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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新闻课堂

我看老师们做操
五爱小学五（8）班
锡报小记者 马歆妍

一到六年级都有表演，精彩纷
呈。一年级组跳得十分优美，队形
配合非常和谐；二年级组充满活力，
青春十足；四年级组跳了啦啦操，看
起来整齐又不失活泼；三年级组和
六年级组虽然跳的是缓慢的养生
操，却也能锻炼身体。

当然，五年级组的表演最令我
难以忘怀。表演以故事的形式展
开：办公室里，3班的班主任金老师
正在批作文，忽然他伸了伸懒腰，对
全屋子的老师们说：“唉，批作文真
够累的，我们去活动活动吧！”于是，
老师们便纷纷响应，起身活动起
来。镜头一转，来到走廊里。快看，
第一个走出教室的不就是我的班主
任老师吗？只见她脸上挂着灿烂的
笑容，弯弯的眼睛里散发着智慧的
光芒，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老师
们开始跳舞，他们在走廊里排成一
列，一会儿晃晃肩，一会儿做个神气
十足的拉弓动作。只见带头的金老
师扭扭屁股扭扭腰，看着他那滑稽
的样子，我的嘴角忍不住渐渐上
扬。他又对着镜头做了一个夸张的
表情，我捧腹大笑起来。

我要向老师们学习，每天健康
锻炼十分钟，快乐生活一辈子。

（指导老师 虞薇）

老师跳操
五爱小学五（8）班
锡报小记者 沈昊忱

放学回到家，刚一写完作业，妈
妈就招呼我看一个我们学校老师跳
操的视频。老师跳操？我一听便来
了兴趣，瞪大好奇的双眼，饶有兴致
地看了起来。

最有趣的要数我们五年级组。
视频中率先亮相的是我们的班主任
老师，她面带标志性的灿烂微笑，和
蔼地对着镜头打招呼。二年级时教

我们数学的秦老师紧随其后。就这
样一个接着一个，所有老师悉数登
场。踩着律动的节奏，老师们有力
地舞动起来。领操的金老师时而扭
扭腰，时而点点头，时而摆摆手，像
是在跳探戈。他那滑稽的样子让我
捧腹大笑。看着老师们如此富有活
力，我心生羡慕，真想加入他们一起
舞动。我们也要向老师们学习，学
习他们热爱生活、健康生活！

（指导老师 虞薇）

老师，你跳舞
的样子真是“萌”

五爱小学五（1）班
锡报小记者 余果

你见过老师跳舞的样子吗？你
见过一群老师跳群舞的样子吗？

最近我们学校公众号发了一则
头条新闻：“洋溢青春气息 荡漾活
力赞歌”——老师们在跳养生操！
我急忙问妈妈要手机，兴奋地打开
那条视频，果不其然，一位男老师出
现在了屏幕中。只听他高呼一声

“小姐姐们，出来运动了”，几个靓丽
的女老师就离开了办公室。你猜猜
这位老师是谁？嘿嘿，他不就是四
年级时教我们语文的杨老师吗？就
在这时，屏幕瞬间转移到了二楼的
平台上。一群男女混合的“乘风破
浪小分队”就这样带着一股青春的
气息扑面而来。随着欢快的歌声，
舞蹈开始了。看那最引人注目的杨
老师，他有节奏地摆动，让人忍不住
笑起来。第二支舞快结束时，杨老
师还给我们比了一个可爱的小心
心。哇，简直萌呆了！我情不自禁
地在手机这端鼓起了掌！

（指导老师 朱永兰）

轻松运动 快乐工作
五爱小学五（8）班
锡报小记者 顾成溪

我看了学校组织全体老师开展

的“轻松运动，快乐工作”室内操活
动后，觉得最有趣，最有看点的要属
五年级组的乘风破浪团队。一开
场，3班的金老师在办公室内批累了
作业，于是把笔一扔，伸了个腰，随
后召集大家一起来活动筋骨。我们
的英语老师欢快而有力地挥动着胳
膊，接着我们英俊潇洒的数学老师
也上场了，老师们伴着旋律手舞足
蹈了起来。室内动感十足，室外的
走廊上同样是老师们的舞台。体育
老师一召唤，只见美女老师们纷纷
走向走廊，首先出场的是我们资深
的语文老师，她面带微笑，挥舞着双
手，一改往日严厉的画风，像个活泼
可爱的小姑娘。随后，一个个老师
闪亮登场。看到这，我激动不已，他
们大起大落地舞动着，每一个舞姿
都呼呼作响，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
力量！

我们要向老师们学习，积极向
上，学习健康两不误，做个快乐的

“五爱”人。 （指导老师 虞薇）

加油吧，
乘风破浪的老师们

五爱小学五（2）班
锡报小记者 周凌薇

哎，我发现了谁？刘老师竟然

也在。刘老师平时文文静静，看起
来不怎么爱动，竟然也跳得有滋有
味。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刘老师是
众老师里面跳得最好的。只见她舞
动身体，翩翩起舞，动作又好看，又
标准，让我这个学生都为她惊叹不
已。这还是平日里那个严肃的刘老
师吗?除了刘老师，我还看见了丁老
师，噢，居然还有张老师！

我不由地在心中呐喊：老师们，
在为我们付出的同时，请不要忘了
自己，就像这次一样尽情地释放自
己，让疲惫的身体彻底放松，请一定
照顾好自己。 （指导老师 刘慧）

活力的舞姿
别样的老师
五爱小学五（3）班
锡报小记者 郑雯月

“呵呵呵”“哈哈哈”……妈妈正
捧着手机笑得前俯后仰。我十分好
奇，“雯雯，快来看老师们跳的室内
操，实在太有意思了！”妈妈朝我挥
挥手，招呼我一起看。

原来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开展
的“轻松运动，快乐工作”室内操活
动的视频展播。养生操，简单实用，
健康至上；韵律操，活力四射，欢乐
无限。我抢过妈妈的手机，翻来覆

去地欣赏了好多遍，还是觉得自己
五年级老师们的室内操最有创意，
最具动感。

我们风趣幽默的班主任金老师
可是里面当之无愧的男一号！瞧，
情景表演开始了，他批着作业、放下
红笔、晃动脑袋、转转胳膊，大声招
呼办公室里的老师们起来运动，把
老师们日常工作的疲惫辛苦演得活
灵活现。看，室内操开始跳了，他一
马当先，站在队伍的第一个，跟随着
音乐舞动起来，那一挥手、那一摆
臂、那一摇头、那一扭腰，动感十足
的舞姿，认真的神情，紧紧吸引了我
的目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我也忍不住跟着一起踩着
节奏，扭动起来，运动一下，出出汗
水，真好！视频里，美丽的陆老师，
严肃的袁老师，温柔的王老师……
都在一起跳着，一起舞着，一起笑
着。 （指导老师 金晓磊）

“舞姿实力派”，
你最想为谁点赞？

五爱小学五（1）班
锡报小记者 邓锦辰

五爱小学五年级全体老师是一
个“乘风破浪”的教研团队，他们随
着律动的音乐，一个个离开办公桌，
开始跳起欢快的舞蹈！每一个动作
都充满力量！老师们用满分的生活
态度和美丽的舞姿换来了同学们热
烈的掌声，这掌声响在了我们每一
个学生的心中，老师们利用繁忙的
工作间歇时间，为自己蓄能充电，向
我们展现了他们另一面精彩的样
子，我们打心眼里喜欢，我们打心眼
里佩服！

除了五年级老师们精彩的展
示，其他年级老师的表现也堪称完
美。一年级组老师用最传统的音
乐，最简单的动作，诠释了最易上手
的室内操；二年级组在元气满满的
律动音乐中展示了他们蓬勃的朝
气；三年级组的养生操在“拍、转、
敲”的动作中轻松实现动一动，迈向

健康之路；四年级组老师的韵律操
无不洋溢着青春与活力；六年级组
全体老师在简易的养生操中伸伸胳
膊、转转头，工作健康两不误，还有
一支五爱小学俊男靓女组成的“乘
风破浪”的小分队。我要问问你了，
你心目中的“舞姿实力派”，到底是
哪个组呢？ （指导老师 朱永兰）

第一次看老师做操
五爱小学五（8）班
锡报小记者 吕玥奇

放学刚进家门，妈妈就兴奋地
向我喊：“快看，快看！你们学校组
织的活动，老师们做操了!”我一
听，激动极了，老师们做操？我立
马飞奔过去一睹老师们的迷人风
采。

一年级组老师跳的“养生操”，
搭配传统音乐，看起来实用易上手；
二年级组的老师朝气蓬勃，舞步轻
快；同样选用“养生”主题的三年级
组老师动作舒缓，老少皆宜；四年级
组的老师节奏欢快，动作动感……
各年级老师们各显神通，尽情展现
精彩舞姿。

其中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非
五年级组莫属了。老师们从办公室
鱼贯而出，在走廊里整齐排成一排，
统一黑T恤牛仔裤，看起来酷劲十
足。五（3）班班主任站在最前面带
队，没想到他虽然看起来胖胖的，
但做起操非常灵活，只见他时而舞
动手臂，时而手指天空，时而扭扭屁
股……丝毫不逊色于专业教练，老
师们脸上洋溢着笑容，跟着音乐节
奏舞动着，动作整齐有力，散发出无
尽活力，像一群活泼天真的大孩子。

没想到生活中的老师们原来那
么可爱啊！我们也要像老师们一样
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热爱运动！

（指导老师 虞薇）

这学期她从堰桥初级中学被调
到了西漳中学任教，上的每堂班会课
都变成了年轻老师抢着听的“公开
课”，有时教室里坐不下了，有些老师
就趴在教室外的窗台上听。记者当
天在西漳中学听她分享了班主任工
作的智慧。“班主任是沟通好师生、师
师、生生、家校等各方关系的重要一
环，当好班主任就是学会处理好这些
关系，诀窍就是学习不停，用爱和耐
心以家长接受的方式和孩子明白的

方式开展工作。”她认为，当班主任有
三重境界：管形、抓心、育神，从手中
有刀到手中无刀心中有刀，再到最后
心中无刀、人刀合一，“我起初管理班
级十分严厉，现在正在追求‘育神’这
一重境界。”胡文珠笑道。

她的徒弟刘亚波现在和她共同
担任初二（8）班的班主任，两个多月
已经感受到师傅的深厚功力。升入
初二后全年级重新编班，班里有个调
皮鬼上课总忍不住讲话、扔纸条……

影响了周边一片人。“几位任课老师
都急着多次建议给这名学生换个座
位。我心里也急，和胡老师提了几
次，但她没有任何动作。那一周我觉
得我们在班级管理理念上有冲突，我
很焦虑。”刘亚波说，“过了一周，胡老
师终于亮出了‘法宝’：分小组。”

胡文珠的分组大有玄机，耗费了
一下午与每位任课老师、班委沟通，
从学生中选出12个自律、责任感强
的学生担任小组长，各组组长可自主

挑选组员，设计组名和口号，但要求
他们对组员负责，对组员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等做好提醒、监督。“一个小
组长主动挑了那个调皮鬼，胡老师和
我都提醒过他，选了他就要负责好。
现在小组已经发挥作用了，不用我一
直盯着，这个调皮鬼在小组的督促下
能按时交语文作业、上课不睡觉了，
他周边的同学不受影响，整体向好发
展。”刘亚波说。

（陈春贤）

做好年轻班主任的引路人

11月 7日，来自省锡实一
小、省锡实二小、天一第二实验
小学等多所学校的50名无锡报
业全媒体小记者走进惠山消防
大队，零距离学习消防、感受消
防、体验消防。

小记者们在消防员的带领
下参观了消防车以及消防员的
生活区。当看到方方正正的

“豆腐块”，小记者们连连发出
赞叹：“我参加过军事夏令营，
这个豆腐块真心不好叠，我练
习了好久……消防员哥哥都太
厉害了。”

消防员们在火场中奋力救
援的身影，每每回想起都让人
印象深刻。惠山区消防大队优
秀士官陈宝奇，曾在前年用自
己的身体充当垫子，保护欲轻
生的男子，被称为“肉垫哥”。
在活动现场，他不仅给小记者
们详细介绍了各类消防车的用
途，还讲述了自己的救援故事，

当被问到“害不害怕”时，他说：
“说不怕是假的，但责任感战胜
了恐惧感。”

挺拔的身姿、迅速的反应
是每一位消防员在救援现场所
显露出来的英雄本色，然而在
这背后却是每天风雨无阻坚持
8小时的训练，小记者们跟着消
防员一起参与了一次练习。只
见消防员扛起6米高的梯子迅
速跑向训练塔一架，蹭蹭蹭3秒
就上了楼。小记者们在消防员
的指导下进行攀爬训练，没有
一个退缩害怕。当得知看着不
长的两节梯有60斤重，小记者
纷纷感慨：“我的体重有60斤，
消防员叔叔等于扛着我每天在
跑步，太厉害了。”

通过这次活动，把消防安
全课和社会实践课融合到了一
起，小记者们在寓教于乐中了
解消防基本知识，增强了消防
安全意识。 （章锂娜）

消防零距离，
小记者走进惠山消防救援大队

当了29年的班主任她总结出三重境界：管形、抓心、育神

用智慧为学生健康成长筑基
前不久，“感动江苏教育人物——2020最美班主任”宣

传表彰活动在南京举行。无锡市堰桥初级中学教师胡文珠
从全省181位优秀教师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市唯一一位获
此殊荣的老师。她就是本报此前报道的给学生发生鸡蛋当
期中奖励、布置孵小鸡作业的老师。她以一句话总结自己
近30年班主任的历程——坚守人师初心，永葆快乐童心，涵
养教育慧心。

胡文珠认为，当好班主任要有一
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挖掘生活中的育
人素材。当班主任免不了碰到突发情
况，胡文珠不仅能顺利解决问题，更将
育人功效发挥到极致。今年暑假放假
第一天，她班上一位学生家长获得了
由他儿子代表班级颁发的奖状，授予
他为他们班的“人生导师”。家长高兴
地连忙把奖状发上了朋友圈。

这张奖状背后的故事起初并不
美好。今年5月，胡文珠连着两天在
外开会，班里学生小杰（化名）课间路
过同学小宇（化名）时拍了他一下，由
于手下没轻重，小宇脾气上来就和小
杰扭打在一起，被同学拉开后小宇脖

子挂了彩。胡文珠回校后立即处理
此事，先找小宇还原事实真相，“他陈
述了事实后说的第二句话就是：自己
当时没控制好情绪。周四发生了这
件事后我一直没接到他家长的电话，
询问得知他父亲认为男孩子之间只
要不是打群架，开个玩笑，打个架很
正常。”胡文珠又找到小杰听他陈述
事实，把小宇和他父亲的话转述给他
听。听了胡文珠转述，小杰主动找到
小宇道歉了。

冲突化解了，但她的教育还没结
束。当天放学前胡文珠以“遇见就是
美好”为主题开了一堂微班会课，让
全班同学议论如果自己是小杰、小宇

会怎么做，讲述了整件事的处理过
程。她特别提到了小宇父亲的举动
和话语，征询自己要打电话给小宇父
亲该怎么说。她还布置了反思作业，
让孩子们回家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讲
给父母听，记下父母的反馈意见。“到
了7月17日放暑假第一天，我们全
班商量，给小宇爸爸制作了一张特别
的奖状。一系列操作，让学生和家庭
都有收获。暑假里我不在他们身边，
希望他们遇到矛盾学会处理方法。”
胡文珠说。

让学生写每日反思和班级日记
并点评，她坚持做了15年。小小的
反思本是她的育人大场地。“反思本

上写今天我有多大收获，明天我该
怎么努力，我要向哪些人学习。班
级日记每天一名学生定主题写一篇
日记并在班级宣读，我会写上点
评。”胡文珠解释说。今年春学期因
疫情防控，胡文珠的班级日记从线
下搬到了线上，孩子们在QQ班级
群里发布班级日记，聊上网课、孵小
鸡作业等各种感兴趣的话题，别样
的交流方式吸引家长积极参与进
来。

“人和人之间最小的差别是智
商，最大的差别是坚持。”胡文珠坦
言，她的班主任经验没有特别之处，
坚持总会有收获。

生活里的事都是育人好题材

童眼看世界

近日，五爱小学组织全体老师开展了“轻松运动，快乐工作”
的室内操活动。

前期，老师们合力敲定选曲，集思广益商量编排设计。不同
的场景，多变的模式，老师们沉浸其中。五爱小学的无锡报业全
媒体小记者，也从视频中感受到了老师们的活力四射。 （越苏）

日前，无锡市消防救援支队南禅寺中队的消防救援人员走进
扬名中心小学，为学生讲解火灾报警、火场逃生、灭火器材使用方
法等知识，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逃生能力。

（汤毅 摄）

老师们，舞动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