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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复学 未来可期
芳草地

抢馒头
永兴小学二（9）班 蒋天米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李海燕

重返校园，步入正轨。在这
个特殊的开学季，为了让家长放
心、让社会放心、让“美好教育”
的创建和成果深入人心，全区各
校积极行动起来，向阳而生，不
负未来。
今天，本报邀请了大源镇小
校长夏建勋，请他分享该校疫情
期间的感人故事以及开学以来
的各项举措。

记者：疫情期间，大源镇小开展了哪些工作？哪
些事情让你感动，
并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夏建勋：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发生后，我们一开
始有点紧张，但没有慌乱，学校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和协调学校的疫情
防控工作。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
“吃紧期”到“后
疫情期”，工作组始终紧紧围绕教育主管部门和卫生
部门的要求，适时调整工作策略，转变工作方式，全
面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
全体教职工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能积极
落实“离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的工作部署，认真研
判本校在线教学的实际问题，迅速成立线上教研团
队，成立互帮小组，提升在线“教”的能力，并落实指
导学生在线“学”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校“停
课不停学”
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们的班主任团队更是立足本职工作，通过钉
钉工作群、家长群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正面宣传、正
确引导，落实在线学习途径，全面摸排、统计学生出
行信息并及时汇报，为春季返校复课后学生的日常
学习生活做好了准备。
在此期间，董方平老师的举动给人留下了深刻
印象。在防控形势最紧张的时候，她了解到学校部
分老师奋战在抗疫一线，而且得知学校的防疫物资
很紧张，想买也买不到，就通过亲戚朋友的渠道购买
了 6000 个医用外科口罩捐给学校和社区。同时，六
（2）班的张语渲同学、三（4）班的李文昊同学也向学
校捐赠了 1500 个口罩。更让人感动的是，在此期
间，我们全体教师，特别是党员教师，多渠道、多批次
为疫情防控捐款共 8 万余元。
记者：他们的行为给“教师”这个称呼增了光，谢
谢他们。接下来想问一下，学校的“停课不停学”行
动开展得怎么样？
夏建勋：我校“停课不停学”工作主要做好“三
个转变”，即课堂教学从单场景向多场景转变，从教
师主讲向学生自主学习转变，从以教材为主要内容
向以教学资源为主要内容转变。
不仅如此，我们还以校长室牵头联合教导处组
织各学科教师抓好“五个落实”，即教师备课落实、
班级常规落实、学校管理落实、家长参与落实、各校
区指导落实，最大程度地确保“停课不停学”工作的
有效落实。
在这项工作的后期，学校借用钉钉平台，对全体
家长和学生进行了一次有针对性地全员问卷调查，
针对问卷调查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一一进行电话
随访，了解实际情况，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帮助家长解
决一些问题。
从大数据分析来看，我校“停课不停学”工作落
实的还是很不错，绝大部分学生能够坚持按时上网
课，认真完成作业。我们的老师或钉钉直播或视频

会议，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跟踪随访。疫情期间，我们
学校要求每个班主任在一周中抽出固定的时间，围
绕“生命与安全”主题给学生上好一节班队活动，有
班级还邀请家长进入直播课堂一起参与话题的探
讨，不仅丰富学生假期生活，也增进了亲子关系，热
闹有趣的班级圈一度成为家长热谈的话题。
在全校师生、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全校学生达到
百分之百的上课率，全校学生绝大部分同学都能认
真完成作业。
我们 100 多名教师不仅做好校内“停课不停学”
工作，还积极参与区里的空中课堂录制，录制了 20
多堂语数英等科目的线上教学课，两位信息技术老
师参与了百余堂课的剪辑制作，李海燕老师的音乐
课被杭州市教研室采用并在全市播出。
记者：那么，开学后，学校怎么衔接线上教学和
线下教学？
夏建勋：复学后，我校第一时间召开了年级组
长、备课组长会议，商讨如何更好地衔接线上和线下
教学。各学科教师通过课堂教学、谈话观察等方式，
对学生在“停课不停学”
期间的学习情况进行摸底。
针对摸底中呈现的一些问题，如学生对知识点
的掌握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各班学习效益差异化
等问题，在研判了本学期教学内容多、学期短等特殊
情况后，决定采用单元整合教学，即以各学科作业本
为依据，再次梳理教材中的重点、难点，最大化地查
漏补缺，
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素养。
学校的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做到五个相结合：一
是区级教学资源与校本教学资源相结合；二是前期
内容复习巩固与新学期教学计划调整相结合；三是
整体教学推进与学困生查漏补缺相结合；四是线上
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五是新授课教学和复
习课教学相结合。尽最大的努力，摸清学生线上教
学底细，
为精准实施课堂教学打下基础。
记者：
学校为同学们安排了怎样的开学第一课？
夏建勋：这次复学仪式，我们没有彩旗、红地毯，
我们用战“疫”英雄宣传图板，迎接同学们的到来，我
们用老师们精心准备的“复学第一课”迎接同学们的
到来，我们用最贴心的“复学日常健康教育讲座”迎
接同学们的到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想要
传递给学生的就是感恩、敬畏、珍惜、自律和担当。
记者：作为校长，哪一句教育格言让你感触最
深，
为什么？
夏建勋：我喜欢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尚自然、展
个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教育要顺应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提倡开放、探讨、
合作的教学模式，摈弃注入式教学方法，展示学生个
性，
提倡全面发展。

延伸阅读·开学演讲稿

怀揣梦想 扬帆起航
夏建勋
同学们，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分开了三个多月。当外面的世界还是一片混
乱，我们的祖国却是安全的港湾。今天，我们在这
美丽的校园，通过隆重而又简单的升旗仪式，向鲜
艳的五星红旗致敬，向亲爱的祖国致敬，向逆行的
医者和爱心人士致敬，
向英勇的人民致敬！
当疫情来临，83 岁的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他
科学抗疫的铿锵话语是国人心中的定海神针；受疫
情感染的医护工作者表示，
“等我病好了，我会再上
一线”，他们的担当令人肃然起敬；一群群白衣天
使，来不及与家人告别，便冲在了疫情防控的突击
前线，他们是永不言败的钢铁战士；全国各地紧急
动员，人民警察、环卫工人、基层公务员、快递小哥、
超市售货员、小区保安、出租车司机、新闻记者，还

有千千万万的志愿服务者，等等，他们的尽职尽责，
才使我们在疫情面前工作有序、生活如常、内心安
定。当然，还有我们敬爱的老师，每天关心大家的
身体健康，反复叮嘱在家生活、学习的注意事项，为
我们学习答疑沟通……他们让我们明白：没有从天
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些人在平凡
的岗位上努力发光，坚持善良正直与勇敢，为社会
为人类做贡献，这也是我们希望所有同学将来能够
成为的样子，
是我们共同的人生意义所在。
打赢疫情阻击战，不仅要依靠信心和态度，更
需要依靠科学和技术。人类从远古社会一路走
来，每一项发展成就无不彰显了科技进步所带来
的巨大力量。崇尚科学是一个强大国家、优秀民
族的基本准则；而缺失了科学精神的民族，也会是

没有尊严的民族。崇尚科学，就必须从我做起，不
仅要认真听讲，博览群书，也要注重思考提问，动
手实践。只有从小树立热爱科学、实事求是、勇于
实践的意识，才有可能用科学战胜愚昧。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抓紧时间学习科学，掌握规律，创新
创造，争做国家栋梁和有用人才，这也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使命!
老师们、同学们，春天来了，大源镇小校园的
迎春花儿又开了，一切又是美好的开始。我们在
灿烂的阳光下微笑重逢，我们在众人的期盼中返
校相聚。让我们懂得感恩、学会敬畏、勇于担当，
养成自律、乐观生活品质。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
让我们秉着“求真、崇善、尚美”校训，怀揣梦想，
扬帆起航！

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鞭炮
响，噼里啪啦得让我心惊肉跳。我跑出
去一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青蓝色的烟
雾，对面人家的空地上，一个小孩子不
穿鞋子跑了出来，惊吓得正哇哇大哭。
终于等到鞭炮放完了，有人拿着篮子跑
过来。
咦，
这是怎么回事？
外婆走过来，跟我说，马上有户人
家要抛上梁馒头了。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脑子里一个劲
地想，等下我捡到了很多馒头，外婆会
怎么夸我？
过了好一阵子，终于有人开始扔馒
头。我跑到了新房旁边的平台上，仰起
头，看着一个又一个的馒头朝我扔来，
仿佛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我想
躲，可又觉得不能躲，我要把它们给接
住。有一个馒头砸中了我的脑袋，好痛
啊。紧接着，又一个馒头朝我飞了过
来，我马上伸出手去接，但是“螳螂捕
蝉，黄雀在后”，一个老奶奶也把手伸了
过来，我摔了个“大马趴”才把馒头抢到
手。老奶奶笑哈哈说：
“你可真行啊，从
我手里也可以抢到馒头。”我还没来得
及说话，又一个馒头从屋顶飞下来，不
偏不倚地砸到篮子里，竟然自投罗网，
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就这样我左扑
右闪，终于抢到了满满一篮馒头。数
了一下，居然有 15 个。看着篮子里的馒
头，
我得意洋洋。
外婆、老爸、老妈都说我抢得多。
其实，除了这些，我还去沟里面捡到了
几颗糖。拎着这满满一大篮馒头回家，
我乐滋滋地想，
这下早餐不用愁了。

黑暗中的骄傲
大源镇小 六（3）班 庄园
在我们富阳，有这样一位盲人，她
从事的工作，与我们所了解的很多盲人
从事的“推拿”
“按摩”完全不沾边，让人
惊叹。
她叫蔡琼卉，
是一位盲人钢琴调音师。
熟 悉 钢 琴 的 都 清 楚 ，立 式 钢 琴 有
8800 多个零件，三角钢琴更多，差不多
有 12000 个零件，另外还有 88 个琴键，
约 230 根琴弦……这时，你也许会想：
蔡琼卉怎么可能从事这个职业？
就如同大家的想法一样，蔡琼卉在
工作时也遇到过不少这样的质疑。她
从事钢琴的调音工作是自己的选择。
她说：
“ 我不甘心一辈子都待在相对安
全的家中，或是困在一间小小的推拿房
里。”为此，热爱音乐、琵琶弹得精彩绝
伦的她，
做了钢琴调音师。
第一次见到蔡琼卉姐姐，是在她富
阳的工作室里。身穿黑色羽绒服、牛仔
裤，外貌普普通通，与常人无异。但那
黑黑的墨镜片，挡住了她的眼睛，也告
诉我：
蔡姐姐是个盲人。
如同杯中的茶冒着袅袅的热气，蔡
琼卉向我们说起了二十年前的遭遇。
那时她 8 岁，像眼下的我们一样，在普通
的学校读书。然而，在秋季运动会放假
时，她去一个工地玩，正巧一个泥瓦匠
随手抛出的一把石灰粉落入了她的眼
睛。就这样，一把石灰，从此将她带入
了无边的黑暗。但那时的她还懵懵懂
懂，
不明白命运将带给她什么。
在 2003 年，蔡琼卉进入省盲校学
习，第二年接触琵琶，2013 年开始学习
钢琴调音工作。可以想到，她付出了比
别人多千百倍的艰辛，长茧、生冻疮、划
破手指等等，
那是常有的事。
此刻，我的心里很震惊，却不见怜
悯和同情，
而是深深的敬佩。
很多人说蔡琼卉了不起，能吃苦，
很努力，但她那天却告诉我们：
“我能走
到今天，是因为现在这个有爱的社会。
因为有很多人支持我、帮助我，我才能
成为现在的我。
”
这句话，来自一个习惯了黑暗的钢
琴调音师之口，我听到了里面的感恩，
更感受到了里面的光亮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