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讯

记者：这个特殊的学期，学校如何做好师生
和家长的心理指导工作？

许飞：我想，作为联结家庭和学校的纽带，焦
虑程度最高的无疑是老师。为此，学校首先要给
老师们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接纳、理解教师的
焦虑情绪，积极主动协助教师化解矛盾，解决实
际问题。另一方面，要对老师开展心理方面的培
训。教育局曾经为我们班主任安排过一次心理
辅导培训，我们把这作为教师全员培训内容。我
们还把老师在过去参加过的心理辅导培训课件，
通过二次解读发布在群里，在教师群或者工作集
会时分享一些实际案例，让大家掌握一些辨识学
生情绪、应对“现场”的实用技巧。

这学期开学后，我们再一次对全校的学生进
行了心理排查，使那些正在受到情绪苦恼的学生
更加明晰地进入所有任课教师的视线，并做好保
密工作；发送微信推送，告知省、市、区三级心理
辅导热线，并在学校宣传橱窗显眼处公布；同时，
加强原有校内心理辅导室的师资力量，公布心理
辅导室开放时间和人员安排，以帮助学生和协助
教师。

学校反复提倡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对学生的
关心关爱，而且一定要注意方法，加强证明引导，
在问题和情绪“初露端倪”之时主动介入，遇到难
题注意依靠集体的智慧和专业机构的帮助。

对于家长，我们一方面通过家长会让有经验
的家长分享心得和经验，在遇到特殊事件需要学
校介入时，我们以开展约谈的方法，给予策略上
的指导。比以往更重视和家长的沟通，在看问题
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引导他们。

记者：从线上转到线下，这学期学校的教学
工作作了哪些调整？

许飞：本学期我们在学校工作计划中提出
“确定小目标，奋战一百天”的倡议，我们的小目
标是“增体能、减体重，洁双手、护双眼”。疫情让
我们更加珍视健康，更加重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和锻炼习惯。

一开学，我们就给每位学生测量了身高、体
重和视力，并将数据告知家长，呼吁家长配合学
校，一起帮助孩子锻炼健康体魄。我们还进行了
电子产品使用调查，对一些依赖过度的孩子，通
过谈心谈话，配合家长“柔性收缴”。

在校内大量开展体育锻炼，开始时选取合
适的室内操，条件允许后，我们又及时跟进室外
互动项目。组织开展跳绳比赛，还利用学校的
劳动教育项目“六年十二道菜”，鼓励学生利用
假期、周末给家人排食谱、做菜，合理搭配饮
食。体育组还开展健康教育，让学生合理安排
作息时间，并对设计合理的学生作品进行展示和
表彰。

如果说疫情之后，学校工作有哪些调整，我
想微调各方面都有，而健康教育被我们提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落地有痕，效果明显。身体成长

本身是生命成长的阶段任务，所以在学校教育的
整体设计中，从形式和任务上给予充分的关注。

记者：如果让你给你的学生开一张书单，你
会推荐哪5本书，为什么？

许飞：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曾经数次面临
接近毁灭的疫情，我们有必要去回顾和了解一下
人类“战疫”的一些历程。我推荐高年级的同学
阅读《鼠疫》，在疫情后阅读，是对过往岁月的尊
重，也是对当下心灵的洗礼。同时，我希望这段
特殊的经历，给同学们的成长注入特殊的力量，
变得更加坚韧、自信！

另外我要推荐自己反复阅读的《草房子》。
这是一个关于调皮男孩成长的故事，曹文轩先生
笔触优美，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常被一
些细腻的描写触动心弦，泪湿眼眶。

《森林报》是本带我们走过四季的书，也是一
条通过文字走进森林的时光隧道，读完这套书，我
们可以深入了解森林，探索、发现森林的奥秘。

《阁楼上的光》是谢尔·希尔弗斯坦的一本
诗集，可我一直当做喜剧漫画，读它会让想象力
充满每一个细胞，特别是里面的《狗窝》，相信
同学们读了一定会非常喜欢这种笑着思考的
感觉。

少年时期，应该读读人物传记，优秀的人物
就像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帮助我们树立
信念，追随理想。《名人传》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所著《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传》
的合称，本书的三位主人公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
天才的艺术家，作者着力刻画他们在忧患困顿的
人生征途上历尽苦难与颠踬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
程，凸现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
襟，大气恢宏。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夏妹

转眼间，本学期即将结束，同学们马

上要迎来暑假了。在这个特殊的学期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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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师生、家长调整心

态，做好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作，努力为

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创造更好环境。

今天，本报邀请了环

山中小校长许飞，请她分

享本校在这个特殊学期

中的各项举措。

通讯员 周德荣倪吉丽 记者 邵晓鹏

6月28日晚，富阳学院大青校区的冷水塘边乐声
悠扬，诗声琅琅，由富阳学院、区知识分子联谊会联合
主办的“致敬青春 不负韶华”第三届“冷水塘诗会”在
这里拉开序幕。本次诗会旨在进一步开展对广大学
生传统经典文化、“战疫”英雄文化、大国工匠文化、冷
水塘励志文化的教育，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有效
实施“七彩核心素养提升工程”。

诗会的主舞台是冷水塘中的水上走廊，通过灯光
和LED背景大屏的画面组合，辅之以冷水塘公园亭
子、湖水、假山等景观，现场如诗如画。因防控疫情的
需要，本次诗会还依托云端，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同
步进行。

用诗歌颂祖国美好，用诗赞扬抗疫先锋，诗会共
分诗韵中国、英雄中国、辉煌中国三个篇章。活动现
场，在舒缓悠扬的配乐声中，在五彩斑斓的灯光下，朗
诵者在水上走廊上倾情朗诵。《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的
样子》《读中国》《不染》《红高粱》《蜀道难》《乌骓别霸
王》《深蓝军魂》…… 一首首或铿锵有力，或柔情似水
的诗歌朗诵不时地把现场的观众带进不同的情景之
中，把深情的敬意送给了所有的抗击疫情的先锋英
雄，用满腔的爱国主义情怀感染现场每一个人。

蔚蓝的大海上
群龙迎风掀起巨浪
在深灰的甲板上
战机起飞红旗飘扬
东方既白
伴着朝阳起航
晴空万里
纵观四海泱泱
这是祖国的海疆
是我们深深热爱
誓死保卫的地方
从渤海到曾母暗沙
一寸一毫都不能抢！
若有欲来犯者
此刻即赴战场！
纵汝千军万马又何妨？
大不了拼个你死我亡！
这是祖国的海疆
她在中华儿女心中
深深铭刻永世不忘！

在蔚蓝的大海上
蛟龙潜渊弋洋汤汤
在深黑的潜艇上
鱼雷上膛似把弓张
旭日已出
随着太阳巡航
烈日当空
我们斗志昂扬
这是祖国的海疆
是我们日日夜夜
共同守护的地方
从渤海到曾母暗沙
一分一秒都不能让！
若有一丝松懈
便将化作战场！
纵汝上天遁地又何妨？
拔剑曰尔等休得猖狂！
这是祖国的海疆
她在你我心中铭记
深蓝军魂永世不亡！

在蔚蓝的大海上
长龙一吟荡气回肠
在深灰的甲板上
胜利歌声悠悠飞扬
日落沧海
披着夕阳返航
斜晖脉脉
照映四海汪洋
这是祖国的海疆
是我们世世代代
赖以生存的地方
从渤海到曾母暗沙
一岛一礁都不能忘！
若有来世之生
还愿驰骋海洋！
纵使浴血牺牲又何妨？
甘用吾身筑海上城墙！
这是祖国的海疆
她与中华民族永存
波澜壮阔威震四方！

致敬青春 不负韶华

富阳学院举办
第三届“冷水塘诗会”

美好教育 未来可期

“冷水塘”诗风 《深蓝军魂》
柯仲逸（18级建筑班）

富阳中学
同课异构话“敬业”

本报讯（通讯员 孙高群）为进一步探
索学校德育工作中班会课堂的有效性和
针对性，引领班主任思考爱国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实践，近
日，富阳中学举行了第四届主题班会研
讨活动。

高一（12）班班主任沈益鸣和高二
（18）班班主任潘金洪两位老师分别以“敬
业”为主题进行了班会课课例展示。沈益
鸣通过动画视频《每人只错一点点》引导
学生认识敬业的重要性，并运用多个案例
引发学生的辩证思考，鼓励学生相互支招
应对学习过程中的“不敬业”现象，通过探
寻策略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潘金红从
明敬业之理、怀敬业之心、行敬业之事三
个维度出发，引导学生对“生命”“时间”和

“专业”等问题进行思辨探讨，引发学生对
致敬学业、实现人生价值的思考。展示课
结束后，各听课教师对这两节班队课的设
计和成效进行了点评。

该校后续的主题班会将继续以培养
学生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结合学
校现实需要，选用“21天效应”作为主要心
理学理论基础，形成“21天”班会模式，借
助心理游戏、团体辅导等心理学技术，设
计体验式趣味活动，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
性，助推学生达到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的目标。同时依托“班主任
沙龙”平台，阶段性研讨班会课实践效果，
探究和开发系列化班会课，编定以培育核
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校本教材。

春建中小
最美家长助力美好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颜磊）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学生乘坐校车前，需要对每人测温，
由于春建中小体量小，师资不足，面对困
难，学校决定让家长志愿报名参加校车测
温志愿岗工作，发布之初就有 30 多位家
长踊跃报名，最后录用了 10 名家长担任
此项任务。

每天早上，10名家长都会提早来到候
车点，然后组织学生自觉排队，逐个测温，
如正常（37.2℃以下）即可上车，有问题
（37.2℃以上）的，家长会再次耐心地进行
测温，严格控制疫情的发展源头。值得一
提的是，好几位家长自己的孩子还在读幼
儿园或者小学一年级。

有一次，李彤萱妈妈在候车点测温
时，发现某位学生温度异常，进行复测后
仍旧还高，她就马上拨打家长电话。当时
那位家长在厂里上班，电话未接通。于
是，李彤萱妈妈赶紧联系学校安保处章小
飞老师，一边主动带小孩回家。章老师与
班主任取得联系后，立马通知家长赶回家
带去医院检查。负责任的李妈妈直到远
在厂里上班的家长赶回家，才回家陪只有
6岁的儿子。

春江中幼
浙师大张莹教授来园指导研修

本报讯（通讯员 赵柳燕）6月22日，春
江中幼邀请了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张莹来
园开展指导研修活动，针对该园的室内运
动进行诊断、分享和对话，为该园全体教
师带来一场基于室内运动的营养大餐。

春江中幼副园长詹国芬向张莹介绍
了幼儿园的基本情况以及运动研修小组
的每位成员，并陪同张莹参观了该园的室
内运动游戏现场。在观摩过程中，张莹对
该园原创的游戏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她向教师详细询问了桌子倒立悬挂、骰子
玩旋转、木棒玩躲闪跳等游戏的规则及设
计想法，并用视频记录下幼儿运动的精彩
瞬间。

观摩结束后，詹国芬作了《运动课程
的可视化评价》报告，系统介绍了幼儿园
运动区课程的实施方法和过程，并具体介
绍实施过程中基于可视化的评价方法创
新。同时，该园三位运动研修小组的教师
也分别分享了自己在进行室内游戏运动
授课时的感悟和思考。张莹对该园的运
动课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针对教师的
疑惑和不足之处提出宝贵的建议，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此次研修活动。

接下来，该园将在春江街道的支持下
成立张莹教授名师工作室，以期在运动领
域研修中得到专家的支持和指导，通过对
话和研修推动该园的运动健康课程越走
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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