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你开车看到一个孩子冒雨疾走，你
是一脚油门开过，还是停下来管“闲事”？
省锡中实验学校第二小学的教师肖舒怡
管“闲事”的小视频近日在微信朋友圈传
开了，温暖了不少人的心。日前，记者联
系上了这位才入职两个月的新教师，了解
了前因后果。

10月16日傍晚，天色很暗雨丝细密，
肖舒怡从学校开车回江阴。5点半左右，
开到江阴市福民路时，她看到路边有个孩
子用校服盖着自己的头和书包，在雨中匆
匆走着。肖舒怡说，她一直在考虑要不要
帮帮这个孩子。因为以前有过主动提供
帮助被拒绝的经历，她不敢贸然上前去。

“往前开了几百米后我想起来，车上学校
的车辆通行证可以证明我的身份，瞬间鼓
足了勇气掉头回去找孩子。”

肖舒怡在人群中看到孩子，摁了两声
喇叭摇下车窗喊住孩子后，这才看到校服
下是一个面容稚嫩的小女孩。“小朋友，我
送你回去可以吗？我是无锡一所小学的

老师……”肖舒怡向小姑娘说明来意并极
力证明自己不是坏人，只是想帮助她。小
女孩认真看了车辆通行证上学校的名字
后道了一声“谢谢老师”，坐上了车。

上车后，肖舒怡让小女孩指路往她家
的方向开并询问她独自冒雨回家的原
因。小姑娘解释，自己在校门口没有看到
家长来接就决定自己走回家，在坐上车前
已经在雨里走了20多分钟，如果一直走
到家大约还要40分钟。肖舒怡怕孩子的
家人着急，把手机借给女孩让她赶紧联系
家长报平安。女孩的妈妈得知孩子被一
位老师照顾着很安全，稍稍放下了心。原
来女孩的奶奶去学校接孩子却没接到，正
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孩子的母亲怕太过
麻烦肖舒怡，双方约定在离小女孩家不远
的一个小区门口等着女孩的奶奶来接。

在车里等待的大约20分钟里，肖舒
怡得知这个腼腆的女孩在江阴市顾山中学
上初一，可能和老师还不熟悉，在校门口没
发现家长后没好意思找老师。“我告诉了她

独自行动的危险性，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
如何正确处理。”肖舒怡说道。那天的晚
饭，肖舒怡的家人比平时晚吃了半个多小
时。“家人得知我管了闲事后提醒我，现今
好人难做，要以保护自己为先。我认为好
人虽然难做，但不能不做。”肖舒怡感慨，

“虽然我和这个小女孩一辈子可能只见这
一次面，但还是希望她在受到一点点帮助
后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以后也能力所能
及地帮助他人。” （陈春贤 受访者供图）

新教师“多管闲事”很暖心！

周
刊 ·07· 2020年10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 素馨 视觉 俞洋 组版 郑淑棉

作习

者师

物人

难忘军训
江南中学阳光校区初一（11）

班 杨振誉

在部队生活了半个月，我变化
很大，也成长了许多。

有一次，我所在的中队组织爬
云梯训练。那次，我因觉得手疼而
说：“我爬不动了。”班长知道后问
我：“你想不想爬？我知道，我逼你
爬你怎么也爬不好。”我一边蹲在
地上玩着蚂蚁、石子、绿叶，又一边
想着这件事。我想：男子当有阳刚
之气。我向来不是矫情的人，何必
为了那么一件事而思考那么久？
我爬！这一次我忍痛爬完全程。
那一刻，我觉得我成长了。

从部队回来的那天晚上，班长
休假了，是副班长送我到部队大门
口的。在转身离开的那一刻，我看
到副班长眼睛红红的，我也在车里
小声地哭了起来，这是分离的泪
水，也是期盼早日重逢的泪水。

（指导老师 胥竟贤）

人间天堂——呼伦贝尔
锡师附小阳光校区四（2）班

朱嘉林

说起呼伦贝尔，就不得不提到
大草原、根河湿地、呼伦湖与贝尔
湖。

呼伦贝尔大草原幅员辽阔、牧
草繁盛。碧绿的草原就好似一张
无比巨大的迎宾地毯，映衬着洁白
无瑕的朵朵白云，宛如一幅浑然天
成的优美画作；走近一瞧，无数头
牛羊低着头惬意地吃着草，它们生
活得多么休闲自在，无拘无束啊！

欣赏完大草原，我们来到根河
湿地。这片广阔的湿地即使在盛
夏，也是清新凉爽、舒适宜人。所
以，他可是一座天然的“蘑菇温
室”。瞧，肥美多汁的牛肝菌悄悄
躲在树桩后；形似一座莲花台的莲
座革菌喜欢群生在木头上，挨挨挤
挤的，又好似一簇簇小云朵；珍贵
的中药材——树灵芝，我可是第一
次见到它的真面目，它的模样橙里
透红，形状酷似一个大耳朵，真是
让我惊喜连连。

最后，我们前往呼伦湖和贝尔
湖。只见夕阳的余晖斑斑驳驳地
洒落在宽阔的湖面上，泛起了迷人
的金色光芒，在这静谧的环境里只
有浪花轻轻拍打礁石的声响，好一
片静悄悄的世外桃源。

（指导老师 宋凌云）

绿萝
金桥双语实验学校新城校区

三（4）班 周云瀚

我喜欢各种各样的植物，尤其
喜欢十分常见的绿萝。它既可以
养在泥土里，也可以养在水里。

绿萝四季常青。远远望去，它
像一顶美丽的绿色王冠，又像一朵
大大的盛开的绿色花朵。走近一
看，叶片呈心形，大的有小朋友的
手掌那么大，刚长出来的叶片紧紧
卷在一起，像一根针。叶片的边缘
很光滑，都长在藤上，藤向外伸着，
最长的可达十几米，节间有气根，
可以从空气中吸取养分。它的根
是白色的，带有一点浅浅的绿，像
极了一根又细又长的棉线。

虽然，绿萝不能像有些植物那
样开花结果，也没有扑鼻的香味，
但它四季常青，使人们感受到它的
勃勃生机。 （指导老师 华玉如）

惠山寺银杏
育英实验小学三（3）班 锡报

小记者 徐唯皓

惠山寺前有一棵古老的银杏
树，它已经六百多岁了。平时，它
静静地站在那里守护着惠山寺。
到了秋天，它便成为最引人注目的
风景。

来到树下，抬头仰望，叶子都
变成了金黄色，阳光一照，十分耀
眼。妈妈说：“好一棵黄金树！”我
说：“这是一棵薯片树。”爸爸听了
抚掌大笑：“像，真像！”

一阵风吹过，树叶从树上飘下
来，就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在空中
翩翩起舞，慢慢落到大地妈妈的怀
抱。不一会儿，地上便铺上了一层
金色的地毯，踩上去沙沙作响，十
分柔软。

我捧起一把向小伙伴撒去，大
家叫起来：“下雨啦！下树叶雨
啦！”大人们忙着拍照留念，小朋友
们欢快地打起树叶仗。古银杏依
然静静地立在哪里，树叶在微风中
轻轻摇摆，仿佛一位慈爱的老人，
微笑地看着时光的流转，历史的变
迁。 （指导老师 朱蔚玲）

上个周末，来自全市多所学校近300
名无锡报业全媒体小记者走进太湖国际
博览中心，采访第十届无锡文博会。传
承久远的非遗技艺、巧思设计的文创产
品让小记者目不暇接。各种有趣的体验
项目也让小记者大呼过瘾。

“能说出无锡钱氏出过哪些名人？”
“大家知道瞎子阿炳姓什么吗？”在参观
传世家训展区时，展区负责人汪堃便和
小记者展开了一场“抢答赛”，率先答对
的小记者均获得了一份印有传世名画的
文创奖品。

走进无锡美术馆展区，此次文博会
展出的均是版画作品。市书画院专职画

家郭瑞卿向小记者详细介绍了版画艺
术。“版画是一种绘画的形式，和我们平
时直接用笔在纸张上作画不同。需要作
画者使用刻刀或者化学药品，在版上雕
刻或者蚀刻出想要创作的画面，再拓印
到纸张。”

受邀参加文博会演出的国家一级演
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陈云霞接
受小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与锡剧的
故事。陈云霞为小记者表演了《珍珠塔》
选段，赢得了阵阵掌声。现场，小记者还
跟随陈云霞学习了锡剧《双推磨》的动作
和唱词。

（越苏）

小记者对话身边的艺术家

“喜欢泰小，始于颜值，而真正让我倾
心的是在泰小，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10月19日，泰山路实验小学从校长到师
生接连向学校表白，动情地讲述着自己与
泰小的缘分和故事。当天，是泰山路实验
小学的三周岁生日，校园里处处都有好风
景，全方位展示着泰山路实验小学与连元
街小学三年合作办学的成果。来自新吴
区教育局、市教科院、连元教育集团、合作
助学企业以及泰山路小学家长代表共同
为泰小庆生。

泰小办学三周年的庆祝主题是“美
好，从泰小开始”。场外丰富的展示热闹
非凡。在学校的操场上，一群孩子正在认
真操练着，随着出拳而发出的“哈”声清脆
响亮；校园内道路上，一群身穿交警服的

“小交警”整齐地做着交通指挥手势；学生
现场弹奏古筝，多名学生和老师现场展示
着书法技艺，引来一片赞叹。据该校老师
介绍，“泰山娃慧书法”是该校的亮点课
程之一。学校先后组织师生参加市“思
源”杯硬笔书法比赛，获奖者众多。“去年
我校挂牌成为‘无锡市硬笔书法协会教
育实践基地’，前不久无锡市硬笔书法协
会将我校作为驻地。”

场内多元展示收获了掌声阵阵。三
对不同时间来到泰小的师生演绎诗朗诵
《泰小，我想对你说》；情景剧《泥人缘》，讲
述泰山娃与惠山泥人的缘分；泰山娃与连
小娃二胡合奏的《光明行》，曲声悠扬；《木
兰诗》诵读和表演赞颂从古至今的巾帼英
雄的责任和担当……现场市教科院教研
员吕红日博士与一众教育专业人士开展
了微沙龙，共话新校创建路径以及未来努
力的方向，引人深思。

泰小办学三年，与师生共同成长相互
成就。戴嘉俊老师于2017年入职，三年
里捧回了区、市、省级等诸多荣誉，更深得
学生喜爱。他说：“是学校让不自信的我
成为了自信的戴老师。”四年级学生王艺
直言，特别喜欢学校丰富的课程和活动，
自己既是校足球队成员、二胡社团成员还
参加了STEM兴趣课。

新吴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泰山
路实验小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内涵
式发展道路，期待今后打造成一所学生开
心、家长称心、社会满意的一流学校。

（陈春贤）

泰山路实小开办三年
精彩故事讲不完

“公民同招”后，金桥教育集团的路怎么走？
董事长马自雄自信擘画未来：让普通的不普通 让优秀的更优秀

教育要公平而有质量。
老百姓的殷殷期盼在今年义
务教育阶段招生政策实施中
得到了回应：“公民同招”“电
脑派位”等一系列举措让市
民有了更多选择以及公平竞
争的机会。很多人不再看好
民办学校未来的发展。但在
金桥教育集团董事长马自雄
看来，当下正是民办学校发
展的好时代，金桥教育集团
在办学20年之际自信描画
未来，一幅特色发展路线图
呼之欲出。

行走的新闻课堂

今年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实施，对
民办学校来说或多或少存在影响，金桥教育
集团也不例外。

2000年4月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创
办，到如今金桥教育集团的教育规模不断扩
大，涵盖了3所幼儿园、3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2所培训学校，共11家教育相关法人单
位，办学规模和办学水平在无锡民办基础教
育领域居于前列，也受到市民的认可。“办了
小学，再办幼儿园，后来又办初中，我们对教
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人生早期12年的教
育，能为人的一生奠定基础。”马自雄如是感
慨。

学校乃至整个教育集团快速发展的契
机在2011年。“当时河埒校区共有6个年

级、19个班，市政府决定把学校整体搬迁至
12公里之外的太湖新城。搬不搬？各方意
见不一，但我觉得一定要搬，搬了，学校才能
有更好的发展。”马自雄说，“每个学生家访
3次以上，承诺搬迁后老师不变动，6年免费
接送，没有一名学生因学校搬迁而落下。”一
直以来，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开展双语教
育研究成果丰硕，近4年获得全国各大英语
口语比赛奖项700多个。此外，传统美德教
育、艺术教育以及注重兴趣、能力培养的校
本课程教育，还有交响乐团、棒球、机器人编
程等特色项目成绩斐然。

新政策实施，民办学校怎么走好今后的
路？马自雄说，他们已经在思考金桥的未
来，“要想，要敢想！国家的教育改革力度不

断加大，民办教育发展正处在一个好时代。
我们办学要结合教育规律、时代特点、老百
姓的需求、自身环境、自身能力等。”在他看
来，以往金桥的教育属于英才教育，招进来
好学生，配备好教师，会出好的教育质量、成
果。在“公民同招”新政策实施后，民办学校
招收的学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孩子基
础较为薄弱。金桥双语实验学校给这些孩
子充足的时间来适应学校的学习模式。“今
后学校要改变英才教育为大众化教育，让部
分自身条件有限、基础教育较为薄弱的学生
也能在学校的教育下得到更好的发展。我
们的努力目标是：实行个性化、差异化教育，
让普通的学生变得不普通，让一般的学生发
展得不一般，让优秀的学生更优秀。”

敢想 发展20年转变办学思路

“民办学校今后如果毫无特色，就没有
未来可言。”马自雄说。后续如何发展，金桥
明确了方向，具体应当怎样实施才能保持学
校高质量、特色化发展？“我们借校庆20周
年的机会，总结、体会，展望第二个20年，把
接下来20年的路开好头，让新一代金桥人
走得更好。”马自雄说。

在他看来，完成好近期金桥的办学布局
是第一步。根据金桥教育集团与江阴市青
阳镇人民政府的合作办学框架协议，将在该
镇创办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实验学校。今年
7月，无锡青阳金桥实验学校已开工建设。
此外，无锡鸿山金桥实验学校和鸿山金桥实
验幼儿园（暂定名）已经签约；宜兴校区也纳
入了集团规划的发展计划。“今后我们将继

续扩大初中规模，满足市民的教育需求。”马
自雄介绍，此外，集团还会充实每所学校领
导班子，让一批懂教育、对教育有感情，站位
高、眼光好又有能力处理事务的人才肩负发
展重担。

马自雄认为，民办学校今后发展还要清
楚自己的办学优势在于可以自主灵活、有个
性地办学。“灵活不仅在机制上，还有课程设
置、评价标准等方面都要灵活自主。我们就
要抓住选择性教育这一办学特色，让学校提
供的教育内容、方式等充满选择且有选择价
值，把家长的视线拉回来，让民办学校‘活’
起来。”

在此基础上，金桥今后依旧要牢牢抓好
教育质量，“应当无条件保障教育教学质量，

我们需要坚持把好全面、全员、全程的质量
关，把国家课程的培养任务完成好，探索校
本课程的特色化发展，重视对学生的兴趣培
养，形成金桥独有的质量评价体系，让兴趣
爱好成为孩子的职业、事业、志业。”他补充。

在师资竞争方面，公办学校给民办学校
的压力不小。金桥教育未来的发展计划中
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锤
炼出一支高效的教师团队。马自雄说，学校
会把钱用在提升教师收入这样的刀口上，更
加注重人文关怀，让青年教师在金桥大有可
为。“今年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初中和无
锡惠山金桥实验学校初中都在中考中拿出
了亮眼成绩单，而学校毕业班老师平均年龄
只有32岁。” （陈春贤）

敢为 发挥优势走高品质特色之路

10月19日，无锡市东林小学不同年
级的六个教室里多了一位特殊的“客
人”——一套“云课堂”录制设备。通过这
套设备，梁溪区教师发展中心的研训员们
可以实时看到原生态的课堂。梁溪区教
育局副局长周唯巍介绍说：“梁溪区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正在以‘深度学习，思维课
堂’为指引，全面探索线上线下的混合教
学模式。利用‘云课堂’我们可以充分了
解各教育集团课改的进展，各学校课堂教
学的实际情况，帮助学校查找共性问题，
制定课改策略。”

梁溪区教师发展中心信息部的张吉
老师利用平板向记者展示了如何远程观

看不同班级的课堂教学。“以往各科研训
员进校听课，会为了协调时间而进行调
课。‘云课堂’不仅可以实时远程观看，还
有录制保存在‘云空间’的功能，研训员可
以合理利用时间进行听课、评课。这样也
有效避免了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干
扰。”张吉说。

远程听完东林小学一堂六年级的英
语课，梁溪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英语研训
员李英表示，执教老师没有因为会“被听
课”而进行提前准备，她看到教与学充满
自然的痕迹。对于课堂中设计不妥的环
节，李英认为这有利于研训员从实际出发
去帮助教师解决课堂问题。听课后评课

信息会被各科研训员通过在线填表的形
式上传，教师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可以在后
台了解整体的听课情况。东林小学教师
王莹表示，被远程听课后，她可以上线查
看研训员的评课建议，及时了解课堂中存
在的不足，并加以改进。

除了突破时空的限制，梁溪区教师发
展中心小学数学研训员王琦认为，录制功
能为学科研训提供了真实的课例。“优秀
的课例和相关课件会被上传到‘梁溪名师
在线’，供全区老师学习借鉴。未来随着
课例的逐渐丰富和平台功能的完善，家长
和学生也可以通过‘云课堂’进行课后补
充学习。” （徐婕妤）

梁溪区利用“云课堂”优化教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