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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Ta

疫情把我们困在了家里，打乱了往日
的生活规律，却意外给予我们以往求之不
得的大块时间。如何健康有意义地度过这
段特殊时期，我想给家长和学生们提供以
下建议：

一是制定需全家人共同遵守的时间
表。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共同制定一
个居家学习生活的方案，把一日生活、学习
安排与学校的课表一样，变成一张作息时
间表，起居、学习、锻炼、娱乐、家务等有规
律地做。

家长与孩子同步行动，比如孩子读书
写作业时，家长可以读读孩子的书，特别是
学生的必读书目，并分享读书心得。锻炼
时间，全家人一起锻炼、游戏。做家务时全
家分工合作、一起动手，还可以请孩子做

“值日官”，让他们监督执行，进行点评。这
样好处很多，一是有榜样示范，二是平等

做事，三是能树立责任感，四是增进情感
交流。

二是家长应该适当地做好思政教育。
给孩子一些思想方法，引导孩子如何面对
现实，看到居家生活和自主学习的优势。
比如试着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自己尝
试学习新课，或许会发现自己自学的能力
有了明显提高。同时，借助疫情这个大考
验，给予孩子足够的正能量。这次疫情，
也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超越书本的大生活
课。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的努
力，理解了责任与担当的意义；看到了
人生百态，也体会到人性终极的美好；
看到了科技和大数据的力量，也体会到
了党中央、政府决策的关键……生活就
是最好的老师，家长要抓住契机培养孩
子的格局和视野，才能为孩子未来奠定
更好的基础。

三是家校联情，师生互动。疫情带来了
人与人空间上的隔离，学生内心难免会产
生无聊、焦虑甚至恐慌。如何应对学生这段
时间的心理问题，我认为较好的办法是开
通班级空间，架起空中班级，实现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师生可以通过视频见面，老
师发起一些线上活动让全班同学参与。如：
防控知识学习、体育锻炼打卡，科学探究实
践等活动，也可以组织线上亲子活动、心理
游戏辅导、闯关进阶学习等。把活动情况上
传到班级空间里，互相点评分享，让学生深
切感受到同学还在，老师还在，而且时时都
在，增进集体归属感，这对学生心理疏导是
十分有效的。

特殊时期，且让我们共同应对，践行学
校“自觉”文化，做一个能自觉学习、自觉锻
炼、自觉生活的人。

（作者系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

让我们做一个自觉的人
□杨伟光

2020年寒假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
预想到这个寒假会漫长到令人终生难忘。
当下我们直面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这场战争中人人都是战士，各自奋战在属
于自己的战场上，学生居家学习，是隔断
病毒传播的重要措施。教师参与线上教
学，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关爱学生
的成长，既尽到教师的职责与使命，也
有利于纾解家长对学生不能到校学习
的焦虑。

危机是映照人性的镜子

这次疫情更像一面镜子，考验着人性
和道德，也映照出时代的英雄。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一中人从未缺
席。疫情来袭，无锡一中董宇超、王洵、张
烽、张涛、华莹奇、陈晓峰六位校友，第一
时间赶赴一线，给湖北患者带去生的希
望，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还有北京、
上海、南京等地的校友积极行动，为

“白衣战士”送上一份物资保障和一中人
的牵挂。无锡一中在读的一中学子也在
积极行动，他们用歌声、用画笔等支援
武汉、支持抗疫……百余年来，在一中
的校园里爱国情与报国志从未曾间断，
与祖国同频共振，胸怀天下是一中学子
特有的品质，代代传承。在这场新冠肺
炎的战“疫”中，一中人的行动和精
神，让一个热血一中、家国一中凸显得
更为立体。

危机是教育反思的机会

面对灾难，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思考灾
难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思考教育的价值体
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无锡一中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使
命，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战“疫”中的一中老师不仅时刻在线，
认真做好假期的各项学习指导工作，更是
以师者的强烈职责感和使命感，敏锐地从
这场疫情中发现切入点，挖掘学科育人的
价值。为高三学子量身定制的在线直播课
程中，思政老师谈自然规律、国家制度、公
民意识；语文、英语学科以主流媒体评论
文章作为阅读材料；在化学课上师生一起
探讨消杀病毒的方法；生物老师则从生物
学角度来分析病毒的结构特点；地理老师

带领学生研究人口流动对疫情的影响
……一堂堂精彩的“第一课”上成了家国
情怀、思政教育、信念教育、生命教育、科
学教育课。这是无锡一中学科育人价值的
充分体现，也是无锡一中坚守“立德树人”
落实在学科教学中的最好表达。

危机是学习方式迭代的契机

疫情阻断了我们返校的脚步。然而，
“互联网+教育”让我们走进虚拟学校，相
遇在“云端”。

自2016年起，无锡一中承担江苏省
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项目《为未来而
学：普通高中智慧学习的实践探索》的研
究，项目聚焦智慧学习的环境建设、学习
方式的转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辅助教师
开展教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教学理
念与技术创新上，积累大量实践经验，这
次由于疫情影响，延期开学，学生自然开
始了居家在线学习。

面对这场大规模的在线教学，无锡一
中积极探索在线直播课堂、网络点播教
学、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小规
模视频公开课（SPOC）等多种线上教学组
织形式，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为各个年级
量身定制在线课程。一大批一中教师承担

“锡慧在线”教学任务，向全市学生献上一
中教师的智慧。更多教师居家精心设计教
学方案，不断“get”新的在线教学技术、反

复调整在线教学的各个环节，为学生提供
优质的在线教学。

同学们，关于理科学习，我有个建
议。你们先不要看老师的视频讲课，而
是把某一章或某一节的教材独立地看
一遍，自己试着完成相关练习。看看能
否不依赖别人的帮助把这段知识弄懂，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急，花点时
间琢磨。这就是自主学习的过程，是还
原知识发生的过程。有人说牛顿在英国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在一棵苹果树
底下思考问题，一只苹果落下来砸在他
头上，于是发现了万有引力。这只是小
学语文课本式的故事，当不得真的，但
那一年，23岁的牛顿，的确在疫情期间
思考了许多科学问题。当前我们面对的
新冠病毒，对人类来说有许多未知，科
学家日夜攻关，万众翘首企盼，但科学
探索没有“快进键”。科学探索如同在一
间大黑屋子里摸索，你也不知道屋子有
多大，有几间有几层。你在黑暗里摸索，
偶然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开关，打开灯，
灯光照亮了眼前的一片区域。但灯光外
仍然是一片黑暗……开关一个个被找
到，亮的地方越来越多。当最后的一个
开关打开之后，你会惊叹屋子的全貌原
来是这样的，也许和你最初的想象完全
不同。

如果你在这个漫长的假期里，自己
去探索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经历一种黑
暗中探索的过程，我想牛顿也许就在你
们之中。

其实新知的发现是如此，人生的修行
也是如此。居家也要关注社会，关注疫情，
但是网上的信息太多，怎么办？多看无锡
一中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可以了解家国情
怀，可以了解防疫知识，可以了解一中育
人理念。

（作者系无锡市第一中学校长）

与祖国同频共振
□陈 曦

夜
越来越黑
越来越静
在寂静的夜里
我看着文章里的你和你们
潸然泪下
止不住的心疼和心伤

我不知道
护目镜里的水珠
是汗水还是泪水
口罩背后的唇角
是上扬还是微弯

我总是一遍又一遍的猜想
你一定把自己的苍凉
藏在防护服里
不能吃
不能喝
忙碌着

可你
在疲累中弯起了眉眼
冲着病人微微一笑
你用干得冒烟的嗓子
嘶哑地说着
温柔地叮咛
亲切的鼓励
春天的希望

在负压病房
在隔离房间
在方舱医院
你用疲惫的身躯
负重前行
我无法为你吟诵赞美的诗行
我更加唱不响励志的旋律
我怕一切的纷扰会惊扰了你的专注

我怕世俗的褒奖会亵渎了你的高尚

也许
当你孤独的在隔离房间
卸下一身的疲惫
消毒 清洗 补给能量
沉睡是最好的礼物
满脸的压创
是你最美的模样
也许
隔离房间
电话和视频
连接着隔不断的亲情
远方的牵挂
才是最好的歌唱

夜
有寂寥的星光
有弱弱的渴望
愿我们远离病毒

管好贪婪的欲望
愿我们保护好自己
不给医院添乱拥抱健康

愿你们的长发及腰
和着笑声飞扬
忘不了你
在告别时哽咽的悲伤
可你义无反顾的转身
走向战场
你逆行的模样
是冲破慢慢长夜
最炫目的光亮

我遥望
白衣天使聚集的地方
那里有
冲破阴霾的
力量和希望

今夜无眠
只为了吟诵
无言的篇章

面对危险
谁不害怕
岁月静好
总是有人得冲在前方
遮风挡雨

每一个平凡的岗位
都有人和着天使
一起吟唱
樱花飞舞的浪漫
那是天使的模样
那是春天的荣光
（作者系无锡新吴区特殊教育学校

副校长）

天使的模样
□丁爱萍

亲爱的同学们，线上教学是延期开学
期间的一项特殊应急措施，如果你感觉在
线学习不如课堂学习有效，没关系，把你的
困难如实反馈给老师，开学返校后，老师会
给予个别辅导；如果你还没返锡，有些内容
没有学到，没关系，把你的问题如实反馈给
老师，开学返校后，老师会给予集中补习。
你要知道，学习不仅仅只有书本学习。

亲爱的同学们，在你们进入江南中学
的第一天，你们就已经看到学校文化墙上
醒目的一行大字：“成长是生命中永恒的主
题”，你们也诵读过学校24字的育人目标，
此刻，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是关于生命
成长。疫情防控期间，你可能会关注卫健委
每日通报的确诊和死亡数字，你可能担忧父
母外出工作，特别是当你的家人是医生在抗
疫一线有风险时，大家的内心都有过恐慌，
感慨生命脆弱，担忧生命安全。

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一本生动而深
刻的教科书，我以为，这次疫情给你们带来
的深切的、难忘的、坎坷的亲身经历，会让
你们对生命有更直接、更具体、更深层的体
验，你应该问一问、想一想关于生命成长的
五个问题，思索生命价值，深思自己与他
人、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关系，察觉生命
的终极意义与价值。

一问我为何而活？生命是美好的，拥有
无限的可能性，但生命又是有终点的。随着
疫情中死亡人数的上升，我们越来越多地
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疾病带来的痛苦，认

识到生命的不可逆性。每一个人的生命只
有一次，生命的生存和延续不易。面对宝贵
的生命，我为何而活？

二问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有效地保
护自己？在疫情中，为了不被病毒入侵，我
应该怎么做？同样染病，免疫力强的人更易
治愈，那么，有哪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可以
让我们拥有强大的免疫力，做好生命防护？
同学们可以多关注学校的公众号，那里有
学校整合的相关知识和疫情防控措施，帮
助你们提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正确认识和
自我防护能力，学校开设的线上“云德育”，
帮助大家正确对待疫情，保持良好心态。

三问我应该追求怎样的生命才有价
值？生命中有意外与无常，但我们可以选择
积极面对，没有困难是不可克服。武汉封
城，却有一批又一批人“逆行而上”。他们
中有专家教授，有医生护士，有普通工人
等，每个人都面临危险，每个人都义无反
顾承担守护生命的责任。即便是在无锡，
为了千千万万的生命，医生、警察、社区工
作人员都冲在最前线，他们正在用平凡造
就一个国家的伟大，这份担当与奉献，也让
我们反思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怎样的人生
才精彩？

四问我如何看到个体的生命与世界人
类的关联并给予积极的影响？生命不是孤
立的。在病毒的传播过程中，有的同学住宅
单元发现确诊病人，之前因为瞒报旅居史
擅自回家，结果是整个单元所有人实行14
天居家医学隔离。有的同学与湖北黄石第
十五中学学生书信交流，为湖北加油！我们
不难发现，生命存在于关系之中，其个体生
命与周围生命个体相互关联，而我可以怎
样给予他人以积极的影响？

五问我们人类应该怎样与大自然和谐
共处？我们初步知道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
为野生动物。而近些年来，全球出现的新发
传染病越来越频繁，非典肆掠，埃博拉横
行，无一不是因为人类无底线的饕餮才引
火上身。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大自然对我
们人类的警示，提示我们应该对大自然心
存敬畏，生命平等。

同学们，疫情是一场磨砺，也是你们认
识生命世界的另一扇窗口。好好地保护自
己的身体，照顾自己的情绪，勤奋自己的学
业，关心我们的祖国。成长，是生命中永恒
的主题，春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从
未改变的希望！

（作者系无锡市江南中学党委书记）

生命五问，感悟生命的成长
□吴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