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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31日 11版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 你 将 参 加 区 里 的 作 业 设 计 初

赛。”接到学校的通知后，我很忐忑，

“双减”推行未久，作业设计对我来说

是非常陌生的，也没有很好的参考案

例。带着顾虑，我找到了李校长。

二月的武汉，乍暖还寒，多云的天

气还夹杂着零星的冷雨。我缩着脖

子，裹紧了外套，来到校长办公室。

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后，李校长

微笑地指着办公室里的一盆绿萝问

我：“这盆绿萝长得怎么样？”

我这才注意到窗边的绿萝，它色

彩透绿、极富生机，简朴的办公室似乎

因它而变成了绿色的。

“长得非常好！”

“可是，你知道吗？大家都说‘绿

萝过不了冬’，劝我别费劲了。我偏偏

不信，于是研究绿萝的习性，细心养

护，你看，这不活得好好的吗？”李校长

意味深长地说，“别人都说干不成的

事，我不就干成了吗？”

“科学探索的是未知，就像摸着石

头过河。你看斯霞老师的随文识字，

薛法根老师的组块教学，管建刚老师

的后作文教学……科学探索不会总有

人为你准备好‘石头’。抓住‘减负增

效’的‘牛鼻子’，围绕学生与教材，吃

透设计要求，在做中学，相信你会成为

别人的‘石头’！”

李校长的一席话，犹如那绿萝上

泛起的光点，点燃了我参加作业设计

大赛的信心。临走前，李校长随手剪

下一枝绿萝，插进一个瓶子里说：“绿

萝看起来很普通，很不起眼，但它遇水

即活，因顽强的生命力被称为‘生命之

花’，你也可以把这枝绿萝养到爆盆

的。加油！”

捧着这枝绿萝，我明白了，重要的

不是获奖的结果，而是学习的过程。

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我一直在努

力，那枝绿萝也在拼命生长。

作为特级教师，李校长在引领学

校学科建设之余，没有忘记给我“加

餐”：指导作业改革，推门听课，设计基

于语文核心素养的多形式作业……

我不再害怕，并乐此不疲，我知道

前面有光的指引，生命便会有诗意。

转眼，到了初赛的日子。比赛刚

开始，我还觉得 3 个小时的时间很充

裕，可是在比赛中才知道，连制作解说

PPT 的时间都没有了。初赛下来，我

无比沮丧。

“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但尘埃

落定前，请用尽全力。”李校长坚定地

对我说，“作业设计文稿已经无法改

变，但是我们可以好好设计解说。”说

完，李校长便铺开我的作业设计稿，拿

着红笔边听我解说设计，边圈圈画画。

还是在校长办公室，还是在这个

位置，眼前这盆绿萝依旧生机盎然，变

得鲜亮无比。

一个多小时后，几页纸上到处是

红色的印记。

“我们要善于学习，与时俱进。

前些日子我在大会上分享的‘双减’

工作优秀案例中就谈到了作业模式

的重要性，如何结合学校办学理念，

提炼出自己的作业设计模式呢？”又

是一道光，给我指明了方向。循着这

道光，“两项三类四评价”的作业模式

在我们的研讨中应运而生，与学校

“成事达人，成人达己”的办学理念相

契合。

说 起 来 挺 有 意 思 ，我 真 的 就 是

在不断“与作业死磕”的过程中完成

了一次“自我救赎”，最终在区作业

设计大赛复赛中荣获小学语文组第

一名。

我想，我能像泥巴一样可塑，也是

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后来，那盆绿

萝不时浮现在眼前。我非常庆幸，在

学校有这样的领路人。我的那枝绿

萝，虽然还没有长到爆盆，却也长出了

好几枝。我知道，它也想在光谷这样

的“追光之城”长成那盆绿萝，总有一

天也会成为那一道光。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光谷

第八小学）

那盆生机勃勃的绿萝那盆生机勃勃的绿萝
□ 李 刚

我的校长

“你爸爸来幼儿园当老师吗？”
——江西省九江市湖滨幼儿园书香校园建设之路

□ 张淑芳

治校方略
大学的学习

是什么样的？

根据多年经

验，许多学生刚

进入大学时，普

遍 会 感 觉 很 失

落。为什么？

首先是学习

方式发生了很大

变化。从小学到

高中，都会有人

督促你学习。大

学则完全不同，

没有固定教室，

没有固定座位，

没人监督学习，

时间太自由了，

都由自己掌控，

故而很不适应。

所以，许多学生

到了大学后不会

管理自己的学习

生活，要么睡觉，

要么打游戏，时

间都浪费了，有

些学生大一就有

多门功课不及格

只得补考甚至重修。现在大学生

上课有个普遍现象：大一刚入校

时，上课都抢着坐前排，过了两个

月，都抢着坐最后一排。但大学也

有一个规律，凡是坐到教室后面听

课的，成绩往往就直线下降。

其次是学习目的发生了很大

变化。之前大家用功学习，都是为

了升学，考一所好学校。而大学好

像没有这种压力，故而学习目的变

得不明确了。大学为什么而学

习？一时心中非常茫然。所以就

变成有些学生“60 分万岁”的情

况。进入大学，绝不像某些高中教

师所说的，想学就学、不想学就不

学，大学的直接目的其实也很明

确，那就是顺利就业或升学。所

以，进入大学是中学生活的结束，

但却是你步入社会的预备阶段。

再次是学习动力发生了很大

变化。进入大学，许多学生学习动

力不足，生活也没有规划，晚上睡

得晚，早上起不来。但我要提醒的

是，你们要时刻让自己的“发动机”

动力十足。你的动力是什么？你

们要为成为真正的大学生而努力，

只有毕业才能真正称为大学生。

具体该怎么做？要学习，要寻找称

心如意的工作或学校，要能够过上

好日子，要能够作出大贡献……

那么，大学该怎样学习呢？

一是要精学。大学授课的学

术性会比中学更强，而且很多是教

师独到的研究，因而会给你耳目一

新的感觉。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是

课堂，所以学生要上好每一节课。

每个专业开设的课程，正是这个专

业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这些课程

往往是经过许多专家严谨论证的，

不认真上课，专业知识不牢固，当然

会影响以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

对每一门课程进行精心学习，扎扎

实实打好基本功。

二是要博学。大学之大，除了

有大师外，还在于它的丰富多彩、

内容广博、内涵深厚。大学是一个

小社会，我们不只要学习专业知

识，还要学习待人接物、文明礼仪、

交际应酬等知识。综合素养是多

方面的，需要大家认真去领悟、锻

炼、提高，比如，当学生干部，能够

提高协调、服务、交际能力；加入演

讲协会，能够提高演讲、口才能力；

加入诗歌协会，能够提高诗歌写作

能力……所以，大学可以积极参加

各种文体活动，多参加一些比赛活

动，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

三是要自学。自学是大学特

别重要的学习方式，即使教师上过

课，这门课的大部分内容还是要学

生自学。大学和中学最不一样的

地方，就是大学有图书馆这个宝

藏。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借阅感兴

趣的图书。当然，有些教师还会给

大家提供参考书目，学生也可以借

来读一读。多读书既是一种享受，

又是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综合素养

的重要途径。

大学生活一如河流，有风平浪

静，也有波涛汹涌，只要我们保持

拼搏之心，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

难，实现人生梦想。

（作者单位系西北民族大学中

国语言文学学部）

大
学
学
习
是
什
么
样
的

□
白
笑
天

睿见

园长张朝走进

社区，开展关爱

未成年人志愿

服务活动

“滴滴”，一只白白胖胖的小手拿

着一张卡片放到智能书柜刷卡处，书

柜随即发出“陈怡希，欢迎使用一号

柜”的声音，小手一边打开书柜，一边

指着书背上的文字小声念道：“《我的

爸爸》《大卫，不可以》……呀！这是

什么？《彩虹色的花》。”小朋友的声音

突然高了八度，“刘心艾，快来看，《彩

虹色的花》又出新了。”

刘心艾从旁边跑过来，半信半疑

地边跑边说：“不会吧，你是不是看错

了？”两人合力把书抽了出来，熟悉的

封面上赫然写着——《彩虹色的花》，

“没错没错，就是就是，哈哈，最受欢

迎的绘本又更新啦。我们又可以看

到关于‘爱和帮助’的新故事啦！”两

个小朋友手牵着手、蹦蹦跳跳来到

“读书长廊”阅读区，迫不及待地翻看

起刚借到的绘本。

不远处，两位妈妈一边注视着两

个小家伙，一边有说有笑，随即也来

到智能书柜旁，刷卡取书，静静地坐

下，与两个小朋友一起开始了愉快的

阅读。一大一小两对“闺密”，显得亲

密无间。

这一幕，发生在暑假期间江西省

九江市湖滨幼儿园的开放式读书长

廊里，这也是幼儿园多年以来坚持打

造书香校园的一个缩影。

湖滨幼儿园是江西省级示范幼

儿园，地处九江中心城区较早开发建

设的湖滨小区的中心地段，幼儿园的

孩子绝大部分来自该小区，园在区

中、家在园旁，是一所典型的小区配

套公办幼儿园。一直以来，湖滨幼儿

园坚持家园共育，积极引导家长参与

书香校园建设，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文

化建设之路。

建设读书长廊
打造阅读好去处

环境是影响幼儿显性教育和隐

性表达的重要因素，环境教育在开发

幼儿智能、促进幼儿个性和谐发展方

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作用。湖滨

幼儿园在注重园内书香环境建设的

同时，探索推进“去封闭化”，打造开

放合作式书香育人环境。

在实施校园文化提升工程中，湖

滨幼儿园与社区充分沟通，在围墙外

设计建造了一条清新雅致、富有文化

气息的“读书长廊”，添置了一批电子

智能书柜，藏书800余册。

除满足教师、幼儿阅读需求外，

幼儿园还面向家长和社区居民开放

智能书柜，免费为家长和有需求的居

民发放借阅卡，鼓励他们利用上学、

放学和假期等时间段开展亲子共读。

幼儿园还定期对智能书柜的图

书进行更新，根据后台数据反馈，统

计借阅次数最高的类别，有针对性地

安排受欢迎的图书“返场”。

同时，创新读书长廊管理模式，

邀请家长志愿者共同参与管理，让读

书长廊成为幼儿、家长和社区居民亲

子阅读的好去处。

后台统计数据显示，自2019年4

月建成以来，智能书柜每月平均借阅

量达到930余人次，其中幼儿借阅达

300余人次……

开办湖幼讲坛
家长上台话共读

湖滨幼儿园晨谈活动中，中（1）

班小朋友李弘毅异常兴奋，小手举得

高高的，嘴里说道：“盛老师，我想上

台分享。”“嗯，今天我们就请李弘毅

小朋友第一个上台分享。”他像只欢

快的小鸟走到活动室中间，难掩嘴角

的笑容，对小伙伴们说：“我爸爸昨天

上讲台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呀？”

“你爸爸也是一名老师吗？”小朋友们

叽叽喳喳猜测着。

李弘毅接着笑眯眯地说：“昨天

我爸爸在我们幼儿园上讲台了呢。”

“什么，你爸爸来幼儿园当老师吗？”

小伙伴们更好奇了。李弘毅笑得合

不拢嘴：“不是不是，我爸爸告诉我，

他参加了我们幼儿园的湖幼讲坛，跟

老师和一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分享

了他、妈妈、姐姐和我在家一起阅读

绘本的故事，还把我们读书的样子和

喜欢的书拍成了视频，放在了幼儿园

的大屏幕上呢！”孩子们听后，脸上满

是羡慕的表情。

湖滨幼儿园湖幼讲坛设立的初

衷主要是为教师搭建平台，讲述教育

“小故事”，分享教育经验、传递教育

理念。后来，幼儿园认识到家长作为

幼儿教育的主要参与者、共建者的重

要作用，鼓励引导家长在坚持亲子共

读、建设书香家庭的同时，主动走上

湖幼讲坛分享经验，广泛深入融入幼

儿园书香文化建设之中。

一是请进来讲。依托湖幼讲坛，

举办“家长亲子阅读分享会”“幼儿读

书教育故事分享会”等专题活动，邀

请家长到幼儿园为教师和家长代表

作分享报告。

二是走出去听。教师走进幼儿

家庭开展家访，听取并收集家长关于

亲子共读的思考和感悟，及时改进完

善有关活动和安排。

三是在线上推。在微信公众号

开辟“好书家长荐”专栏，请家长分享

幼儿阅读或家庭教育方面的精品佳

作，开展亲子阅读经验交流，扩大覆

盖面和影响力。

用好精彩绘本
家长课堂变助教

“本周，骆菀宁爷爷将为我们小

（1）班的小朋友带来红色教育绘本阅

读分享课。”小（1）班班主任危文霞正

在安排本班的家长助教活动。

“本次助教活动，各年级家长报

名踊跃。小班家长进行了《我爱祖

国》《我是勇敢的小小兵》红色文化主

题绘本阅读分享，中班家长进行了

《文明礼仪伴我行》《我身边的文明礼

仪》等礼仪教育主题绘本阅读分享，

大班家长进行了《眼睛的故事》《保护

小眼睛》视力健康主题绘本阅读分

享。活动中，家长发挥自身优势，做

了充分准备，全身心投入，现场氛围

活跃，活动取得良好效果。”教研组长

潘芸在家长助教活动中总结道。

为进一步拉近家园距离，充分利

用家长资源，丰富幼儿教育形式与内

容，深化家园共育合作，湖滨幼儿园

坚持开展家长助教活动。结合书香

校园建设，幼儿园将绘本阅读分享作

为重要内容纳入家长助教范围，定期

举办“快乐家长助教、精彩绘本阅读”

活动，通过家长“绘”声“绘”色的讲

述，让孩子感悟阅读、爱上阅读、享受

阅读，同时唤醒家长对“亲子阅读”的

全新理解。

此外，幼儿园还通过举办“趣味

绘本制作、好绘本共演绎”活动，从单

个家庭到多个家庭合作制作绘本，从

经典绘本故事手绘到原创绘本故事

连载，从“读一本书”到“爱一本书”，

从“做一本书”到“演绎一本书”，编排

演出“亲子情景剧”，打造愉悦的亲子

共阅读、共演绎氛围，充分激发了幼

儿听、说、读、写、画、演等多元潜能。

开展课题研究
专业引领注活力

2018 年，湖滨幼儿园被江西省

教 育 厅 评 为 家 校 合 作 试 点 单 位 。

2019年，园长张朝在江西弋阳“全国

家校合作经验交流会”上做了主题发

言。近年来，基于书香校园文化建

设，幼儿园申报并承担了一系列省、

市级课题，在家园共育、校园文化建

设中进行积极尝试与探索。2019

年，就省级龙头课题《家园合作视域

下培养学前儿童阅读理解能力的途

径研究》，开展以幼儿为主体、基于家

校合作背景的幼儿阅读能力实践研

究并顺利结题。同年，该课题的子课

题——江西省“十三五”规划课题《家

校合作视域下 3—6 岁幼儿阅读能

力、兴趣和习惯养成研究》立项，并于

2021年顺利结题。

2020 年，湖滨幼儿园再次成功

申报省级“十三五”规划类课题《家长

参与学校文化建设的行动研究——

以某幼儿园书香校园建设为例》。

2021年底，幼儿园课题《家园社合作

视角下幼儿“特色阅读”活动的实践

路径与效果研究》作为江西省教育科

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正式立

项。这些研究成果，为幼儿园培育书

香文化、建设书香校园，奠定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实践基础。

家长参与书香文化建设，关乎教

育成效的深入与持续。湖滨幼儿园

在建设书香校园过程中，始终坚持人

人参与，既发挥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

作用，同时注重家庭、家长作为教育

共同体的特殊作用，充分调动家长参

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升教育

合力和文化认同，共同为幼儿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助力。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九江市湖滨

幼儿园。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 2020年度课题《家长参与

学校文化建设的行动研究——以某

幼儿园书香校园建设为例》阶段性研

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PTYB044）

建设读书长廊，开办“湖幼讲坛”，制作“趣味绘本”，开展课题研究……江西省九江市湖滨幼儿园围绕书香校园建
设，推进“去封闭化”，在家园共育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