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济南市历城
区初级实验中学举行
了一场特殊的单元测
验。学生们同一时间线
上测试，老师线上阅卷
并反馈。这种全新的师
生互动是疫情期间该
校在线教学的常态。面
对学生们居家学习的
特殊性，历城区初级实
验中学积极利用互联
网为学生提供学习支
持，不断做出尝试和探
索，让孩子们防控、学
习"两不误"。

济南市历城区初级实验中学：

创新在线教学，防控、学习“两不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丛丛

打造“空中德育课堂”
培养"向善、向上"好少年

疫情时期，历城区初级实验
中学创新道德课堂的实践模式，
以党建引领德育建设，打造“空中
德育课堂”。

党员教师彭婷婷说，“我们无
法像医护人员一样逆行，但也要
坚守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奉献在
教育一线。”

线下，校长寇延臣和党员教
师们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

持每日校园值勤；克服困难购置
防疫物品；宣传防疫知识；每天到
社区“双报到”，为社区的防控工
作贡献力量。

线上，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李
铁军与党员教师们带头进行“空
中课堂”的辅导答疑，积极开展线
上家访，了解学生居家学习情况，
精准指导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在
做好各学科在线教学之余，带头
打造“空中德育课堂”。

政教主任宋晶晶说，“空中德
育课堂”把学生的知识能力提升
和道德品质塑造结合起来，确保
疫情时期学校德育工作不缺位。
在“空中德育课堂”上，可以讲一
个应对疫情的故事，给赴战“疫”
一线的“白衣战士”写一封信，进
行一次抗疫题材的演讲……丰富
多彩的活动让学生在疫情期间汇
聚正能量，绽放生命活力，促进身
心健康。

同时，学校德育团队负责的
“战‘疫’周播”及时上线。颜秋茹、
孟祥青、陈圆圆、尉青、赵晴文等
老师录制了各种学习视频，引导
学生接受自我教育、科学教育、公
德教育、生命教育、艺术教育及心
理健康教育等。一项项的课程增
进了师生感情，让亲子关系更加
和谐。距离远了，学校老师和家
长、学生的心更近了。

“空中课堂”重“趣”
学生学习轻松有效

为使学生们的居家学习生活
快乐而充实，各学科老师们利用

网络在教研中碰撞智慧、集思广
益，为学校的“空中课堂”出谋划
策。

老师们设计了以“趣”为主线
的课堂环节，让学生学习更基于
活动和生活，把日常生活与学习
融合在一起。比如，生物学科在复
习到病毒时，老师把新冠肺炎疫
情与病毒相关知识点进行融合，
让学生们学好知识也了解疫情；
地理学科让学生以照片记录生
活，发现生活中的地理现象。为增
加趣味性，每节课还会有1个通关
口令，这个通关口令为本节课的
重点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
兴趣。

“把每一节课落到实处，让每
一个同学都得到知识与思想的同
步提升。”这是所有老师们共同的
心声。每节课前，老师们认真备
课，寻求“最佳途径”，让每个同学
学得轻松有趣。教务主任郭红等
九位教师还为济南市历城区的

“空中课堂”录制了优质教学资
源。他们不辞辛苦，反复琢磨细
节，只为给学生最好的课堂。

初三六班的小源说，老师们
用视频插图等方式来帮助理解，很
新鲜。“比如我们语文的阅读课，以
前觉得名著比较晦涩，网课期间语
文老师专门为我们搜集了一些有
趣的学习视频，妙趣横生的讲述，
让我们爱上了名著阅读。”

送复习材料到家长手中
成立“学生成长共同体”

近日，历城区初级实验中学

初三级部平同学的妈妈在朋友
圈发了一段文字，“自认为在假
期网课上，平同学的学校是最好
的网课学校，老师是最好的、最
认真的、最负责的。”无疑，这个

“超长寒假”里，毕业班的学生和
家长压力是最大的。

为保证复习效率，各级部教
师团队尽可能做到分层辅导、分
层作业，为班里的学生量身打造
有针对性的辅导。考虑到个别学
生在导学案及复习学案的打印
上存在困难，老师们连续几天到
校分拣复习学案，送到家长们的
手中。

初三数学备课组长黄娜老
师，考虑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
反复研读资料，不断修改PPT，由
1 . 0版升到5 . 0版，录网课一直到
凌晨3点。她说，“愿我的付出，能
换得孩子们的成长。”

体育老师宋玉成，这段时间
先后完成了《实心球教学视频》
等多项体育中考项目的录制工
作。因家里不具备备课条件，宋
玉成做好防护后回到学校，“希
望毕业班学生的体育考试不丢
分，希望宅在家里的孩子们能在
运动中得到成长。”宋玉成说。

为了保障学生们的学习，学
校各级部由班主任统一协调，成
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班级任课老
师负责管理、家长积极参与的

“学生成长共同体”。老师与家长
共同对学生的思想、心理、学习
生活状况进行引导，家校联动，
全方位护航毕业班学生的学习
与成长。历城区初级实验中学教师在线教学。

在济南市舜耕小学，
英语教研组被誉为舜耕"
Super"教研组，11朵金花
团结一心，勇于改革，这
些年来，她们一直在用创
新擦亮着舜耕小学英语
教学这张名片。其中有"
五十岁再出发"的市教学
能手朱明艳老师，有以杨
婷、李震、张颖、段博宇、
崔苒、陈静、张冬燕为代
表的中坚力量，宋玉旭、
刘轶阳、徐芳靖则是年轻
的优秀教师。新冠肺炎疫
情袭来，线上教学展开，
这11位女教师也开始了
新一轮的创新，打造着有
趣的空中课堂。

济南市舜耕小学英语教研团队：

守正创新，让英语学习自然发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尹明亮

线上教学 趣味网课引
导学生主动学英语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如何保
护自己和家人？舜耕小学五年级
的小杭和妈妈最近刚刚结合这
个主题创作了一个英文绘本，并
与同学们一起分享，这也是小杭
同学在这个假期自主学习的小
成果。

这个假期，舜耕小学的孩子们
也都跟小杭一样，在老师指导下，
开展着各自不同的英语学习。根
据不同的年龄段特点，舜耕小学
的英语老师们为学生们设计了
不同的英语课程。“课程不同，但
目标是一致的，老师作为学习过
程中的引导者，要帮助学生们增

强自主学习的能力。”舜耕小学英
语教研组组长张颖介绍。

低年级的学生在老师引导下，
进行英语歌谣的学习，边唱边表
演，有的还担任线上小老师。在
中年级，教师化身主播，在线视
频精讲，随时给予学生自主学习
指导。对高年级的学生来说，利
用可选择的学习任务，拥有更多
展示自我的机会，如制定一天学
习计划，课本剧剧本编写、课外
英语阅读分享……学生乐于参
与，更加主动地去学习。

“让学生在丰富的语用环境中
学英语，让英语学习变成乐趣，对
我们来说，是一直遵循的原则，网
络教学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新的
场景。”张颖说，课堂化整为零，
学生的学习进度不同，作为老师
则要灵活应对，时刻做好准备，
压力确实更大了，但令他们欣喜
的是看到了学生的成长。“这个
假期，有的孩子变化很大，平时
上课不怎么发言，但线上跟老师
交流起来，活泼流畅了很多。”李
震老师介绍，眼下，老师们正在
筹备着英语闪亮小主播的活动，

“我们希望为更多的孩子提供一个
展示自己学习成果的机会，鼓励他
们更积极的学习。”李震说。

特色课程 创造在生活
中学习的“英语生态”

“在生活中学习，在真正的应
用场景中去学习，学生才有更多的
主动性，这是我们开展线上教学研
讨时坚持的原则，也是教研组在课
程创新时一直秉持的理念。”舜耕

小学英语老师崔苒介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语用

环境，教研组研发了独具特色的
英语戏剧课程，而为了让学生学
好课本的同时还能灵活运用，老
师们还对教材进行了二次开发。

英语戏剧课程如今已经是
舜耕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课程
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
和英语学科核心年龄段目标构
建了课程主题，低年级是儿歌表
演课程，中年级设置了童话绘本
表演课程，高年级则有经典戏剧
表演课程。“学生用英语戏剧表
演课本、生活中的故事，学生也
在表演中学习着英语、感受着社
会。”崔苒说。相对于英语戏剧课
程，在舜耕小学，英语老师们对
教材的应用同样体现着别具心
裁的创新。老师们通过“拆-删-
合-增”打破教材的局限，进行深
度整合，把教材中每个单元围绕
一个主题重新设计和二次开发，
把教材用“活”，用同样的课本教
出了不一样的效果。

“在舜耕小学，生态化教育
的理念贯穿于英语教学的始终，
其实无论是寒假的空中课堂、学
校自主研发的英语戏剧课程，还
是对教材进行重新整合设计，都
是遵循着让学生在应用中学习
的理念，培养学生兴趣，让英语
学习自然发生。”张颖介绍。

创新不止 探索最适合
孩子的英语教育

在舜耕小学，英语教学的创
新体现在每个老师身上，从教30

多年的朱明艳老师虽然年龄最
长，但依然笔耕不辍，她在低年
级没有教材的实际情况下自主
研发了低年级儿歌表演课程。

“孩子们喜欢的就是最合适的课
程。”朱明艳说。

张冬燕老师去年带的毕业班
成为区域内小有名气的“戏剧五
班”，如今她执教的四年级四班又
是个英语戏剧班……在舜耕小学，
学生们对英语学习的热情也诠释
着这个双语学校的英语底蕴。

教研组中，杨婷、张颖、段博
宇、崔苒老师已经成长为市中区
的教学骨干；陈静、张冬燕在市中
区课例研讨及各项展示中成绩优
异，成为区里小有名气的青年教
师；去年刚入职的宋玉旭、刘轶阳
老师获得市中区新教师展示课一
等奖……在老师们的共同努力
下，舜耕小学英语教研组也多次
被评为济南市“先进教研组”。教
研组设计的原创英语剧《害羞的
小玛丽》于2016年7月荣获“希望
中国”英语戏剧全国总决赛一等
奖，舜耕小学也被评为全国英语
戏剧研究示范基地，并在济南市
作为优秀教研成果推广。“十几
年来，舜耕小学一直是济南市市
中区唯一的双语小学，学校的英
语教学在济南市的小学中一直
比较出色，这离不开这一群优秀
的女教师，11位英语老师称得上
是11朵金花，她们遵循学生语言
学习的成长规律，让英语教学变
得更丰富有趣，正是她们的认真
和创新让舜耕小学的英语课堂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舜耕小学
副校长张绪昌表示。舜耕小学学生最喜欢的英语戏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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