 因为及早发现了书籍的世界，日
后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成了改变世界的人。

@ 心教育研究

教师有三种境界：一是作为职业，视为付出劳动
交换薪酬的谋生之所， 他们或许兢兢业业却难有创
造。 二是作为事业，视为实现个人价值的舞台，他们渴
望来自他人肯定。 三是作为志业，视为人生的最大理
想，他们更希望与学生一起成长。

阅读最关键的时期是儿童时期， 这是人的精神饥
饿感形成的关键时期， 是阅读兴趣与习惯形成的最敏
感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一旦孩子们发现了这个智慧宝
藏、思想之渊，他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就会拥有终身
阅读的习惯，阅读就会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 朱永新

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1． 教育是把我们的内心勾

引出来的工具和方法。 2．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
人们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 3．要想向我学知识，你必
须先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就像你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一
样。 4．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 5．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 心教育研究

公、民办教育要各守本位。 公办做“食堂”———抓
基础，守底线，保均衡，促公平，减少家长的择校需求；
民办做“饭店”———彰个性，求创新，上特色，促繁荣，满
足家长的择校需求。 政府办“食堂”，社会开“饭店”；保
底靠政府，繁荣靠市场；保底保到位，放开放彻底；底线
有保障，创造无止境！ @ 卢志文

（黄浩 夏祥程 辑）

微语录

我的课程叙事
巧设校本课程，落实“课程辅助活动课”是

新课程改革的需要，近两年，重庆市巫山县南
峰小学在如何开展“自助式”校本课程方面做
了一些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

前两年，我校分学段开设了三门特色校本
课程：“趣味数学”（一、二年级），巧妙地创设课
堂教学环境，让教学过程充满无限趣味。 “制作
与创新”（三、 四年级）， 教师课中采用实物演
示，每节课学生动手实践不得少于 25 分钟，采
用多种评价手段，激发学生从小爱科学、用科
学、 争做小小发明家的积极性。 “经典诵读”
（五、六年级），不求深入理解，只求快乐诵读，
导读方法活泼多样，让学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
下，在一次又一次的诵读中，逐渐掌握诵读的
基本技巧和能力，在阅读中同时感受和体会中
国语言文字的魅力。

一班双牌

学校因场地有限， 不能为学生个性发展提
供专门的场所。 怎样整合资源并加以充分利用，
为学生个性发展创造条件？ 学校创造性地提出
“一班双牌”， 即在每一个班的班牌下面同时挂
上发展学生个性特长的校本选修课程牌， 给学
生提供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学的空间，
真正实现了规定课程与选修课程相结合的学校
课程实施体系。 在占地面积 15 余亩，容纳 3600
余名学生这样高密度的学校里，“自助式” 校本
课程有声有色地有序实施，为学生的多元发展、
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人设课

确定既让学生感兴趣，又让教师能够胜任
的课程， 关键在校本课程的开设和组织实施。
我校在开设校本课程的过程中费尽心思———
在设置课程之前，学校教导处对每一个任课教
师的兴趣专长进行了调查走访， 形成方案，学
校根据学生兴趣、教师特长和学校条件，采取
了“因人设课”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 、兴趣 、爱好选择任教学科 ，体现
“自助”的原则。 通过综合考虑、精心安排，学校
共开设 49 个校本课程班，涵盖少儿篮球、乒乓
球、绘本阅读、器乐演奏、少儿口才、手工制作、
巫山诗韵等 24 个科次。 “因人设课”让教师的
特长得到展示、价值得到体现，教师的自信心
也因此高涨。 学校组织教师经过近两年时间的
收集整理，将巫山地方和历代名家描写巫山的
诗词编辑成册，作为校本课程教材在学校里广
泛使用，针对学生的年段特点，在三至六年级
开设了“巫山诗韵”班，让学生在朗朗的诵读中
走近巫山诗词，了解地方文化。 这既丰富了学
生的文化积累，又提高了他们的诗词品读鉴赏
能力，还培养了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年级走班

学校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同时考虑到学校
场地小、 学生多的现状， 采取了以年级为单
位 ，在年级内开展走班上课 ，即 “年级走班 ”。
在每个年级分别开设 6 至 9 个不同的 “课程
辅助活动课 ”班 ，让学生在年级内进行走班 。
为了让学生选到自己心仪的班级， 同时采取
“自助选修”的模式。 为此，学校要求班主任在
学生中展开调查，做好细致工作。 一是广泛宣
传， 让学生对校本课程有初步的认识和大致
的了解。 二是细致讲解，让学生知道本年级所
开设的科目、 任课教师的情况及各科目的学
习方向和涉及内容。 三是精心组织报名，让学
生在本年级所设科目中先意向性地选择三个
课程，并进行排序。 然后，班主任在充分尊重
学生意愿的基础上，将本班学生分到各班，再
在年级内适当进行调剂， 使各班人数大致均
等， 这样就避免了因学生过于集中而出现各
种问题。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巫山县南峰小学）

教社会学科的周老师发现本班学生学习能力很强， 好胜心也很
强，但是在竞争时，大家互相嫉妒，甚至互相拆台。 于是，周老师组织
同学们开始“养蚕”，并告诉大家：每个小组需要制定一个评价本班
“养蚕活动”成功的标准，接着确定本组的养蚕计划，最后全班进行集
体评议。

孩子们制定的“养蚕标准”超乎想象地一致，大致都认同如下几
条：1.每个小组以 10 分为基础分。2.将蚕的存活率作为评分标准之一
（死 1 只扣 1 分）。 3.看哪个小组的蚕养得最大，按名次分别记 10 分、
8 分、6 分、4 分。4.最终哪个小组的蚕吐丝最多，按名次分别记 20 分、
16 分、12 分、8 分。 几经商讨，“养蚕标准”就这样诞生了。

矛盾出现了

孩子们对实验的重视超乎一般，当然也在教师的预料之中：孩子
们回家查阅资料并准备材料，咨询科学课老师养蚕的一些知识，他们
要了解蚕吃什么长势最好；有的同学还对家长进行家庭访问，采访父
母养蚕的经历； 有的小组通过印发宣传单的方式对社区有经验的人
士进行调查，比如蚕卵什么环境会孵化，蚕宝宝需要一个怎样的家，蚕
宝宝生长周期中会有什么变化等。

可是，孩子们毕竟是初次动手养蚕，因此，各个小组的差距也在变
大。 矛盾随之产生了：“他们小组破坏我们小组的蚕，老师，这样不公
平”，“我们组其他人都不采桑叶， 只有我一个人带， 蚕根本就没有吃
的”……大家开始躁动起来———这样的矛盾还有很多。 教师建议大家
利用专门时间再思考“养蚕活动”成功的标准，这一次孩子们似乎想法
更多了：“我们要看各个小组是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而且要看大家是
不是没有矛盾，因为我们小组蚕养得不错，但是大家都很不愉快”，“给
别人使坏的那个小组直接倒数第一， 而且还应该接受处罚”，“我觉得
如果有小组和其他小组分享养蚕的经验应该给予加分” ……经过讨
论，孩子们把这些“新”的想法补充进了“养蚕标准”。

孩子们和蚕一起长大

孩子们想把蚕养好的热情并没有减弱，而且令周老师吃惊的是，
大家似乎交流更多了，第一小组的同学告诉大家：蚕除了桑叶之外还
吃榆树叶，桑叶是蚕在自然条件下最好的“口粮”。 养蚕人还表示，莴
苣叶喂久了会影响蚕丝的效果和颜色， 因此建议仅将莴苣叶作为短
暂的替代口粮。其他小组的同学恍然大悟：难怪他们组总是把蚕喂那
么好。第五小组的同学也和大家分享起自己的经验：蚕是很讲究卫生
的，每天清晨和傍晚进行消毒。 因为蚕沙和尿液混合后，容易滋生细
菌，对蚕的生长不利……看着其他小组交流，第二组也争先恐后地分
享：小蚕刚从卵里孵出来时，要特别小心对它，用比较嫩的桑叶喂它，
换桑叶的时候用很软的毛笔来移动它……

养蚕带给孩子的思考

大家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养蚕经验， 似乎已经忘记了当初的
矛盾和不快。这时候，周老师让大家思考一些问题：竞争是什么？这个
过程中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和做法？ 怎样竞争？ 孩子们陷入了思索。
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一个孩子是这样写的：我和张扬以前是好
朋友，也是学习上的竞争对手，我们出现过矛盾，当我考第一的时候，
她就讽刺我，我看他考好的时候，我也会挖苦她。现在想来，我俩都做
得不好。 有一些孩子用“养蚕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想法的变化和
应该有的竞争方式， 还有一些孩子以连环画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心
声……

现实生活中，孩子在家庭中的优越感比较明显。一些在竞争中失
败的孩子，往往会流露出不满情绪，甚至会对获胜的一方充满敌对情
绪，表现为不再和对方交朋友，怂恿别的伙伴孤立他。 教师在这个过
程中要加以引导，教育孩子在竞争中要学会宽容，让孩子明白竞争不
应该是狭隘的、自私的，竞争者应具有广阔的胸怀。

但是，不是告诉孩子要怎样就可以了，教师要通过合适的方式让
学生自省，优化学生间的人际关系，组织学生进行适度的、合作式的
竞争，增强群体凝聚力。 在组织学生“养蚕”的过程中，教师是给学生
创设了一个“做”的过程，要“预料”到会有很多矛盾出现。特别是当矛
盾出现的时候，教师启发大家认真思考、讨论，重新制定评比规则，大
家在修订规则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对竞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
过程是任何“告诉”都无法取代的。 再者，在大家能够克服“嫉妒”心
理，能敞开心扉的时候，教师启发大家再深入思考问题，此时，儿童的
“悟”是自发的，也是彻底的。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四小学）

养蚕实验
□ 周 玲

2013 年，不少学校的课程改革又留下了一串串脚印，回望这一年，你的班级里，你的学校中，你正在探索什
么样的个性课程，在探索过程发生了什么触动心灵的故事，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 如果有所感触，不妨在这里
说出你的课程故事———

一次语文游学课程
□ 刘恩樵

福建省永定县湖坑中心小学，地
处“土楼之乡”。当永定土楼还“身处深
闺无人识”时，我就经常陪同一些教育
界人士参观振成楼， 每每看到土楼楹
联，这些人都会惊叹，有的说：“土楼里
人才辈出， 土楼楹联就可当作土楼学
校的校训来用嘛！ ”也有说：“土楼楹联
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育题材， 应当开发
利用。 ”……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话，让
我意识到，土楼是很好的课程资源。我
凭着职业的敏感，借助土楼于 2008 年
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 名录的大好契
机，努力开发乡土资源，开展土楼文化
校本研究。 这不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而且具有课程建设的可行性。

正是基于这个理念，我于 2009 年
9 月申报了《利用土楼文化资源，开展
语文实践活动》语文课题，同年 12 月，
该课题被确立为市级语文重点课题。

在课题研究中， 我们首先带领学
生亲临“世界文化遗产”（洪坑土楼群、
振福楼、衍香楼）开展实践活动，让学
生摘抄土楼楹联， 把土楼楹联名家书
法制作成课件， 结合语文教学开展了
“品读土楼楹联与对联教学结合”、“欣
赏楹联书法与写字教学结合”的研究，
通过对土楼楹联的理解、背诵，让学生
对土楼楹联有了全新的认识； 同时还
举办了“我为土楼写楹联”学生硬笔书
法比赛，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写字水平，
提升了学生欣赏书法、 鉴赏书法的能
力。利用寒暑假时间，我让学生收集客
家俗语、谚语、歇后语、客家童谣、客家
土楼故事等，让学生深入社会生活，使
学生在生活中了解客家文化， 体验客
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开学后， 我们把学生收集的材料
整理、补充，继而开展“收集客家俗语
与语言积累结合”、“讲述土楼故事与
口语交际结合”、“吟唱土楼歌谣与‘趣
味语文’结合”的研究。 通过对客家俗
语、歇后语的“读—用—考”三阶段评
价；在全校举行“土楼故事大王”PK 大
赛，选出了学生心目中的“土楼故事大
王”；还用客家母语“吟唱土楼歌谣”，
传承客家文化， 让学生在一片亲切的
乡音中，感受童真童趣。 最后进行“了
解‘世遗’知识与习作教学结合”研究，
着力向学生宣传“世界遗产”知识，在
活动中体验，培养乐学爱写的兴趣。

通过三年的语文课题研究， 这一
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土楼楹联与
对课 》、《趣说客家歇后语 、 谚语 、俗
语》、《客家土楼故事专辑》、《客家童谣
新编》，这些成果充分挖掘和利用客家
土楼文化的教育价值， 使校本课程富
有文化底蕴并真正回归学生的生活，
为我校的校本教材充实了内容。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永定县湖坑
中心小学）

当“土楼文化”
走进学校……

□ 江剑锷

“自助式”校本课程
□ 尚魁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