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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健学生的体魄，增进班级凝聚力，为高考冲刺助力，

11

月

16

日上午， 上饶中学高三腾飞年级举行了长途步行活

动。队伍浩浩荡荡，学生们一路欢歌笑语。体育老师协调指挥，

教官和交警不辞辛劳地保驾护航，医护人员陪伴左右。 历经

2

个半小时，同学们终于到达

10

多公里远的目的地———广信区

清水中学。

记者 蒋学华 摄

长

途

步

行

强

体

魄

������

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 核心价值要记牢，文

明校园真是好；学生守则要记牢，音体美课要上好

……”近日来，一首《 文明校园“ 六要六好”》童谣传

遍信州校园。 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来，

信州区将校园文明创建提升工程作为重点项目之

一，紧紧围绕领导班子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活动

阵地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校园环

境建设打造“ 六好”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多姿多

彩、精彩纷呈，为创建文明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

文明校园创建起来。 近年来，信州区各学

校文明校园创建如火如荼。 各中小学校充分挖

掘利用地方文化资源， 提炼校园文化精髓，打

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校园文化，学校文化品位得

到提升，成为文明和谐的“ 学园、花园、乐园”。

目前，信州区有国家级文明校园

1

所，省级文

明校园

1

所，市级文明校园

18

所，区级文明

校园

47

所，创建率达

100%

。

“ 六要六好”传唱起来。“ 传统文化要记牢 安全

健康防护好； 革命传统要记牢 良好家风传承好；

节约资源要记牢，保护生态环境好……”信州区属

所有中小学校积极利用晨会、班会、微夜校、微视频

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创文明校园“ 六要六好”，掀起

了唱童谣兴文明的阵阵热潮。

核心价值实践起来。 各中小学校紧紧围绕理

想信念教育和学生文明礼仪建设， 在青少年中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动核心价值观

入脑入心。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推行“ 十字”

礼貌用语，施行“ 八礼四仪”教育，深化学雷锋志愿

服务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和世界观。

传统文化传承起来。 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精神， 是各个学校精神文明活动的主旋

律：一年一度的全区“ 古诗词大会”、中华经典诵读

活动、地方传统文化研学活动、传统民俗节日系列

活动、好家风好家训活动、戏剧进校园活动等等，培

养了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民族精神。

三色教育行动起来。为切实加强学生的红色基

因和传统美德的教育和培养，了解“ 红色、绿色、古

色”文化内涵，感受赣鄱文化的魅力之美，各中小学

校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三色”文化主题教育活

动，既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又增长了学生的见识，更

增强了学生们热爱家乡的意识。

安全意识培养起来。各中小学校通过安全系列

活动的开展，寓安全教育于各项活动中，使安全教

育具体化、经常化、制度化，使广大中小学生在形式

多样的系列活动中， 掌握应对安全事件的基本知

识，提高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保障了学生的

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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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我们老师经常处在一个“ 替代父母”的位

置。 我们面对孩子的大量

β

元素时，能做的，就是尽量修

炼自己的

α

功能，做一个好容器。

大课间，克和熠急匆匆冲进办公室。 熠捂着一只眼睛，

大喊：“ 老师，克打了我一巴掌，打在我眼睛上了。 ”他委屈得

满脸是泪。 再看克，小脸因为莫名的愤怒涨得通红。

“ 是他们打我！ ”

“ 我没有打他！ ”

两个娃娃争抢辩白，声浪一句高过一句，高分贝轰炸

得我的耳膜嗡嗡作响。我一边示意他们都别说话了，一边

扯了两张纸巾递给他俩。 紧接着查看了熠的眼睛，还好，

不红不肿，没大事儿。

我让克先说说事情经过，熠要抢话，我制止熠：“ 熠，克

说的时候，你别插嘴。有不同意见，待会儿他说完了，你再一

起说。 你说的时候，他也不能插嘴。 ”熠这才忍下委屈。

克急急地开了口：“ 他们都来打我。 ”

“ 他们是谁？ ”

“ 魁、晨、龙、赞……他们压在我身上，他们还绊我摔

跤，我不想玩了，他们还这样，我手都磨到了。 ”说着伸出

黑乎乎的小巴掌，嗯，掌根处有一点点肿。

“ 他们玩得那么开心，可你心里很愤怒，因为他们没

看到你被弄疼了， 不顾你想停下来的意愿， 还一直那样

做。 ”克点点头，情绪平缓下来。

“ 所以对熠脸上打的那一巴掌， 不全是对熠的愤怒，是

你当时心里对他们那几个人的愤怒，对吗？”克想了想，又点

了点头。 他转头看看熠，脸上已经没有了责怪和愤怒。

“ 这一巴掌是在表达你的愤怒， 你只是想让他们停

下。 可是，表达愤怒方式有很多种，除了动手，我们还有

更好的办法，比如用说的呀。 ”克看着我，听得全神贯注。

“ 来，跟颜老师学着说‘ 我不喜欢这种玩法，我很难

受，请你们停下来！ ’”

克学着说了一遍，因为是第一次尝试，声音轻轻的，

显得有些怯懦。“ 声音再大一点，那样更坚定。 别人一听

就会知道，哦，他真的很难受，他是认真的。”克看着我，又

说了一遍。 我点点头，对他的尝试表示赞许。

然后我转身对熠：“ 好， 现在轮到你说了。 老师听着

呢。 ”“ 我，我没有打他，也没有绊他，是他们……我，我只

是轻轻打了他几下。 ”熠声音小小的，完全没有了刚进办

公室的委屈和气愤。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了，显然，他从刚才的旁听

中，理解了克的委屈，理解了克行为的动机。 并且我注意

到这句话里，熠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这说明他开始学着

反思自己，只不过，承认自己有错真的是一件非常需要勇

气的事情。

“ 嗯，老师听懂了，你并不想弄疼他的，你是想和他玩。”

听到我没有批评他，熠松了口气，点点头。“ 可是，你说的‘ 轻

轻地打’我不能同意。 因为，轻还是重，不由你和我判断，应

该由克来判断。 他觉得轻才是轻，他觉得重才是重啊，因为

你是打在他身上的，他的感觉才是判断标准。 ”

熠沉默了，这种看问题的角度让他不得不花点时间思

考。我等了他一会儿。“ 你看克的反应，他，觉得轻吗？ ”熠摇

摇头。 熠不仅聪明，而且敏感而细腻，我知道他能体会。

“ 当然啦，无论如何，他打一巴掌在你脸上，是不对

的。 为此，他得向你道歉。 可是，你那轻轻几下打过去的

行为，好像也需要道个歉呢。当然，还有那几个，待会儿也

得向克道歉。 ”熠点点头。

接下来，他俩毫无心理负担地愉快地互相道了歉，手

拉手回教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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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区各学校文明校园创建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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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为普及消防安全

知识，提升全体师生火灾逃生自救互救技能，进

一步提高学生消防安全意识，近日，广信区各中

小学校积极开展消防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扎实

推进校园消防安全工作。

首先是宣传到位。各学校通过悬挂条幅、宣

传栏、黑板报、主题班会和警示教育等开展消防

安全教育，宣传消防法规和校园消防常识，提醒

师生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提高学校消防安全防

范能力。其次是演练到位。制定完善消防应急处

置预案，提升师生灭火逃生自救能力。再次是后

勤保障到位。各学校加强消防装备保障，配足配

齐基本消防器材，加快更新换代，提升防护等级

和实战效能。加强消防队伍保障，定期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提高消防队伍实战能力。 此外，隐患

排查整改到位。 各学校组织校园消防隐患拉网

式排查活动，对排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能立即整

改的，立即整改到位。 不能立即整改的，落实整

改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限期予以整改，确保校

园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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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警报响起，全园教职工立即停

下手中的工作， 各班教师迅速按紧急预案的疏

散线路，带领幼儿和家长捂住口鼻，弯腰小步快

走，按照安全路线进行撤离。为进一步加强幼儿

园安全工作

,

增强幼儿园师幼和家长的消防安

全意识， 提高师幼和家长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应

变能力和自救、自护能力，日前，德兴市铜矿南

区幼儿园举办了《 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并举行

了幼儿园消防疏散演习活动。

据悉， 此次演练特邀了铜矿消防科工作人

员， 授课老师通过理论和案例详细地给大家介

绍了火灾的各种类型、 引起火灾的原因和如何

自救，通过演练活动，不仅使幼儿园广大师幼和

家长体验了火灾逃生的场景， 深入地了解了逃

生常识和熟悉了疏散路线， 还提高了幼儿的消

防安全意识， 让幼儿园师幼和家长在实训中对

消防安全多了一份更为深刻的认识。

（ 龚志文 朱国平）

万年县

举行第二届教职工气排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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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义敏 记者蒋学华报道： 日前，

万年县第二届教职工气排球赛举行。 本届比赛

由该县教体局、县教育工会主办，县第一中学承

办。比赛为男女混合团体赛，采用分组循环赛和

交叉赛两个阶段进行， 来自全县中小学的在编

在岗教职工、 工会会员组成的

35

支代表队，共

约

400

多名运动员参赛，为期

3

天。

近年来，该县教育系统工会贯彻落实《 全民

健身条例》 ，致力于不断活跃广大教职工的课余

文化生活，促进了教职工之间的感情交流，有力

检阅了广大教职工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有

效促进了万年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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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日前，

在婺源县紫阳一小全高清自动录播

教室里，数学老师胡莉莉正在上示范

课。 随着摄像机的推拉、转动和网络

平台的传输，这节课的内容清晰地呈

现在离紫阳一小

20

多公里远的江湾

镇中心小学和江湾镇晓容教学点，两

所乡村学校的学生与城里孩子一样，

一同上了这一堂特别的“ 在线课堂”。

“ 十三五”期间，婺源县以组建快

速、稳定、安全的教育专网为抓手，全

面推动专递课堂、校校通、班班通建

设和教师信息化素养提升，打通教育

信息化“ 最后一公里”，着力解决边远

山区师资不足、 课程不齐等难题，助

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目前，婺源县

266

个村小、 教学点的教育专网、

18

所千人以上规模学校的云录播教室，

都可以通过音视频专网，将授课内容

进行直播，供全县中小学师生们收看

收听。

与此同时，该县教体局定期组织

老师进行专业的信息素养培训，培训

内容包括： 最新的教育信息技术、信

息化教学手段、 直播课程的录制、名

师教学方法等，广大一线教师，特别

是乡村教师的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

运用水平得到提高，促进了教育信息

化的可持续发展，让教育信息化建设

成果惠及每一名乡村学生。 目前，该

县有

13

个名师工作室经省教育厅审

核通过成为“ 江西省中小学名师工作

室”，其中“ 婺源教研工作站”被江西

省教育厅师资处遴选为“‘ 国培计划

（

2016

） ’江西省教师网络研修项目”。

此外， 针对全县乡村学校分布

广、路途远、音体美教师配备不足等

问题，婺源县教体局积极探索县、乡、

村和县名师工作室相融合的立体化、

大联通县域专递课堂教研网络，让贫

困生“ 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成

为了现实。

教师随笔

一线教师日常：

修炼 α 功能，做个好“容器”

逸夫小学 颜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