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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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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寒假悄然而至，我们班将

继续依托“你好，寒假！”把“隔代互学”

活动做实做细，指导孩子及其家庭成

员过一个有趣味、有收获的寒假。

根据教育部有关通知，许多老家

在中高风险地区的个人和家庭将在务

工所在地过大年。孩子不能返乡，“隔

代互学”还能如期开展吗？

我校64%的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我班有十多名学生来自全

国各地。留在武义过年，势必导致他

们无法开展“隔代互学”活动。

经过分析研究，我们大胆提出了

以“租”爷爷、奶奶的形式，推动非常时

期的“隔代互学”活动。

我在班级发布了《“租”爷爷奶奶

过大年》的活动通知，学生一看乐开了

花。外地学生踊跃报名，本地学生都

愿意把自己的爷爷奶奶“租”给家在外

地的同学。

“租”爷爷奶奶的“隔代互学”活动

将成为今年“你好，寒假！”的亮点。我

们将拟定具体方案，为开展线下结对

互学和线上“爷爷奶奶大讲堂”活动做

好准备。

外地孩子融入本地学生家庭，向

“租”来的祖辈学习方言、年俗、农耕、剪

纸等技艺。外地孩子也把老家的习俗

讲给本地孩子与爷爷奶奶听，达到互学

共学的目的，同时也增进彼此的交流。

线上的“爷爷奶奶大讲堂”是去年

“你好，寒假！”隔代互学活动的新突

破。去年，我们开设了涉及衣食住行

的“互联网+”隔代互学主题活动。我

们三（1）班和六（1）班的祖辈、孙辈手

拉手，突破了空间的局限性，创造了跨

班级、跨年级的隔代互学新方式。

今年，我们将继续利用“互联网+”

模式，结合2021年建党100周年活动，

开展“听爷爷奶奶讲红色故事”“寻访

红色阵地”“向优秀党员爷爷奶奶学

习”等系列线上活动。利用“互联网+”

联络和邀请“新武义人”的老家祖辈，

为我们送上精彩的学习课堂，展现不

同地域过年的文化传承、红色记忆。

因为有了“你好，寒假！”活动，留

在“浙”里过年学生不再孤单，他们觉

得在这里过年挺好。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武义县泉溪

镇中心小学）

留在“浙”里过大年
□涂淑莉 陶健美

你好你好，，寒假寒假！！特别策划

跨校联盟“1+X”
□费玲妹

2020 年 9 月，我到海宁一所外来

务工人员子弟学校支教，全校近 2000

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学校的教学

环境、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远落后于

其他公办学校。

到校后，我先后开设了课外阅读

课、线上亲子指导课，期待以家校合作

的方式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

2020年12月底，“你好，寒假！”启

动，我特意邀请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的

班主任参与学习研讨。“跨校联盟计

划”就此启动。我协助支教学校的师

生拟好假期阅读计划，确定共读内

容和阅读时间。

另外，我还指导支教学校学生根

据家庭环境、学习能力和实践难度，选

择适合自己的假期活动。比如，传统

新年的实践项目，家长和孩子都很乐

意参加。

但有些项目显然不适合外来务工

子弟学校的学生，如“每天早晚运动不

少于半小时，学习一项新的运动本

领”，因为学校操扬非常小。我及时调

整运动项目、降低评价标准，由体育老

师和学生录制运动小视频，鼓励孩子

自主学习和运动。这种有针对性的指

导和调整，极大鼓励了外来务工家庭

和孩子的参与热情。今年寒假，我校

编制的《寒假生活实践指导手册》将在

两校同步开展。

这次，本校与外来务工子弟学校

的成功“结盟”，说明“你好，寒假！”“跨

校联盟”的方案是可行的。我们以有

研究经验的学校为示范，指导联盟学

校或班级开展活动。

基于这样的设想，在本校的示

范和发动下，来自海宁 20 多所学校

的班主任自愿报名参与“你好，寒

假！”的研究，并结合学校和班级特

点申报了家庭阅读、隔代互学、职业

体验及健康家庭计划等项目。期待

“你好，寒假！”更大范围地拓展学生

的假期生活圈，使他们享受到高品

质的假期生活。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海宁市桃园小学）

生物原来如此多样
□李星月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将于 2021 年 5 月在

云南省昆明市举办，作为“东道主”，我

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再者，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波及

全球，这为人类敲响了保护生态环境、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警钟。

基于以上两种原因，2021年“你好，

寒假！”，我计划带领学生走近大自然，了

解本地生物种类，近而向社区居民宣讲

生物多样性，争当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策划会上，师生聚焦两个问题展

开讨论：选取什么书目丰富自己的生

物知识；在哪些场地进行生物知识的

推广宣讲。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选择《云南

八大名花和珍稀动植物》一书进行家

庭共读，了解生物的种类及功用等。

第二个问题，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到社

区、公园等人员聚集地进行推广普及

活动。为此，我们事先做了活动方案，

确定了时间、地点、分工等。

以前组织“你好，寒假！”活动，都

是由我带领学生进行前期调查、策划，

导致学生、家长执行起来较为被动，虽

然部分家长也有跟进、反馈意识，但并

未真正作为一个主体参与者，更多是

以旁观者的心态协助。这次“你好，寒

假！”活动，从前期准备、成立小组、选

择地点、人员分工、宣讲内容等都有家

长参与其中。我通过班级家长群向全

体家长明确活动的意义及目标，带动

家长更积极、更主动出谋划策。

以深入社区的活动小组为例，家

长协助孩子进行分工：擅长绘画和文

字工作的两名女生负责制作宣传海报

和写倡议书；擅长沟通的学生进行现

场宣讲；数学好的学生负责整理调查

数据；家长则负责安全、细节调控；我

主要负责评价、反馈。

假期伊始，我班的“你好，寒假！”就

启动了。第一次活动后，我们整理数据

发现：所调查的61人中只有2人了解超

过10种以上的生物，47人只了解2-3

种，还有12人不想了解。根据以上情

况，我们通过线上会议，讨论后续一步

的生物多样性的宣讲推进策略。

因为有了“你好，寒假！”活动，学

生开始向社区居民宣讲云南的生物种

类、特性、功用，宣讲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将生物多样性与地球命运共同体

这一意识深入人心，以实际行动为保

护生态环境尽了一份力。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昆明市武成

小学度假区华夏御府校区）

家长也是推动者
□刘海霞

孩子所在的中心小学地处偏远

山区，假期只有一本寒假作业。加之

疫情，孩子的假期更加无聊，不是玩

手机就是看电视。

“你好，寒假！”方案可以推荐到

自己孩子的班级吗？我通过微信联

系了孩子的班主任杨老师，先把“你

好，寒假！”的活动方案发给他，然后

提议在班级开展寒假阅读活动，并表

达了我可以作为家长志愿者协助他

开展活动的想法。

令人惊喜的是，提议得到杨老师

的认同，他连夜到教室图书角和学校

图书馆整理出150本适合五年级学生

阅读的课外书，一一拍照、编号。

第二天，杨老师又把初步设计的

寒假阅读方案发给我，邀请我一起探

讨完善方案。经过一番讨论，考虑到

各种因素，我们共同形成了寒假阅读

方案以及倡议书。

当天晚上，杨老师将倡议书发到

班级家长群，征求家长和孩子对寒假

阅读方案的意见，新建了“寒假读书

交流群”，并把群二维码发到班级家

长群。

因 为 第 一 次 开 展 寒 假 阅 读 活

动，我们不断完善方案，以期带动更

多学生参与到“你好，寒假！”活动中

来。杨老师将学生姓名和选择的书

籍编号在线填写在登记表里，如果

学生选择的是自己的书，杨老师也

另行标注。

寒假前一天，杨老师邀请我进课

堂，与他一起启动“你好，寒假！”阅读

活动。启动会上，孩子们积极参与其

中，并且提出了一些困惑。比如，不方

便在线分享能参加“你好，寒假！”阅读

活动吗？我和杨老师向学生解释，线上

打卡和分享的目的是为了同学之间互

相督促、互相鼓励、互相欣赏，形成集体

阅读的氛围。不方便线上打卡和分享

的学生，也可以参加活动。自己准备一

个寒假阅读记录本，把每天阅读的情况

记录下来作为打卡，分享的作品开学后

交给老师。孩子们听后非常开心，高兴

地加入了“你好，寒假！”阅读活动。

接下来的计划是，每个学生在班

主任和家长的指导下制订寒假个人

阅读计划，每天在群内汇报阅读进

度，每周以文字、拍照、录音、录像等

形式分享阅读内容、交流阅读体会。

每周由班主任或家长志愿者进行一

次活动小结，开学初开展寒假阅读成

果分享活动。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兴宁市罗岗中学）

从2015年12月第一轮“你好，寒假！”研究到

现在，“你好，寒假！”项目在持续创新发展。

在尊重教育的独特性，倡导个性与创造的前

提下，2021年“你好，寒假!”在组织形式上有了城

乡学校手拉手、组建家庭阅读小组和家长争当发

起人等创举，辐射面、影响力都有了新突破。比

如，涂淑莉老师帮助外地学生“租”祖辈开展隔代

互学的神来之思，刘海霞老师以家长身份带动自

己孩子班级“加盟”的奇想与实践，费玲妹老师联

合所在支教学校共同开展活动的拓展之举。桩

桩件件，无不具有继往开来的价值与意义。

促成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深度学习，在本阶

段亦有新探索。比如，为了迎接即将召开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

云南的李星月老师发起学生、家长在寒假共读生

物多样性主题书籍，并通过宣讲活动传播学习成

果，提升学习质量；比如，深圳王怀玉老师在去年

开展家庭阅读、家族阅读的基础上，今年突出家

庭阅读资源整合主题化、家庭小组阅读成果展示

多元化等，为更丰富、深入、高效益的寒假学习奠

定了基础。

上述创新反映“你好，寒假！”项目一以贯之

地对学生、家长、班主任创造性的尊重，巩固着家

校社协同育人的成果，形成了学期末、假期与学

期初的贯通及多类型学习的融通状态，进一步拓

展了班级这一组织的教育延伸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在寒假里，继续共学互学
——“你好，寒假！”2021年的创新发展

□李家成

家庭阅读嘉年华
□王怀玉

去年参与“你好，寒假！”之家庭阅

读重点在于引导学生家庭“读起来”，

没有对“读什么”“怎么读”做统一要

求，只建议家长多关注历史、人文类书

籍，在家庭交流中拓宽孩子的眼界。

今年“你好，寒假！”，我期望在缩

小家庭阅读差距上做些突破性努力。

在策划期，我加大了家庭阅读“读

什么”“怎么读”的研究力度，加强了与

学生和家长的深入沟通，得到了家长

的积极响应。在前期商议中，大家认

同以“主题探究阅读”为核心，整合深

圳文化资源，将“阅读—参观—实践”

一体化，实现复合型探究的假期阅读

模式，突出思维深度和研究性。为此，

我对今年“你好，寒假！”阅读规划做了

“升维”设计：

第一，家庭阅读小组组合人性

化。六年级了，班级内不仅学生之间

互相已有深度了解，学生家长彼此也

非常熟悉。因此，在进行“你好，寒

假！”策划时，我阐明本次寒假阅读彰

显“家庭联合”主题探究性阅读特点

后，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契合度和交往

密切度，很快自愿组合成5个组，共同

商议出“建筑与城市发展、汉字起源与

发展、童眼看世界（世界史）、中国近代

史、地理之趣”五个阅读主题，并自主

推选了本组的家长导师。

第二，家庭阅读资源整合主题

化。为充分利用深圳地域特色文化，

本次寒假阅读材料的选择，我们采取

“一本核心共读书+N种延伸性文本、

声像资源的复合阅读+深圳本土文化

场馆资源的参观实践”复合探究型阅

读模式，依据“小组大主题—家庭小主

题—实践创意性成果展”的研读思路，

由一名家长导师带领小组家庭分步骤

实施探究性阅读，为各个家庭内部阅

读做示范引领。

比如建筑小组，由建筑师妈妈确

定“城市建筑与城市更新”的大主题

后，8 个家庭一起商议确定四个相关

联的小主题，即“建筑与经济、建筑与

人类、建筑与科技、建筑与历史”，全组

在共读书之外，每个家庭再根据自己

所在的研究小主题确定对应的阅读书

目，家长导师还推荐了经典的“纽约高

线公园传奇、德国工业文化传奇、伦敦

国王十字街区”等世界城市更新的典

范案例，开拓学生眼界。

再如，汉字起源与发展小组确定

了研究方向和共读书目后，家长导师

推荐了央视纪录片《史说汉字》和《汉

字五千年》等影视资源；策划参观深圳

活字博物馆，体验印刷术和汉字文化

的博大精深；组织学生尝试用古文字

（篆隶、甲骨文）写一副春联。这些有

趣的活动极大调动了孩子的好奇心。

第三，家庭小组阅读成果展示多元

化。分阶段、多形式展示各组、各家庭

探究性阅读成果。班级倡议“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家庭内部与小组家庭之间

分享”相结合，具体形式由各组家长导

师、组内家长与孩子共同商议确定。

寒假第一周，五个小组均在家长导

师和学生组长的带领下，成立了主题研

究微信群，并按各组研读计划开展了线

上、线下主题讨论、实地参观、集体观影

等小组活动。目前建筑与城市发展、

汉字起源与发展两个小组组织了实地

参观，地理之趣、中国近代史、童眼看

世界小组组织了两次主题纪录片欣赏

和讨论活动。从各小组第一轮的小结

来看，孩子的视野已被打开、阅读兴趣

已被点燃，期待班级的“1+N”家庭阅读

嘉年华活动后续能有更多创生性经验

产生。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第二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