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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老师因事请假，请假
日期为永久……”前不久，带着
对学生的不舍和留念，江苏大
学第十九届研究生支教团的四
名大学生结束了在青海省门源
县一年的支教生活。

一年前，曲洪川、宋陈烨、
陈珂、潘亦琛 4人来到门源支
教。队长曲洪川回顾一年的支
教生活，感触颇深，“我们的支
教工作可能不是最细致、最到
位的，但每一个人都在用心思
考、全力付出，用一年的时间做
终生难忘的事，这样的选择无
怨无悔。”

两个坚强的女汉子

宋陈烨和陈珂是研支团
的两名女生，她们一到门源，
就遭遇了高原反应、饮食差
异……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工
作。她们很快融入了当地的
教学环境。

陈珂承担了七年级历史的
教学任务，4个班级200多名学
生，面对一双双求知的眼神，临
床医学专业出身的陈珂恶补历
史知识。土木工程专业的宋陈
烨则当起了多面手，先后上过
七至九年级的英语、数学、地理
等课程。

一段时间磨合后，同学们
跟上了陈珂的上课节奏，一句
话一个眼神，就知道接下来该
怎么做。宋陈烨时常在课后给
学生加小灶，为了帮助学生牢
记英语单词，她自制了表格，用
三种不同符号记录每位学生单
词听写、课文背诵情况，一学期
下来，填写得密密麻麻的统计
表用了五张，办公室的同事都
评价，“小宋，好认真啊。”

两赴门源情系西部娃

支教团团长曲洪川和门源
有着难解之缘。早在 2015年，
作为江大“格桑花”支教团成
员，曲洪川来到门源县东川寄
宿制小学进行暑期支教。一个
月的支教，让他在实践中成
长。得知研支团去到门源支

教，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成绩，

曲洪川时常备课到凌晨一两
点，并积极向带教老师请教。
慢慢地，每次考试班级的成绩
都在进步。

支教是潘亦琛的梦想。他
选择了距离住宿地最远的门源
县第一寄宿制初级中学教学。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每天早
晨六点多出发，晚上陪学生上
完晚自习才返回。他不仅是英
语老师，还兼职当上了心理老
师，孩子们都喜欢把家里的情
况和潘老师说说。

潘亦琛经常设身处地地为
孩子们考虑，分别时他也不允
许学生送礼物，孩子们便变着
花样给他写信……

支教之外做公益

“既然来了，就要为门源
的孩子们做点实事。”这是研
支团成员的共同心愿。在完
成教学工作之外，大学生们积
极为门源教育牵线搭桥，开展
公益事业。

由于家庭、环境限制，不少
初中学生没有走出过门源县，
他们意识到，孩子们的成长需
要开阔的眼界和开放的思维。
去年 11月，“童梦同行”北京游
学活动顺利进行。在曲洪川带
领下，门源县第三初中十名品
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孩子到北
京游学一周。“曲老师，我连西
宁都没去过，你能带我来北京，
很感谢你。”

研支团成员一年一换，如
何探索一条合适的公益之路，
给孩子们提供持续的帮助？在
考察了多个项目之后，曲洪川
带领小伙伴与上海美丽心灵基
金会合作，捐赠“精灵书屋”，立
志覆盖门源县所有中小学，做
到受捐学校学生每年每人获捐
图书和阅读笔记本各一本。目
前“精灵书屋”已为门源三所小
学的孩子们捐赠图书 4459册，
读书笔记本 4459 本、书架 84
个，总价值约20万元。

回首一年的支教生活，江
苏大学第十九届研支团的成员
们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也收
获了很多、成长了很多”，每次
看到学生们脸上纯真质朴的笑
容，就会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也
是管理的主人，学生自主管
理的模式体现了新型的学
生观：把学生放在学校教育
的主体位置，以学生发展为
本，通过尊重、信任、引导和
激励等影响作用，最大限度
地调动学生的内在动力，为
每个学生都提供表现个性
和才能的机会与环境，促进
学生主动修身、主动求知、
主动劳动、主动管理、主动
健体、主动参与、最后达到
主动发展的目的。

宜城小学将学生的自
主管理常态化、制度化、规
范化。各班实行了“常务班
长”“值周班长”“值日班长”
制，在班主任领导下有效开
展班内学生的各项管理。
还成立了“班级学生自主管
理小组”，由小组长带领开
展小组内部的各项管理。
学生自主管理包括学生的
日常言行、文明礼仪、仪容
仪表、课间活动、安全和学
习活动等项目管理内容。

班级里的组长、班长是学生
轮流担任的，他们每天都必
须在“十分钟餐会”上对自
己小组的表现进行总结。
每一名孩子都有展示和锻
炼的机会，充分提高孩子们
的积极性，荣誉感，锻炼了
孩子们的综合能力。

给孩子锻炼的机会，通
过调动学生主观能动作用，
使其积极参与到教育教学
过程中，从而得到全面发
展。对此，宜城小学校长孔
国娣深有感触，她说，如果
孩子没有机会参与到班级
管理中，很多场合没有他们
的身影，不能在上学期间得
到很好锻炼，不能不说这是
一种遗憾。“很久之前，记得
有一次我在观看孩子们的
表演，一名孩子站在舞台上
始终不敢抬头看一下观众，
这个场景深深刺疼了我。
如果我们多给孩子一次机
会，他们就能美丽地绽放给
我们看。教育，需要关注每
一名孩子。”

给每一名孩子展示的机会
——镇江市宜城小学“宜人教育”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何菁 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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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徒区宝堰集镇新街，有
一家康复理疗服务馆。女“馆主”
甘勤凭着一手出色的康复理疗技
法，不仅治愈了不少医院治不了
的疑难杂症，而且免费教会众多
学员全套康复理疗技术，帮助带
动十余名失业人员成功创业。

去年 12月，甘勤因为带领技
艺传承，被省委组织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等 8部委联合确定
为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带”新秀。
前不久，镇江市优秀乡土人才选
拔培养对象名单公布，甘勤被列
为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近日，记者来到宝堰集镇采
访时，甘勤正在理疗室内忙碌。

据她的爱人介绍，甘勤 1996年从
句容高庙职高毕业后，进入工厂
上过班、开过店做过生意。2013
年她突发甲亢，造成肝功能损伤，
后来接受中医康复理疗治愈。亲
身体验了中医理疗的神奇，甘勤
决定拜师学艺，并在去北京中医
培训机构系统学习了 8个月的中
医康复理疗，归来后进入南京江
宁区一家中医康复馆实习。2015
年11月她通过由人社部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组织的高级康复理疗师
职业能力测评考试，2016 年 5 月
申领营业执照正式开业。

来自句容的李新娣，给甘勤打
下手。她原来长期在工厂上班，腰

椎间盘突出导致她睡在床上不能
翻身。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向她
推荐了甘勤。甘勤先是用秘方中
药给她热敷，然后用经络仪为其疏
通经络，“做了一个礼拜，吃饭能够
自理了。大约做了6个疗程左右，
到医院检查，第四、第五腰椎间盘
突出明显好转。”李新娣说，之后她
便跟着甘勤学艺。如今她已学了
10多个月，马上准备自己创业。

甘勤结束治疗后告诉记者，
她擅长热敷疗法和物理疗法，理
疗过程中涉及无痛刮痧疗法、通
经络疗法等 100多种传统中医技
艺手法。对腰椎间盘突出、骨质
增生、肩周炎等疾病，康复理疗都
有着显著的疗效。

当天前来治疗的宝堰集镇患
者谭笑，也对甘勤跷着大拇指称
赞。谭笑说，她在厂里做服装，由
于长时间低头，导致颈椎僵硬，头
抬不起来。“今天是第 3次到甘老
师这里治疗，感觉头部可自由转
动了。”谭笑的眼中满是欣喜。

自创业以来，甘勤已帮助康
复治愈近180名患者，义务辅导学
员 30多名；截至目前已有 10余名
学员“毕业”开店创业，其中下岗
女工占60％以上。

9 月 2 日，央视广告中心为
前一天晚上播出的节目《开学第
一课》广告过多向观众致歉。让
观众非常不满的除了广告过多
外，还有嘉宾不合适向少年儿童
推介等问题。

其实，换个角度看“开学第
一课事件”，它也好好地给大家

“上了一课”。首先，是诚信；预
告说晚上8点播出，却被广告占
去了十几分钟时间。哪怕是国
家级电视台，做出这样违反诚信
的事情，也要道歉。这个案例生
动地告诉孩子们：做人从始至终
都要言行要一致，否则是糊弄不

过去的。
诚信之外，节目邀请某香港

知名武打影星讲述其“追梦”历
程也颇为不妥。这位影星疏于
对子女的关爱和管教，使得儿子
因吸毒被依法处置。请这样的
人为少年儿童上课，渲染的导向
无疑是不能令家长放心的。不
过此举给家长倒是上了很好的
一课：你的作为，就是孩子的镜
子。你为孩子创造了怎样的成
长环境，他们将来就会成长为什
么样的人。否则哪怕你在职场
取得再多成绩，在做父母这个

“考场”里，你还是不合格。

一台以公益为名播出的节
目，既不准时开播，又充斥广告，
明显变了味儿，特别是其中还充
斥着大量的课外培训机构广
告。从这个“反面案例”里，家长
和老师恰恰可以告诉孩子：学习
的正道是课堂，课外补习班以营
利为主要目的，不可以作为学习
的依赖。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
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长能从

“开学第一课事件”里把这些“反
面案例”好好转化给孩子，效果
是不亚于一台正常、出彩的公益
晚会的。如果只是一骂而过，出
气了就算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可
能还会出现——反正，出事后最
多发个措辞含蓄委婉的道歉声
明混过去呗。

换个角度看“开学第一课事件”
吴 悠

丹徒古称宜地，镇江出土的“吴国第
一铜器”西周青铜器宜侯夨簋即记录了当
时的分封事宜。现在，丹徒区政府所在地
叫宜城，可以说，丹徒的历史与“宜”文化
分不开。近年来，丹徒区结合地域实际，
积极推进教育创新，践行“宜人教育”理
念，全面推进“宜人课堂”建设。

“宜人教育”是尊重人、适合人、发展
人、成就人的教育，是扎根丹徒大地的素质
教育，其核心是“人的优化”，主张教师与学
生都成为教育的主体，是在教师与学生的
相互作用中真正实现教学相长，共同发展。

镇江市宜城小学地处丹徒城区，去年9
月校区落成并投入使用，一年来，宜城小学
遵循“宜人教育”理念，给每一名学生展示
的舞台，最大限度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发
挥孩子们的潜能，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

今年上半年，宜小开展了以“春”
为主题的课程研发实践，发动孩子们
从课本上找春天，从生活中发现春天，
在课堂上吟诵春天，在手中描绘春天。

经年级组申报，课程组确定，一年
级开展了“走进春天”活动，二年级开
展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活动，三年
级开展了“三月醉春风”活动，四年级
开展了“探索春天的足迹”活动。在语
文课上，春天是孩子创作的一首小诗；
美术课上，春天是一幅美丽的绘画；科
学课上，春天是校园的一株植物；劳动
课上，春天是一幅相框……孩子们能
想到的，都成了春天的故事。

持续了一个半月的活动，孩子们

一直兴趣高昂，期待着下一个主题课
程。在《春天的礼物》结课礼上，老师
们给孩子们送上了植物的种子，鼓励
孩子们回家种植。不同的种子不同的
寓意，课程结题了，但课外活动还在持
续。春天，一直留在孩子们的心中。

校长孔国娣介绍，主题课程结束
后，学校还结集了一册绘本，通过绘本
把课程主题延伸和深化，引导孩子们
像“春天般地温暖”，成长为阳光少年。

在宜城小学会议室，悬挂着一幅书法
作品：厚泽致远。这四个字是宜城小学的
校训，作为一所新的学校，宜城小学正在
通过不断探索和努力，积累和增加自己的
深度厚度，阐释着“宜人教育”的精神。

过年领红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让孩子们惊喜的是，宜城小学在春节后
开学的第一天，所有的班主任在小学门
口列队欢迎孩子们入校，给每一名孩子
都发了一只红包。

美好的开学季就这样在惊喜中开启
了。

一只只红包，是学校对孩子们满满
的关爱，是老师们从孩子那里得知的一
个个小心愿。看看红包里的小纸条内容
吧：和校长共进午餐、当一周班长、选一
周同桌、免写一次作业、一周学科课代
表、一张学科券……

刚开学，不少孩子出现了开学综合
征——对新学期不适应，甚至存在畏难、
抵触情绪。以往开学，都是校长老师们
大会小会、苦口婆心地帮孩子们收心。
苏丽老师惊喜地发现：“这个不一样的开
学方式，一下子把孩子们的注意力集中
起来，那些巧妙镶嵌在红包里的各种愿
望，引发了孩子们对新学期的期待和学

习的兴趣，有事半功倍之效！”
除了小心愿外，红包里还装着：“好

习惯是财富；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
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学
习格言，激励孩子们成长进步。

孩子们收到这些红包后，比收到压
岁钱还开心。但红包带回家，孩子们和
家长又开始将信将疑：“真的能跟校长一
起吃饭吗？是逗孩子们开心的吧？”

一（9）班的蒋浩同学真的和校长一
起共进午餐了！蒋浩同学的妈妈告诉记
者，孩子跟她说，和校长在一起吃饭，刚
开始还没吃的时候很紧张，当坐上餐桌
看到美食就很开心了。校长还帮他们夹
菜，而且还夹了他们爱吃的菜，孩子还想
有机会再跟校长吃饭哩。

更多同学得到了选择一周同桌的小
惊喜，还当上了一周的课代表……一直
到学期结束，学校都在认真地完成孩子
们的红包愿望。

寒假后开学，班主任在校门口迎接孩子，并送上红包。陶春 摄

在《春天的礼物》结课礼上，孩子们在吟诵春天。陶春 摄

每一名孩子都能当上班干部

自主管理

开学红包 每一名孩子都能实现小愿望

主题课程 每一名孩子都有春天的故事

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带”新秀——

甘勤：从病人到高级康复理疗师
方良龙 李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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