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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

白雪莲：变一言堂为“百家讲坛”
爱讲台的管理者
代
表
花
朵

从 1995年正式踏上讲
台的那一刻起，白雪莲心
中就下定决心：要把每一
节课都上精彩，让孩子们
不虚度每一分钟。为了兑
雪
现自己的承诺，
在 23年的
莲
一线教学中，她始终坚持
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调整
花语：纯洁的爱
教学、更新教法。
在白雪莲的课堂上，很
少看到教师
“一言堂”的现
“人如其名”，说的正是 象，更多的是学生各自发表
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党总 意见，经过探讨、争论、倾听
支书记、语文教师白雪莲。 达成一致，得到共同的答
“纯洁的爱”是雪莲的花语， 案，这也是白雪莲最喜闻乐
这似乎也诉说着白雪莲对学
“我希望孩
生、对讲台的爱。从一名普通 见的课堂氛围。
子们在我的课堂上，
上得起
教师到如今的管理干部，不 劲儿，每个人都在参与、
在
同的角色仍旧不能动摇她坚 思考。”这带给她巨大的成
守讲台的决心；一次次地自
我学习、自我改进，白雪莲的 就感和喜悦。做到这一点，
目的也只有一个——
—让学生 白雪莲经过了多次前期学
“以前我是不喜
爱上语文课，让课堂变为“百 习和调整。
欢学生们课前预习的。”
为
家讲坛”。
了让学生对每次学习的课
文保持好奇和新鲜感，在初

期任教的那几年，白雪莲并
不鼓励学生们提前预习。但
渐渐地，她发现，一些本可
以课下完成的基础性问题
反倒占用了课上太多宝贵
的谈论和互动时间，让课堂
变成“基础补习班”。在意识
到这一问题后，她开始注意
其他教师以及其他学校教师
的做法。“有的老师尝试让学
生们做预学习，就是解决课
文里的一些生字词，熟读文
章。”这种做法很快被白雪莲
“复制”，由此，课堂上发生了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解决了
基础知识的问题，孩子们在
课堂上开始能够关注一些重
点句、关键词和课文联系的
问题。”深度的思考让课堂变
成学生们发表己见的“辩论
场”，各自火花的碰撞让课堂
沉淀出更多有内涵的结论，
越来越向语文的学科核心素
养靠近。
在尝到课前预习的甜
头后，白雪莲继续优化课前
学习预案，以递进的方式为
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安排

分层预习任务，比如，薄弱
的学生只解决生字词、能力
稍强的学生可以阅读一些
类似作品和读物等。在这样
的分层预习下，她在课堂上
对学生的把控更加游刃有
余，教学效率进一步提高。
对课堂教学的不断揣摩
和改进是白雪莲的一种执
著。当被问及为何如此时，她
的答案很简单：
“希望孩子们
喜欢我的课，如果这节课孩
子上完觉得无所谓，我就会
觉得很失败。”如今即便已经
晋升为党总支部书记的她，
也依旧坚守教学一线，因为
对她来说，讲台才是她的第
一主阵地；和孩子在一起才
是她真正的快乐所在。
“
学习是一种惯性”

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
白雪莲曾利用课余时间在
首都师范大学进行了“汉语
言文字”专业大本学历和大
学英语第二学历和“小学教
育教学课程”的研究生课程

班进修。除了对老本行的
“深加工”外，她还自学了英
语这一第二学历，白雪莲直
言：“刚毕业，学习已经成为
一种惯性了。”这种惯性在
她 23年的工作过程中也依
旧保持。
曾经也是一名青年教
师的白雪莲，多次请区教研
员进班听课，为她指点迷
津。“每学期都会请来教研
员，1至 2个 月 就 会 来 一
次。”在专家的指导下，她的
进步很快。在成为一名干部
后，白雪莲也不忘将青年教
师带上自己曾经走过的路。
“我也会定期为老师们请来
教研员进班听课，学校内的
骨干教师也会一对一帮扶
青年教师。
“学习是甜的。”白雪莲
在用自己的领悟感染着身
边每一位师生，也在用自己
对教育事业的一份热心、对
学生的一颗爱心、对未来执
著的进取心为教育事业再
添一份光辉。
北京晨报记者 刘佳

（上接 B10—11 版）

2018 北京高职自主招生大型咨询会将于本周日举办
29 所院校招生负责人为家长答疑解惑

近日，北京晨报记者从北京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获悉，2018年高职
自主招生咨询会将于本月 11日在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今
年，北京市共有 29所院校参加高
职自主招生，且现场将会免费发放
共计 10000份会刊。
据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
此次咨询会是为了帮助考生能够
更详细地了解今年北京市自主招
生各院校的报考流程、录取原则、
优势专业、学生就业等具体情况，
满足考生及家长了解招生学校情
况和报考政策信息的愿望，为其提
供与高职院校老师面对面沟通的
机会。
“高职自主招生”是经教育行
政部门批准、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
高职院校完全自主进行的招生形
式。据悉，2018年北京市高等职业
教育自主招生报名时间调整为 3
月 18日至 22日，较往年报名时间
推迟一周左右，每名考生限报 1所
院校。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要在规
定时间登录招生院校网站报名，成
功后携带相关材料于 3月 24日至
25日到指定地点办理现场确认手
续。考生要认真、慎重填写报名表，
对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高职自主招生院校采取不同
的入学考试评价办法，如采用笔试
和面试等形式，内容以综合能力测
试为主。2018年，各校初试日期统
一定为 3月 31日上午，并于 4月

10000 份会刊现场免费发放

2日前各校完成复试。自 4月 12
日起，院校和考试院将同期公示预
录取名单；未完成计划院校及考试
院公布剩余计划信息。未完成计划
院校征集志愿工作将从 4月 12日
至 4月 30日进行。其中，4月 12至
15日为报名时间，4月 21日上午进
行初试，4月 23日前完成复试。考
生要根据报名高校要求，按时参加
考试。
据介绍，招生院校按德智体全
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结合考
生高中阶段学习情况及综合测试
成绩，自主确定录取方案。此外，按
教育部和北京市艺术类专业招生
相关要求，高职自主招生中的美术
类专业要在美术统考合格的基础
上录取考生。被高职自主招生录取
的考生不再参加当年高考。未被录
取的考生可继续参加当年高考。
如果高职自主招生院校计划
未完成，将启动征集志愿招生流
程，公布院校未完成计划信息。征
集志愿报名时间为 4月中上旬。
咨询会时间：3月 11日上午
8：30-11：30
咨询会地点：北京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体育场
乘车路线：乘地铁至苹果园
站，换乘 336、977、972、运通 112、
运通 116路汽车在石景山南宫站
下车即到。
联 系 电 话 ：51511538、
51511539、51511225

招生学校名单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北京吉利学院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首钢工学院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北京晨报记者 王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