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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在行动·学校教育篇

校长说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小学：

社团活动赋能学生个性成长
随着“双减”政策的全面落地落实，学校管理不仅面临新挑战，更迎来新机遇。如何让孩子的

“学科学习”与“个性成长”相得益彰？如何让校园生活更加丰富有趣而不是乏味漫长？我校积极
探索，努力整合学校、社会、家庭优质资源，着力聚合教师、家长、学生广泛共识，通过开展多彩社团
活动，赋能学生个性成长。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
康成长是“双减”工作的根
本目的。

健全学校教育质量服务体
系，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
课后服务水平、提高课堂教学
水平是重点。

兴仁小学积极落实“双
减”试点工作要求，充分挖掘
学校潜力，凝聚助推合力，
奋力提供体现办学特色的课
后服务。学校充分激发广大
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实施个性化作业辅导和

“立美+社团活动”，努力满足
学生不同学习需求，切实增强
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和有效性，
让学生在个性发展中享受童年
幸福，发挥出学校教育的主阵
地作用。

刘卫锋

因校制宜，强化顶层设计

“双减”既要整体推进、步调
一致，更要尊重校情民意、强化
顶层设计，彰显“一校一策，一班
一案，一人一事”的校本化行动。

统筹安排课后服务。本学
期我校在职教师119名，共有
115名教师参与服务。期初教
学部门将课表、“课后服务安排
表”“社团活动安排表”同时编
排、印发。学校还成立了“双减
工作领导小组”，从周一到周
五，每天安排一名带班领导具
体统筹延时服务管理。

分层设置社团活动。我校
课后服务涵盖“学业辅导、体育
锻炼、劳动实践、综合素质拓
展”等内容，其中第一课时为个
性化作业辅导、第二课时为“立
美+社团活动”。我们积极探
索以“班级趣味社团”“年级走
班社团”及“校级提优社团”为
主体的“三团共建模式”，促使
人人有项目、周周有活动、天天
有进步，让立美家园的每一间
教室成为兴趣发展的乐园，每
一片区域成为个性成长的舞
台。“班级趣味社团”由各班主
任结合学生年龄和班情特点，
开设“棋类、球类、书画类、语言
类、影视欣赏”等社团活动课
程，具体时间、地点由班主任统
筹安排。“年级走班社团”以同
年级或同学段学生为主体，由
本年级“学科骨干老师”辅导，
为学生定制活动项目，如低年
级的“书法、美术”等、中年级的

“鼓号、合唱、写作”等、高年级
的“数奥、科创”等，着力构建全
校各学科、各年级特长学生人
才梯队。“校级提优社团”是面向
全校具有一定特长基础的学生，
以进一步提升个体兴趣特长和
学校办学品质为指向，突破班
级、年级界限而组建的社团。本
学期为了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最
大化满足学生和家长的个性化
需求，“校级提优社团”的数量从
原来的19个增加到31个，活动
项目更加多元多彩。

引进校外辅导资源。一方
面我们积极与兴仁镇文化中心

联系，他们推荐了“木刻年画、
板鹞制作、剪纸”等有专业能
力更有教育情怀的民间艺人加
入我们辅导团队。另一方面各
班家委会也积极响应，引荐了

“街舞、跆拳道、吉他”等一些深
受学生喜爱的项目辅导校外志
愿者。试用两个月后，我们为
经考核合格的校外辅导老师颁
发聘书。

勠力同心，强化责任担当

态度决定一切。全面推进
“课后服务”工作、开展丰富多
彩的社团活动，需要凝聚广泛
共识、形成强大合力，我们力争

“三个到位”。
思想认识到位。社团活动

是我校立美特色文化建设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双减”东
风，进一步优化课后服务管理、
推进社团活动开展，是学校文
化发展的行动自觉，更是“双
减”落地的教育担当。通过召
开期初“双减”落实动员会和社
团活动专题会统一思想、形成
共识，为社团活动正常开展提
供思想保障。

管理跟进到位。我们把社
团服务纳入全校课后服务统一
管理。每次活动，要求辅导老师
做好活动记录。有学生迟到或
缺席，要及时联系班主任了解原
因，确保从班级到社团的无缝对
接。学校值日领导、分管领导通
过听随堂课、查看活动记录本、
问询学生等进行常态化巡查，一
旦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提醒。

借力推进到位。我们一方
面加强过程考核，另一方面借
助领导调研、外出比赛、对外观
摩、展演等平台，加速推进社团
自身建设。本学期以来，古筝、
绘画、手工、鼓号社团的精彩展
示，受到来校调研工作的各级
领导的高度赞誉；由灯彩、古筝
社团呈现的“党的光辉照我心”
综艺展示，在省中小学生品格
提升工程现场会上备受好评；
朗诵社团音诗画节目《追寻新
安旅行团》，参加“童声里的中
国”现场录制，近日在央视播
出。在区“三独”比赛中，我校

舞蹈、声乐、器乐社团，均有1
人获一等奖。

合辙共振，强化活动保障

社团活动是一项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工作，由于活动内容多元
性、灵活性，时空利用具有特殊
性，需要多方保障方可行稳致远。

调整活动时间。为确保每
次社团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
时，我们在试行两周后，广泛听
取老师意见，将校级社团的活
动时间由原先“课后服务”的第
二时段，统一调整为每周二、
三、四下午的“四点钟课堂”
（4∶00~5∶00），这样最大化兼
顾到各年级的放学时间，其中
周二为校内老师辅导为主，周
三、周四为校外老师辅导为主。

严控作业总量。我校出台
作业总量管控机制，每周集体
备课时必须专题研讨作业内容
和形式，每天以班级为单位，以
班主任为责任人进行公示。把
每天的作业时间严格控制在规
定范围以内，以保证社团活动
时间充裕、顺利进行。

深化家校合作。借“双减”
之力，进一步引导家长参与学
校管理，争做孩子成长的好家
长、大朋友、引路人。我们通过
健全和完善家委会制度，建立
全天候的家校沟通机制；集中
召开年级家长会，发放家长反
馈表，开通家长热线，努力达成
科学育人的广泛共识；成立“太
阳花妈妈成长营”，以点带面，
全面提升家长素养。在近日举
办的“太阳花妈妈成长营活动
暨家长话‘双减’交流分享会”
上，家长们充分肯定我校“课后
服务工作”，并对社团活动提出
了宝贵建议。

“双减”只减学生过重负
担，不减责任、不减质量、不减
成长；“延时”不能只延长服务
时间，更要延展服务的深度、广
度和效度。我们牢记初心使
命、秉持儿童立场，用多彩社团
扮靓立美家园，让个性成长穿
越幸福童年。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小学校长
顾建锋

曾经的我，在教育之路
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不知
何为远方。

正当有些迷茫和彷徨时，
我遇见了一群奔跑者。尽管
奔跑的速度有快有慢，所处的
位置有先有后，但所有人都姿
势一致、奋力向前、充满生命
的力量。这就是华应龙名师
工作室“化错教育”团队。

我惊叹：奔跑，原来是人
生最美的姿态。我好奇：前方
会有怎样的风景？我幸运：我
加入了这支奔跑的队伍！

华应龙老师是这个团队
的领跑者。他在全国拥有数
以十万计的“华粉”，他的“化
错教育”在全国教育界拥有
广泛的影响。

这个团队里，仅特级教
师就有约20位，大多数成员
是全国各地的名校长或名教
师。但所有人都珍惜一个共
同的身份——化错教育的研
究者、实践者，不仅热爱儿
童、迷恋学科，而且谦和内
敛、彼此欣赏。像我这样跟
在队伍后面的小辈，非但在
心理上毫无压力，还总能得
到师父的特别指导和伙伴们
更多的帮助。团队中的每一
个人，在师父人格魅力的影
响与濡染下，都如那“君子谦
谦，温和有礼，有才而不骄，
得志而不傲”的君子兰！

作为领跑者，师父前进
的速度无人能及，给整个队
伍注入了无穷的力量。我们
追随着师父的脚步，做“坐”
得住的人：闭门即是深山，读
书随处净土；做“思”在数学
的人：不思考不能寐，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做“心”在课堂的人：课课求
超越，一课一高度，课不润人
誓不休；做点亮孩子心灯的
人：错若化开、成长自来，让
每个孩子心里温暖又明亮；
做人课合一、度人度己的人：
既用数学育人、也用数学修
身，还用数学立命……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走
得更好”是化错人的格局与
胸襟。读到好书或者好文
章，师父总是第一时间推荐
我们阅读，上面留着带着温
度的批注和感悟；研究了新
的课例，师父第一时间发布，
诚恳地邀请我们参与讨论、
提出批评；师父还自谦“不会
写文章”，“逼”着我们提修改
意见……师父如此用心良

苦、至真至诚，我们感动着、
幸福着、行动着，一篇又一篇
课例、文章如接龙般在群里发
布分享。在这方用真性情营
造的空间里，我们不仅能听到
发自内心的赞美和欣赏，更多
的则是中肯、真诚的建议和批
评，令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常常由衷生出“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的感慨。

化错人更是有使命担当
的人。2020年，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让全国小学生不
得不居家学习。师父忧心忡
忡地带着我们思考：我们该
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师
父带头亲自为全国小学生写
了《数学阅读是会思想的游
戏》《阅读数学，没读懂也有
收获》等系列文章，李培芳、
刘伟男、严亚雄、孙敬彬等师
兄、师姐也紧跟师父步伐，一
篇又一篇文章在公众号相继
推出。面对越来越多的徒弟
自发加入了推荐阅读的队
伍，师父指导李培芳师兄连
夜列出100多本中外优秀数
学课外阅读书目。众人拾柴
火焰高，半日之内写作任务
就被一领而空。为了使文章

“学生读来不觉深、大人读来
不觉浅”，师父带领李培芳、
孙敬彬师兄和严亚雄师姐组
成了审稿小组，对每篇文章
反复推敲、修改润色。这份
由团队用心写就的空中礼
物，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有温
暖与慰藉，更有“把灾难当教
材、与祖国共成长”的思考与
启迪。我们满怀着对祖国的
热爱，坚守着对教育的初心，
享受着手拉手、一起走的温
暖，也共同描绘着“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的成长愿景！

一个人也许可以跑得很
快，但这样一个刷新着认知、
打开着眼界、挖掘着潜力、唤
醒着内心的优秀群体，一定
可以带动每个人跑得更远。

其实，有意义的人生就
该选择奔跑。唯有跑起来，
才知道风有多欢畅、汗有多
汹涌、道路有多宽阔，而胸怀
又有多宽广……

我们到达的每一站，也
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又一个
新的起点。

追梦，我们将一直在路
上……

南通市新区学校
谢红芳

短评

教育随笔

前行于追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