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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银福 记者汪

珊兰报道

:

为全面提升德兴

市教师利用江西省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 “ 教学通

2.0

” 开展教育教学的应用

能力 ，推进“ 智慧作业 ”的普

及应用 ，根据江西省电化教

育馆的安排 ，近日 ，德兴市

教育体育局在局机关四楼

会议室开展全市中小学“ 智

慧作业 ”系统应用培训 。 教

研室 、电教站 、义务教育学

校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 、

教育技术处主任 、教导（ 研）

主 任 共

126

人 参 加 了 此 次

培训。

培训会上， 要求参训人

员认真听课，切实学好、运用

好平台及软件服务于日常教

学， 提升我市教育信息化水

平。 此次培训团队由江西教

育传媒集团、科大讯飞、软云

科技和江西广电等四家公司

培训技术人员组成， 内容涵

盖江西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个人空间的使用、“ 智慧

作业”系统的使用、视频学习

机的操作使用和赣教云“ 教

学通

2.0

”的功能与使用。

通过培训， 所有参训人

员对“ 智慧作业 ”系统和“ 教

学通

2.0

”软件有了初步的认

识和了解， 将指导本校教师

开展相关应用。

德兴:

开展中小学“智慧作业”系统应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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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近日，德兴市绕二中心小学邀

请德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到学校举行“防止性侵害”专题法治知识

讲座。 讲解的检察官以《我们的身体不容侵犯》为题，围绕“认识我们

的身体”、“认识隐私部位”、“什么是性侵犯？”、“如何防范性侵犯”、“遇

到性侵害应该怎么办”等问题，耐心细致地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精彩的

生理常识与法律知识课，使聆听讲座的孩子们受益多多。

姜卫锋 记者 汪珊兰 摄影报道

检察官讲法律

善用工具书应成学生自觉习惯

葛芹芹

教育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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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有媒体以 《互联网时代是否还需要查词典 》

为题 ， 抛出 “虽然辞书需要互联网 ， 但互联网需要辞

书吗 ？” 这样一个问题———“当 《现代汉语词典 》

APP

即将上线的消息传来 ， 没有人感到惊喜 ， 倒是有人觉

得它数字化的步子有些慢 。 如今 ， 网上有那么多的词

典 、 百科 ， 习惯于网络检索的人们对于纸本辞书甚至

已经有些陌生了”。

互联网是否需要辞书， 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但

不管时代如何发展， 如何帮助学生习惯使用、 会用和善

用词典、 辞书等工具书， 始终是教师需要关注的问题。

换而言之， 词典的数字化是好事还是坏事， 并不重要。

站在历史的角度， 词典从无到有， 其介质随着科技发展

而不断升级， 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 纸质版也好， 数

字版也好， 两者本质上并不矛盾。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 一方面要了解不同介质词典的

特点， 如数字版更新及时、 使用方便、 内容丰富、 形式

多样， 但纸质版也有好处， 那就是内容经过层层把关，

较为权威， 且没有网络环境的要求； 另一方面要对各种

词典有正确认识， 善于运用词典等工具书来解决学习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 不少学生有自己的电子

设备， 遇到学习问题时， 习惯于上网查找答案。 但学生

们求助网络， 并不是求助于 《现代汉语词典》

APP

这样

的权威知识来源， 而是借助互联网搜索引擎。 殊不知，

许多搜索引擎给出的查找结果是不可靠的， 由于缺乏众

多专家和权威部门的把关， 内容可能讹误百出。

实际上， 如何使用词典， 在一些地方中小学并未给

予足够的重视， 由此给学生带来不少 “后患”

,

这就需要

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使用工具书的问题， 指

导学生意识到科学使用包括词典在内的工具书的重要性，

正确看待纸质版工具书与数字化工具书之间的关系， 即

两者互补而不是互斥， 应该坚持适用的原则， 在不同情

况下善于使用不同介质的工具书。 在使用数字化工具书

时， 教师最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掌握快速查找信息的

方法， 熟悉一些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的信源。 相对而言，

教师给学生做示范， 或者师生一起合作探究， 能更快提

升学生活学活用工具书的能力。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工具书， 养成遇到不懂或叫不准

的字词时随手查询的习惯， 看似很麻烦， 其实对学生学

习意识的培养和未来工作非常有帮助。 另外， 还需达成

的一个共识是， 进入互联网时代， 查词典依然是一种必

要的学习能力或学习方式， 特别是在当下纷繁芜杂的信

息环境中， 从小养成勤用、 善用工具书的习惯， 有助于

学生形成明辨是非的能力， 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 练就

过硬的语文童子功， 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 最

终成为信息时代具有自主意识的合格学习者。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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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快讯

凤凰学校：

师生同心歌唱祖国

“访”出来的家校共育新局面

———皂头中学家校共育发展纪实

苏友辉 谢永建 本报记者 汪珊兰

上饶县一小：

寻 找 “ 最 美 教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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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缪小华 记者汪

珊兰报道： 为配合创国卫工

作， 进一步推进校园文化建

设，近日，上饶县第一小学组

织开展了新学年首次“ 最美教

室”评比活动。

学校德育线全体干部根

据活动方案和评分细则，对全

校各个教室的环境卫生、文化

美化等方面进行了评分。 前

期，在师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

下，教室布置精美雅致，墙壁

文化味浓厚。 班级公约、学习

园地、好人好事榜、垃圾分类

宣传等一个个版块内容丰富，

成功地展示了班级风貌。各具

特色的黑板报，以及学生的书

法、绘画、手工、习作等作品，

展示了学生的才艺；“ 图书角”

展示了班级学生“ 读书好，好

读书，读好书”的高雅志趣。精

心的布置把“ 美”的教育渗透

在班级文化的各个方面，让每

一面墙都在说话，让每处环境

都在育人。

班级文化是校园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班集

体凝聚力和良好班风的载体。

“ 最美教室”的创建，极大地丰

富了校园文化，为创卫增光添

彩，使班级真正成为学生的学

习乐园和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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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上饶县皂头中学牢固树立“ 办好老百姓

家门口满意的学校” 这一宗旨， 群策群力， 开拓进取，

努力践行“ 阳光少年 智慧人生” 的办学理念， 以“ 课外

访万家” 活动为突破口， 访出家校共育的新局面， 塑造

了学校教育新形象， 赢得了当地群众好口碑。 短短一年

时间， 该镇学生纷纷回流。 一所普通的乡镇中学， 通过

家访， 提高了家长对教育的满意度和美誉度， 让老师找

到了工作背后的成就感， 更为破解制约农村教育均衡发

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破冰之旅”： 对家访从抵触到满意

面对农村学校生源日渐萎缩这一老大难的问题， 上

饶县皂头中学刘礼福意味深长地说： “ 我不去想是否能

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第一次家访的场景， 老师们至今记忆忧新。 有个姓

吴的女孩子， 小升初成绩非常优秀， 为了留住这个优生，

包干入户的祝老师先后三次走访， 都被女孩的妈妈拒绝

了。 得知情况后， 刘礼福第四次登门拜访。

晚上七点多钟到她家， 见到家长后， 两个多小时面

对面、 心与心的交流。 “ 希望你们要相信皂中的老师，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会把这些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一样来看待……”

最后， 小吴的妈妈感慨说道：“ 我从来没看到过一所

公办学校的校长晚上十点还在学生家里进行家访的， 你

们的真情感动了我， 你们不用再来了， 女儿在你们学校

读， 我放心了。”

坚冰一旦打破， 航道从此畅通无阻， 当年新生入学

人数增加了近百名。

这样的家访事例还有许多。 家长们终于从抵触到逐

渐满意。

“内化于行”： 用真心换来家长点赞

“ 当初面对家长所说的话， 要说到做到，” 刘礼福这

样说， “ 一个好的老师， 或许能够影响孩子三年五年，

但是父母的影响力却是一辈子。

从

2018

年始 ， 学校以传统走访为基础 ， 配合采用

电话、 微信、

QQ

等“ 互联网

+

家访” 的形式， 让全校

在职教师参与了更接地气的家访活动 。 同时 ， 在教师

“ 分包到户”， 逐家逐户进行家访的基础上， 学校要求各

班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家长会， 分两个环节进行。 一是

校长对全体家长作一年来教育教学工作汇报， 并就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所开展的各种活动进行介绍， 积极争取家

长对学校各项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二是班主任、 各科任

老师和家长面对面， 深入交流。 老师耐心地回答家长提

出的问题， 并将同学们在校表现一一告知， 并提出指导

建议。

“ 以前总认为只要为孩子选一所好的学校， 提供吃

穿， 其他事情就是学校的， 现在知道了在孩子成长的路

上， 我们家长只是做了一个旁观者。”

“ 以前总认为孩子在校学习差或表现不好， 自己没

有脸面到学校见老师， 只有孩子争光了自己才有面子到

学校见老师。” ……这种“ 以心交心” 的方式， 拉近家校

距离， 解决孩子成长中的实际困难， 促进了家校教育的

有效衔接， 教师和家长互相传递的心声， 奏响了和谐教

育的“ 最美和声”。

“润物无声”： 让家访成为最佳访问

自开展“ 课外访万家” 活动以来， 该校发放“ 家校

共育手册”、 “ 致家长的一封信” 达

3000

余份， 家访图

片近

500

张， 家长意见近

200

条。 如今， 绝大多数学生

家长与学校思想一致、 认识同步， 并肩战斗在育人的阵

地上，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感到受到老师的重视， 增强他

们的自信心。

“ 在这里， 我们学会了生活， 学会了自重自信， 享

受到了‘ 家’ 的温馨。” 八 （

6

） 班学生柯思涵说。

“ 开展家访活动、 实施‘ 家校共育’ 工程， 让我们

找到了家校合作的‘ 最大公约数’。” 学校教务处主任柯

维星说。

“ 老师们做到了家长都做不到的事情。 孩子进入初

中变化很大， 对学习不再有恐惧的感觉， 而是更加愿意

到学校里学习和生活。 回到家里也变得更加的开朗和懂

事， 会主动帮助做些家务等力所能及的事。” 该校七 （

7

）

班学生潘佳玮的妈妈讲述了自己孩子的变化。

“ 孩子成长需要‘ 三足鼎立’。 学校先要做好自己，

树立良好校风 ， 再往前一步 ， 关注和影响家庭 ， 再往

前延伸去改变社区 、 居民 ， 影响社会 。 看似小小的家

访， 却是小教育撬动大社会的法宝。” 刘礼福道出了这

样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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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汪珊兰报

道：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 讴歌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就， 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传

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激发

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

9

月

29

日上午，信州区凤凰学校举办

了“ 同庆和谐盛世，歌唱伟大

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主题活动。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拉开序幕， 当雄壮的国歌响

起， 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

旗，全校师生肃然起敬！

“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

不能分割， 我们就像海和浪

花，我们是祖国的赤子，祖国

是我们的依托……” 老师和

同学们挥动着手中的小国

旗，怀揣着对祖国的爱，放声

高歌。

该校全体师生还一起诵

读《 可爱的中国》 ，展现《 可爱

的中国》文中所畅想的繁盛祖

国场景，慷慨激昂的朗诵声回

荡在校园上空，表达了全体师

生对祖国的深切情感。

通过这次活动，增强了凤

凰学校全体师生的民族自豪

感， 抒发了全体师生热爱党、

热爱祖国的豪迈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