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促进青年教师迅速成长，提高业务

水平，更好地胜任教育教学工作，尽快融入新

工作，3月 7日上午，怀仁市城镇第三小学校

召开了隆重的新入职教师培训大会，学校各

级领导，全体新教师参加了大会，大会由赵彩

虹教师主持。

首先，教师赵彩虹对学校做了简单的介

绍，城镇三小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最早可

追溯到民国时期，近年来，在段校长的带领下，

学校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增强了新教师的认同

感，接着，全体教师进行了庄严的入职宣誓。

新入职教师杨晓波作为教师代表发言，

在发言中，她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教师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同时她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要不断进取，爱

岗敬业，将一片爱心奉献给学生。

教师秦立果作为教师代表进行了发言，

她回顾了三小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和教师们

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教学经验和感悟，对新入

职的教师提出了希望和祝福。

教师发展中心的魏惠清主任以《打好入

职基底，精准赋能成长》为主题，介绍了三小

的课程设置，优化作业，评价机制，高效课堂，

使教师们能迅速了解三小的工作，更快的融

入其中。

最后，段校长做了总结发言，让教师们了

解了学校的办学理念，五年规划，使教师们加

深了对学校的了解，对教师们提出了希望和

要求。既已选择，就不忘初心。为期一上午的

培训，听者专心致志，言者意犹未尽。教育真

的无他，只有爱与榜样。让大家共同期待每一

位教师在今后的工作中收获更多，品味属于

自己的那份独特的教育幸福。

（本报记者 白金赵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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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新课标的学习，进一

步深化课程改革，走出一条针

对性强、效率高、重实践、重发

展的课改新路，打造专业素养

高、教学能力强的教师队伍，大

幅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

质量，阳曲县初中教育集团锦

绣校区于 2 月 20 日拉开中年

骨干教师赛课的帷幕，共 28位

45岁以上教师参赛。他们的精

彩展示为课堂教学转型提供了

示范和引领，实现了“以赛促

训、德能双升”的目标。

赛讲分学科，以同课异构

的形式进行。数学教师提前一

周集体备课，集思广益，针对本

班学情，精心设计教学环节，高

效达成教学目标。以新的课改

理念指导教学行为，以新的教

学行为来诠释适应时代发展和

学生特点的教学思想。

课堂上，每一个教学环节

设计的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

进，激发了学生的深度思考，学

生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重点

环节教师牢牢把握节奏，给学

生充分的思维空间，小组讨论

热烈而有效。

语文课堂中教师春风细

雨、循循善诱。从听、说、读、写

等方面培养学生的基本素养，

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书写能

力、口语表达能力、写作能力、

自学，合作与探究能力。

课后同组老师及时展开评

课议课教研会议。会议上老师

们对比几位老师的同一课题指

出借鉴之处和值得探究之处，

畅所欲言，积极献策，给出很

多中肯建议。教研学习氛围非

常浓厚，在这样一种积极向上

的学习氛围中，骨干教师示范

引领，老师们不断提高自身教

学能力，年轻教师不断提升专

业素养。教研组不断精进业务

能力。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殷志华)

阳曲县初中教育集团锦绣校区

组织赛讲促中年骨干教师德能双升

3月 7日下午，太原市晋

源区实验小学校召开了班主任

工作例会。学校德育部门相关

领导和全体班主任参加会议。

会议伊始，校长秦捷对班

主任们在工作中取得的累累

硕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

对本学期德育工作、少先队活

动、学生安全等工作做出了具

体安排。

接着，四年七班班主任张

思瑾为大家做了少先队活动课

设计的经验交流。张思瑾在刚

刚结束的太原市辅导员风采

大赛中荣获二等奖，她将自己

获奖的少先队活动课案例《快

乐劳动，传承美德》的备课及

参赛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经

验与全体班主任进行了分享

与交流。

随后，主任高燕对近期班

主任工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并提

出了具体要求。她提出班主任

在班级管理中，要注重培养学

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

惯。本学期，要继续把周一主题

校会的形式多样化，完善校园

安全、文明礼仪、文化传承等方

面的细化要求，作为学生常规

学习培养的目标。

周老师就学生问题、班级

事务管理等工作进行了安排。

鼓励各班主任积极引导学生加

强日常行为规范，争取在学校

评比中获得优异成绩。

大队辅导员张丽琼就“红

领巾争章”活动的细则对所有

班主任进行了讲解和要求。并

对三月份学校大队队会活动进

行了安排。

最后，秦校长要求班主任

们能认真开好每一次主题班

会，和孩子们有效沟通，及时发

现他们存在的问题，积极正面

引导解决问题，使班会效果落

到实处。

行者方致远，奋斗路更长。

本次班主任会议，让全体班主

任进一步增强了工作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有力地强化了班主

任的管理意识，也更好地为加

强班级管理明确了方向，进一

步促进了班主任团队专业化水

平的提高，为学校教育教学质

量的提升，奠定了更加坚实的

基础。

（本报记者 张丽闫珊）

太原市晋源区实验小学

召开三月份班主任工作例会

小学语文新课标明确提出

文化自信，要求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据资料显示，

小学阶段教材共选有古诗文

129 篇，占课文总数的 30%左

右，比原人教版增幅达 80%左

右，而且统编版教材古诗文内

容更加丰富。为学生的语文古

诗学习提供更广阔的空间，2月

27日，太原市小店区第三实验

小学语文组开展古诗作业巧设

计的教研活动。

本次教研由教师闫娜娜主

讲，她以课标为依托，结合学生

性格特点及学习要求，也对诗

词教学的作业进行了内容上、

形式上的创新，既让作业有了

“语文味”，又有了“趣味性”。

吟一首诗，赏一幅画，当

古诗和图画配合，就是一场

诗词大“绘”。同学们采用多

种形式将画和诗词结合在一

起，或是诗配画；或是手抄

报；或是书签，或是拼贴画，

无论年级高低，大家都兴味

盎然。既激发学生们热爱古

诗的情感，又让他们从中得

到美的启蒙。

诗词来源于诗人平时的生

活，其实把自己的发现和感受

及时记录下来，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难。同学们通过抄诗、仿

诗、自创诗等多个层面选择性

创作，既尊重了学生们的差异

性，又提升了他们的创造性。

通过这样的“创意改写”，

孩子们离诗，又更近了一些，无

论是千年前的古人，还是现在

的我们，对文字的敏感，都可以

是一样。如果能带着他们，在童

年里，从不同的诗里走一遭，也

不算辜负。

教师朱雅男结合自己的教

学实际，分享她将古诗词用飞

花令的形式朗诵出来，同时配

以手势舞，将文化、语言等多种

基础素质高度融合在一起，既

让古诗有了趣味性，又加深了

同学们对古诗的记忆。

教师薛彬结合自己的教学

实际，不仅让学生学习古诗的

画面及意思，也让同学们讲述

诗词背后的故事，这样可以激

发他们积累古诗词。孩子们只

有通过搜集资料才能深入了解

古诗，走近诗人，从而演绎出他

们的内心悲喜。这正是培养学

生古诗词鉴赏能力、联想能力

的有效手段。

校长郄慧芳最后对本次教

研给出了充分肯定。教师们能

够积极学习新课标，并能知己

知彼，努力践行课标要求，尝试

新理念。同时强调了，学前有计

划，学中有方法，从行动上要结

果，让孩子们落落大方地表达。

此外，一定要关注学情，针对学

校学生的真实情况多层次多角

度布置个性化作业。同时她还

提到了一些建议，希望教师们

能够更加用心钻研，思考“如何

提升孩子们语文学习的内驱

力”，让每一个孩子闪闪发光。

诗中有“情”，诗中有“画”，

诗中有“趣”，诗中有“梦”。不

断探索的作业形式，重在落实

学生的知识积累，夯实综合素

质的培养，让他们真正体会到

“学习”应该是“乐在其中”。但

对于作业的探索之路三小的全

体教师还要继续努力，只有那

样，诗词才能在孩子们的心田

不断开花。

（本报记者 黄晶
通讯员 闫娜娜）

太原市小店区第三实验小学

研讨古诗作业设计新招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课标新理念，落实“双

减政策”，提升素质教育，发挥大单元教学在

学科教学方面的积极作用，3月 7日下午，太

原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开展小学语文

“基于新课程标准大单元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教研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到省特级教师李小燕做专

题讲座。李老师以《基于新课程标准大单元教

学的思考与实践》为题，通过对语文新课标的

解读及其核心内容的把握，探索大单元教学。

在深入解析课标、挖掘教材、研究学情后围绕

大情境、大问题、大任务、大观念形成研讨，让

教师们从宏观上把握教材教法，增强大单元

任务群的建构意识，使单元教学学习任务群

和学习活动的实施融会贯通，做到既见树木

又见森林。

“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枯”，只有实

践与探索双交融，才能实现智慧与思维相碰

撞。教师根据学生素养发展设计不同类型的

学习任务的大单元教学，将成为必须积极面

对的课题和挑战。学校教师于研讨会后，结合

教学实践与名师进行深度交流，探讨了新课

程标准、语文核心素养与大单元教学的整合，

给学校教师今后的教学工作指出了更为清晰

的前进方向。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全体

教师深知语文大单元教学之路漫且坚，然道

阻且长，行则将至。在“大单元”理念的引领

下，教师们将继续勤于探索，在反思和学习中

进步，有力地推行大单元教学的有效实施，真

正把所思所想变成所做所得。他们将怀揣思

辨者的睿智，深耕者的精神，前行者的勇气，

在不断的学习、探索、实践中，步履铿锵，行且

坚毅。

（本报记者黄晶贾茹婷通讯员李晖）

怀仁市城镇第三小学校

召开新学期入职教师培训会

太原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

开展小学语文教学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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