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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习通讯

打
有
准
备
之
战

早听很多人说
过，教育实习是大
学课程中最特殊、
最有意思、最困难
也最令人难忘的一
门课程。下星期，
我
和我的小伙伴们将
要完成角色的转
换，从学生摇身一
变成为教师。而在
这角色转换之间，
我 们 有 些 激 动 、有
些担忧、有些紧张，
而更多的，便是欣
喜与兴奋。
趁着这一周的
准备时间，我们努
力地做好各项工
作，争取用最饱满
的姿态走上“战场”
。在这一星期
的实习培训中，我们进行了多种
活动：实习动员、聆听讲座、共同
备课、搜集资料、模拟上课……
虽然各种各样的活动对我们来
说并不陌生，但当它们轮番上阵
向我们打起“连环炮”之时，一个
个充满激情的准教师们顿时觉
得“压力山大”
。
在所有的培训中，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备课和模拟上课环节，
这也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中之
重。首先来谈谈备课。我们五人
小组共同备课著名桥梁专家所
撰写的说明文《中国石拱桥》，仔
细阅读完文章之后，我们都不约
而同地认为这篇文章着实简单，
以至于老师都不需要怎么教。老
子曾经说过，
“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的复杂
往往源于简单。如何把简单的课
文上出新意上得出彩，确实需要
下一番苦功夫。通过各种资料的
搜集，我们从说明文的特点出发
设计了一系列的教学过程，环环
紧扣；而且，我们别出心裁地进
行了课文的比较阅读来增加学
生们对文章的理解和感悟。
合五人之力，我们的教案新
鲜出炉，当我们满怀信心和激情
走上讲台之后发现，其实“漏洞
百出”。教态和教学语言成了我
们的通病。在讲台下，我们津津
乐道，准备了各种上课的方案；
但当我们走上三尺讲台之后却
发现自己“词穷”
得厉害！面对学
生的回答，
我们却不知如何接下
话茬；也难以通过学生的各种
答案来进行不断地追问，启发
他们更深刻地理解文章，从而
推动整个课堂的有序进行。教
学的气氛也同样令人不知所
措。不仅我们预想的同学们拥
有高涨的积极性、课堂有趣生
动的画面没有出现，反而整一
节课笼罩在严肃的氛围之下，
老 师 们 讲 得 累 却 没 有 条 理 ，学
生们也听得不尴 不尬……短短
的五天培训让我们清晰地明白
了我们和一个合格的教师有着
巨大 的差 距，也让 我们不得不
发奋努力做好实习工作。
“不积跬步无以 至 千 里 ，不
积 小 流 无 以 成 江 海 ”。 只 有 一
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好
每 一 项 工 作 ，我 们 才 能 够 一步
一步走上合格的、乃至优秀的教
师岗位。
（经亨颐学院 盛煜晖）

今天是 9 月 17 号，一个明媚的星
期三，是我们采荷三小传统的第三教
育空间实践体验活动的时间。中午 12
点 30 分，广播里开始提醒大家做好出
发的各项准备工作。全班同学在班主
任老师的指导监督之下，收拾好书桌，
拿好开水点心和垃圾袋，在 12 点 40
分排着整齐的队伍坐上了大巴车。
30 分钟左右，我们到达了胡雪岩
故居。一路上，讲解员姐姐先讲解，讲
解完以后问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
题要问的。我们班的孩子都安静地举
起手来，
讲解员姐姐就叫他们提问。有
孩子提问：
“那个缸是什么做的？”
讲解
员说是铜，孩子又联想到司马光砸缸，
说那铜的如果孩子掉进去就砸不破了，
很危险。讲解员被他们的想法怔住了，
就说那大家就小心一点不要掉进去了。
讲解员姐姐每次把说过的知识让同学
们抢答，
大家都积极回答的。感觉这样
的实践活动使学生收获良多，
不仅增长
了课外知识，
而且更有利于培养学生主
动探究，
勤思考勤发言的良好习惯。
在后来的自由活动时，孩子们有
的趴在池边看锦鲤，有的趴在井边看
水，
有的在台阶上兴奋地跳上跳下。虽
然我只负责看住 7 个孩子，但我时时
刻刻盯着他们，始终让他们在我的视
提醒在
线之内。把跑远的孩子叫回来，
池边看鱼的孩子注意安全。每次排队
时总要扯着嗓子喊，因为一堆兴奋地

孩子叽叽喳喳，老师的声音小了，他们
压根注意不到。
整个下午，孩子们都是兴奋异常，
满面红光。而作为他们的带队老师，
很
多嗓子都喊哑了。而且体力不如孩子，
走了一下午腰酸背痛。
作为实习老师，我第一次参加采
三的实践体验活动，总体感觉孩子们
受益匪浅，
老师们汗流浃背。是的，这
样的第三教育空间实践体验活动让孩
子们在实践中学习，
在课堂外进步。学
到的不再是课堂上枯燥的知识，而是
生动有趣的课外知识，认识了更多的
新鲜事物。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这
样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拥有开阔的视
野，保持好奇好学的心，这比任何知识
都来得重要。
学生受益匪浅的同时，是老师的
汗流浃背。老师要事先策划好实践活
动，又要带着孩子们去实践，在实践过
程中既要保证孩子知识的增长又要照
顾孩子们的安全，老师始终绷着全身
的神经，
整个实践过程劳心劳力。
每个周三周四的下午，
我们采三的
孩子们都是参与到课外实践中的，这对
孩子来说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而对于
老师来说又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
但是班主任王老师的一句话点醒
了我，辛苦的是老师，幸福的是孩子。
我愿意辛苦！
为了孩子的幸福，
（教育学院 李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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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与习惯
班会主题：
班会时间：9 月 17 日
班会地点：
高二（7）班
全体师生
班会成员：
班会内容简况：
今天我第一次组织了高二
（7）班的班会，主题为“梦想与
习惯”
。我将学校要求的“目标”
设计改为“梦想”设计，更加贴
近时代精神与学生生活。首先
我先讲述“打的”的故事，深入
浅出地凸显了梦想的重要性，
获得同学们的初步认同。紧接
着我随机让每组的一位同学说
出自己的梦想，同学们的梦想
有想成为医生、
成为设计师、
或
从事园艺工作等等。对这些梦
但是我
想，
我一一进行了点评，
强调了梦想也需要细化，也需
要点滴的积累，更需要习惯来
支撑，
让梦想不停留于妄想。于
是，我就自然地过渡到习惯培
养的必要性。我用一句“良习犹
如针挑土，
陋习好比水冲沙”
来
点明习惯的作用，并结合自身
实际 再次强 调 习 惯 可 以“载
舟”
，
也可以“覆舟”。期间，
应广大学生的
要求还回答了同学们五个任意的问题，
起到了拉近师生距离的作用。
班会反思：
第一次组织班会活动，我还略显生
涩，
主要是对于整个教室学生的掌握力还
很不够，学生容易出现脱离状况和走神的
情况。另外，
我在安排整节班会各部分的
时间上，显得头重脚轻，后期只好草草收
场，没有达到预期。
当然也有值得继续保持的地方，
譬如
说选择一些让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导入，
使学生更加融入这个班会的主题讨论中。
其次，在不熟悉班级情况的前提下，可以
选择有“存在感”
的学生作为切入点，
引起
课堂学生的全体注意。
总的来说，作为处女秀，我给自己打
一个 60 分，首先希望自己在今后的班会
主持上，更加凸显学生的作用，因为教师
更应该是一个引导者，而非主导者。其次
这次准备时间不够充分，基本是随机应
变，
自由发挥，
这样就会显得过渡不自然，
整体缺乏规划性，从而效果减弱的局面，
因此在今后无论是上班会课还是上专业
课，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
打有准备之仗。
最后，每次上课之后应该及时回顾，及时
在课下向班主任以及几位同学了解这节
“以史为镜”，
课的整体效果以及优缺点，
减少犯错。 （材料与化工学院实习组）

班。以前自己高中时候总会埋怨老师们时
但当自己坐在讲台
不时地站在门后检查，
上管理班级纪律时，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和学生们一样，
埋头看教科书。
终于，
就如女大十八变一般，再一次 教学任务。带着小鹿乱跳的心情,我们来
第一次听课的陌生感
踏进中学的校门的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 到了实习学校——
—萧山六中。
第一次听课还是略显尴尬和不知所
学生变成了实习老师，这一切回想过来
措的。由于听的是高三的复习课，
所以老
初到学校的新鲜感
真的有点神奇。而在这短短几天的实习
当车子驶进学校校门，陌生的环境， 师的教法并无太多修饰，但在复习课上
时间里，所经历的事情应该是会铭记一 确有一股熟悉的味道。我们也曾在这样 也还是能够感觉到老师上课清晰的思路,
辈子。
充满竞争的地方待过三年。不知道什么 并且也会有发 现自己 已经 遗忘 的知 识
实习之前的焦虑感
因此需要将这些知识重新回忆起来。
原因，
总觉得这个学校充满新鲜感，很想 点，
教育实习虽是很早就知道,并且或多 看看这里的教室、学生，想要尽快地适应
沉淀下来的充实感
或少也在开始准备，但在去之前还是十 下来。
这样短短的三天过去，慢慢地也就
分的焦虑，
内心是一种复杂的情感。首先
适应起来，早上 5 点 30 分起床，晚上 11
见学生的无比紧张感
是一种兴奋，每当想到自己的身份不是
生活和实习都安排得很有规律，这
初次见学生真是非常紧张，站在讲 点睡，
学生而是老师就觉得很兴奋，总以为那 台上自我介绍更是紧张到说不清楚话。 样其实也挺好的。然后在几天的实习中，
是很遥远的事,但现在却真实地展现在我 虽然已是高三的复习班，但学生们还是 通过老师的帮助，实实在在地学到了许
面前；其次是一种害怕，毕竟自己高中毕 挺活泼的，也会说些“老师别紧张”
、
“ 老 多作为教师的责任与技能。其次觉得责
业也才三年，
与学生的年龄差距并不大， 师欢迎你”
等话，
这使得原来很紧张的我 任的重大，也意识到自己必须打起精神
而且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关于高考的记 稍微放松了一点。
来，尽快跟上这样的节奏，努力完成实
忆也已有些模糊，可能会吃不消高中的
（政治与社会学院 方佳楠）
自我介绍以后就开始了晚自修的坐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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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韵，初尝苦味醇厚，然饮下，后味甘
甜无比。
2013 年 9 月 16 日，我们以教师的身
份踏进了校门，成为一名实习老师。本周
的实习天数很短，仅有三天；但实习的滋
味，
我们已知晓。
一、
初尝的苦涩
如同不常饮茶的人，初尝实习生活，
—第一周实习体验
——
才发现，
实习生活并非香甜无比。第一天
的欢迎会听取了两位教师漫谈青年教师
成长，十分感慨他们的认真、勤奋与刻苦，
每个实习生的心里都深受触动，希望自己
能在三个月的实习生涯中有质的飞越。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来到了课
堂，面对学生的各种问题，才发现自己的
课外知识很不足；面对几十个学生的面
庞，才发现想把他们映入脑海是这么困 他的同学。钢琴声洋溢在学校的每一个角
难；面对学校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才发 落，钢琴手的专注和自豪，聆听者的欣赏
现自己在学校的特长学习是多么的宝贵。 与羡慕，十分美好。
二、
浓烈的刺激
每到午间时分，西湖教育集团的钢琴小能
三天的实习过后，疲惫感袭来，对实
手便会在钢琴角展露一手，常常会吸引其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毕业实习终于还是走近，似乎还没来得及
白骏过隙。
岁月匆匆，
驻足停留，
感慨时光如梭，
我即将走上成为一
我们就要毕业了。佳期如约，
名幼师的旅程。
实习第一周，似乎一切还没有那么顺理成
章。虽然距离上学期经历的实习还没有多久，
但是从学校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心里难免还
是有些焦虑。或许是因为还没来得及调整，实
习的初期让人难免有些不适应。要消除与实习
班级带班教师及幼儿之间的陌生感，要熟悉和
适应我们接下来三个月所处的环境，还要与小
组成员进行工作上的磨合，我们都在尽力的调
整自己进入预备幼儿教师的工作状态。
看到带班老师熟练地带领幼儿进行活动，
流畅的环节过渡及丰富的带班经验，让我在羡
慕的同时也不免开始担心自己接下来的带班
工作，但好在会得到老师的帮助吧。内心里小
小的不安蠢蠢欲动。
我是不善于回忆过去的时光的。但是，和孩
子们在一起的日子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大家一
起游戏便更是会使人乐在其中了。瞧，孩子们
在玩滑梯，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有序排队，玩的
不亦乐乎，让在一旁观看的我们也好似回到了
野花与蝴蝶。
童年。那里有阳光、
听故事，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环节，
此时
的他们总是显得格外认真。午睡前，孩子们总是
很听话的围坐在一起，听老师讲给他们一个个
新故事，跟随老师的语言，
在他们小小的脑袋里
构想着无数美好的故事场景，然后嘴里默默的
问着为什么。也总是在老师讲完以后，迫不及
待的说再讲一个，再讲一个。看到孩子们充满
求知的眼神，老师真想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故事
都讲给他们听。
又到音乐活动的时间了，这是孩子们最感
兴趣的活动之一，今天我们唱的是 《我来帮助
你》。女孩子们表现的多踊跃啊，
虽然还没有完
全懂得什么是附点，
什么是空拍，
但是跟着老师
的节奏，
他们一定也能和老师唱的一样好。
实习短暂的第一周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接
触到了另一批孩子，
和以往一样，
他们身上有着
他们喜欢你就
人们最本质的初心，
单纯而美好。
会想送你礼物，他们觉得你哪里不好就会直言
不讳地说出来。每每这时，总让人羡慕他们简
单的、
最直接的与人相处的方式。三个月，
期待
孩子们带给我们的美好，我们也会把自己所知
所想带给这一群美妙的花朵。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才子佳人如是曰。我
亦如是曰。送给我最最亲爱的小天使们。
（教育学院 张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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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神经，想要出色、高效地完成，想要
成为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需要我们用时
间来证明。
三、
持久的香醇
西湖府苑小学是一所洋溢着灵动、精
致的学校，那里的学生充满阳光，那里的
教师充满激情。抿一口绿茶，短暂的苦涩
之后，
味蕾感受到的便是持久的甘甜与香
醇，相信在未来两个多月的日子，我们会
有更多的惊喜。
当你回过头，初来乍到时的陌生感已
无，
满满的都是亲切与感动。开始，
你会因
为学生的刁难而沮丧，
慢慢地，
你会因为学
你会因为自己的不
生的进步而满足；
开始，
足而焦虑，
慢慢地，
你会因为自身的进步而
兴奋；
开始，你会因为导师的斥责而难过，
习的体验因人而异。有人说：围着指导老 慢慢地，
你会因为导师的赞赏而欣喜。
面对挫
师的日子过得真快，紧跟她每一个脚步，
面对困境，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很充实。也有人说：三天的时间已经体会 折，拿出你最大的决心；面对挑战，坚持所
到了班主任工作的琐碎，教师工作的责 走的每一步，用心带着学生去体验，终将
任。实习中大大小小的每项工作都刺激着 遇见最美的丰收。 （教育学院 陈 琴）

青春，若只如初见，又怎么会如此
怀念。
青春，有时，会 向 我 们 唱 支 属 于
它的歌。此时，操场上传来阵阵跑步
声和口 号声，看着 那整齐 划一 的 步
伐 ，听 着 那 洪 亮 的 口 号 ，穿 越 时 空 ，
我仿佛站在了崭新的塑胶跑道上，
回转了那时奔跑的光年，一切都是那
么美好，那么梦幻。
整齐划一的步伐，充斥着青春的
气息；响亮宏伟的口号 ，充 满了 青春
的力量。这是青春的歌声，这是未来
的希望。
似乎时间在这一刻溯流而上，
回
到了那奔跑的年代。那时的我们对未
来充满了希望，我们在广阔的操场上
奔跑着，
欢笑着，嬉戏着。那时的我们
对学习有着一种矛盾的心里，喜爱中
我
似乎还伴随着些许无奈。在课堂上，
们相互竞争回答；
在餐厅中，我们互相
抱怨作业的繁多；在寝室中，我们讨论
着老师的八卦；在考场上，我们争分夺
秒地挥动笔杆。那时的我们像是智者，
像是孩童，
像是战士。无时无刻都在彰
显着我们青春的力量，挥洒着我们青
9 月 16 日，
在带队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实习小组 7 人踏进了西湖区三墩
中学的校门。学校教导主任的真诚迎
接给了我们信心与勇气，之后每位实
习生与对应指导老师的初步交流也让
我们体会到了三墩中学内在的美丽。
认真的学习氛围与教研氛围必是一个
心中
学校最美的风景。三天实习下来，
感触颇深。
致老师爱与尊敬
如果说走进三墩是缘分，那么与
指导老师的结识更是缘上之缘。从生
活聊起拉近距离，到课后热情与我交
谈感受，语文学科的指导老师不仅与
母亲同处一年龄段，也是真真给了我
犹如母亲般的细心教导。班主任同样
使我充满感动，在自己繁忙的工作之
余，向我介绍了班级总体情况，更是将
全班 43 位学生的个人情况一一讲解
给我听，以身作则地教我作为班主任
必须有的细心与耐心。虽然从幼儿园
开始至今毕业季，我们每个人都经历
过好多的老师，他们也曾教导我丰富
的学科知识与道德养成。但这次的实
习指导老师却是极为特别的，他们教
导我的是职业知识，让我亲身见证了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普通而光荣。
致学生爱与感恩
走进班级看到的第一抹微笑早已
深深打动我。或许在某种程度上，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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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晨跑有感
——
春的汗水。
阵阵跑步声把我的思维拉回到了
眼前。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看着
那一双双青春的眼睛，我似乎能听到
他们心中的呐喊。想起他们在课堂上
踊跃的回答着老师的问题，想起他们
早晨刚睡醒的脸庞，想起他们望向窗
外时的迷茫，想起他们课间时拍打篮
球的手掌，我似乎能明白他们内心对
未来的一种向往和憧憬。
对于知识，
他们是渴望的。他们渴
望老师用那包涵深情的语调跟他们诉
说一个个神奇的知识世界。对于放假，
他们是期盼的，
他们期盼假期的到来，
他们期盼一个自由玩耍的时间和放松
的时刻。所以，
他们是矛盾的。这是属
于青春的矛盾。青春渴望挥霍，
也渴望
着收获；青春渴望着成长，也渴望着回
归；青春渴望着独立，也渴望着自由；

青春渴望着陪伴，也渴望着孤独。青
春，
它就是这样，充斥在每个高中的学
生中。
青春，
它本身是矛盾的。它是多么
的让人——
—沉痛、
费解、
徘徊。但同时，
它又是多么的烂漫、
天真与快活啊！正
是因为这种矛盾，他们才能不断地成
长，不断地在矛盾的探索中，获得新
生，获得智慧，
获得能量。青春，
它是美
好的，它的这种美好源于对未来的渴
同时
求与担忧。渴求一个全新的未来，
又担忧着未来的各种变数。正因为这
种矛盾的美好，所以，青春，它是神圣
的。在这群孩子的口号中，
我听到了青
春的呐喊；在这整齐划一的步伐中，我
看到了青春坚定的身影。孩子们，
勇敢
的向前冲吧，
带着你们的希望，带着你
们的憧憬。我相信，未来是属于你们
的！（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卓清清）

待到梧桐细雨落花时
—三墩中学实习小周记
——

是实习生最重要的老师。他们的接受
与包容是评判任课合格与否的标准，
他们的信任与交心是做一个合格班主
任的目标。实习三天下来，
指导老师自
然教给了很多的技术指导与建议，而
学 生则 是带 给我们 更多 的信 念与 坚
“老师”
中，
在运动
持。在一声声亲切的
会检阅方队的苦练里，孩子们一并将
阳光的气息传染给我。感谢他们带来
的集体的光照与少年的滋味，让我更
为坚定地去追求与执着，采撷我们共
同拥有的最珍贵年轻的心。
致自己爱与责任
为期两个半月的实习最应该负责
的就是自己。虽然实习才刚开始不久，
但感受已不浅。实习并不是简单地消
磨时间或是找个地方多交些朋友，唯
有让时间里的磨练与试探有所得，才
有资格称之“实在”
的“练习”
。带队、指
学生的真情以待，
导老师的倾心付出，

实习小组 每天 早出 晚归 的“同 甘 共
苦”，亲身感受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值
得享受与深思的财富。走进教学实践，
融入师生群体，为教学的更好实施和
孩子的 快乐 学习 贡献自 己的 一份 力
量，
我分明感受到了心中的热度。两个
多月的试练我坚信可以顺利完成，用
心地经营也一定会成为职业道路的优
良开步。
校园里会路过不少梧桐。忽然忆
起当年在高中时，
老师笑语，凤凰非梧
桐而不栖。你们，
就是我希望看到未来
的凤与凰。
又是梧桐细雨落花时，我已成为
一名实习老师，快要走上光荣的教师
岗位，
不免又有些怀念自己的母校。怀
念着那些一直默默无私看着我们来了
又走了的老师。这时，
更感到肩上的担
子不轻，
满满的都是爱与责任。
（人文学院 朱柯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