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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柿子树上的叶子已经落了，只剩下几颗发蔫的柿子挂在枝头；初

冬暖阳下，小狗懒洋洋地躺在墙角晒太阳；人们穿上了薄棉衣，继续穿梭在田间

地头，但没有收秋时节那么忙碌。秋末冬初的日子是这样的让人喜欢。我们的工

作也像这初冬的天气，不瘟不火、井然有序地继续着。 

一、教学实践 

 学校课程·以服务学习为核心的综合实践课 

从上次分享到现在，《教室环境主题课》共上了三次课。分别是：观察教室现状、确定

改进的一些项，针对具体这一项的调研。 

                              （一）观察教室的状态 

观察教室现状，先让学生看看教室里都有什么物品，物品的状态是怎样的，然后阅读了

一个美好的教室的标准是怎样的，最后学生确定希望改善哪些地方。学生先观察教室里都有

什么，这个环节学生会看到很多大的物品，也会看到很多小的物品，这时候是需要归类的。

这里我们采用的办法是先让学生自己归类，然后老师再给一个比较成熟的类别，帮助学生把

所看到的物品尽可能地放到相应的类别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学生是按照制作的材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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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如木质的、纸质的、水泥质的；也有的学生是按照用途分类的，比如通电的有：电灯

的、多媒体、饮水机；通水的有：水壶、拖把、抹布等。但不论是哪一种，都不能涵盖全部

的内容。我和孙会果老师也尝试找到一个比较好分类，但是也不是很完善。我回想在哪个教

育理论书上看到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说，分类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老师可以按照自己能

做到的，学生能理解的程度去做就好了。（如图 1）

 

 

整理出这几个大的板块后，请学生描述每一项的情况，鼓励学生从使用情况、美观两个

角度来分析。这个过程，学生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窗帘有破损，某些部分张贴不够美

观，拖把摆放不整齐等等。 

为了让学生了解一个美好的教室具备怎样的特点。我们尝试把一个标准教室具备的元

素：比如：灯光、墙上张贴、桌椅摆放、温度等写成一篇文章给学生阅读，希望从中发现自

图 1 观察到教室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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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教室需要改进的地方。可是，在上的时候，由于学生的阅读能力不足，也缺乏相关的审美

经验，学生从中获得信息并不多。后来都第二节课，我们拍了原侯家庄小学的儿童活动室视

频放给学生看，帮助学生看到更多的漂亮教室具备的特点。 

通过自己目前教室和视频中的教室对比，学生能够发现教室需要改善的地方，他们提出：

图书角、植物、部分张贴、窗帘等都是需要改善的地方。为了让学生的判断在感性的基础上

更理性一些，我们采用排序的方式，请学生说一说为什么觉得这些项是需要改善的。有的学

生说，先改善图书，因为有了图书就可以看书了，这些学生认为书是很重要的；也有的学生

说，需要植物，植物简单容易做到，拿一两盆放到教室就好了；也有的说，需要改善教室的

张贴，因为自己可以动手操作。我们肯定学生的思考，也说明自己的理由，比如：教室墙上

的张贴是本学期开始刚做好的，如果改掉的话，有些可惜（有的方面还做得不错），可以等

到下学期开始的时候换。做植物的话，因为到了冬天，不能经常开窗，教室里空气比较闷，

所以可能做植物好些。但其他的也可以同时考虑，比如跟班主任沟通在教室里放图书的事情。

经过和学生和老师的讨论，最后确定本学期先做植物，下学期再做教室墙面张贴和图书。 

（二）制定计划 

确定了“植物”这个次主题后，学生们需了解在教室里放植物会涉及到哪些事情，比如：

教室里可以放哪些植物？植物放在哪里？谁来照顾植物？等一些问题。在之前的课程中，我

们采用的办法是用概念图的办法，让学生想一想，提到“植物”你都可以想到什么？这样大

家可能就会想到植物的种植、植物的结构、照顾植物等。后来我们反思到，这样的方式可能

提出来的问题对于“教室里放植物”这件事，范围有些大。所以，这次我们的做法就是直接

想，如果在教室里放植物，你会考虑哪些条件。 

现在重新来思考这个环节，我想我之前是有点错误理解这个环节的意图了。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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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在模仿治美的”抽烟“这个课题的形式，而忽略了课程真正的内涵。当确定了”植物

“的主题后，应该带领学生思考这个主题下的学习计划。因为关于抽烟，我们是需要直接采

访抽烟的当事人，所以，就需要设计访谈提纲。但是，这个环节主要是应该如何进行下一步

的学习，制定学习计划。这里主要的目的是教会学生做计划的能力，也许这里会使用提问，

但是提问是为了思考，而不是直接访谈对方，因为访谈提纲设计是需要对象的。所以，这样

想来，这个环节就应该带领学生思考：关于”教室里放植物“这件事，我们需要知道哪些知

识或经验，谁有可能知道这些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可以和学生一起完成

一个计划表。 

 

做好这样的计划，学生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到每一步的过程，这样的思路会帮助学生具有

做计划的思维，可以未来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中的。 

                    （三）访谈练习 

•需要学习什么？（植物的特点）

•谁可以帮助我们这方面的学习？

•植物怎么来？

•还需要和班主任沟通吗？

准备阶段

•植物放在哪里？

•谁来照顾？

•我们怎么分工？
实施阶段

•我们做的怎么样？还需要怎样的改进？

•我们获得了怎样的经验可以给朋友分享

•我们需要举行庆祝活动吗？
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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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植物的特点。我们需要通过访谈和参观的方式进行学习。在正式的访谈

前，需要进行一些相关技能的学习，比如：如何有礼貌地打招呼、倾听、记录等。所以，我

们和学生用了一个课时的时间来学习这些方法。当然，这些能力不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可以做

好的，目的是让学生体验这样的学习方式。利用下课的时间，学生练习去访谈一个学生，一

方面通过练习学生能够明白理解这种学习方式是怎样操作的，另一方面是想要突破学生心里

障碍，增强自信。在四一班上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强调需要访谈陌生人，采访完之后，我们

做了一个调查，全班 41 个学生都采访了自己熟悉的人。这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农村的孩

子基本上都怕陌生人。所以在第二个班上的时候，我们要求不能访谈熟人，必须是陌生人。

四三班的学生有的还去挑战了七年级学生， 

我问他：”他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他说：”没有，还让我滚。“说着，他的眼圈红了。 

我抚着他的背说：”挺委屈的吧！“ 他点点头。 

我说：”你后来还问了其他人吗？“。 

”问了”他回答说。 

“他回答了吗？“我继续问。 

他说：”回答了“。 

我说：”他很愿意回答吗？“。 

他说：”嗯“。 

我说：”你看，总会有人愿意回答的。你很有勇气，战胜了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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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了。 

也有的孩子到老师的办公室里问老师，老师也很高兴地回答了她们的问题。也有的学生不敢

去找不认识的人，老师就推着他们去做。这个过程，学生们勇敢地突破了心理障碍获得成长。 

 

     最后一个环节，在四一班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小写作，就是写一写自己采访的时候的

感受。我们发现学生基本上写成了：我们班今天做了一次访谈，我采访了 xxx, 我问了几个

问题等等。这样的写作对学生来说，是不能提高写作能力的。我想到刘颖老师是怎样教学生

写心情的。但当时就快要下课了，没不及操作。其实，我们应该做更加详细的设计，比如让

学生写 1,2 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然后可以再搜集一些写心情的句子或者和学生一起回顾

当时的紧张时刻的语言、动作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样可能写出来的就会更生动一些。 

                                                                                

 学校课程·阅读课 

耿老师还在继续秋天的主题，从十月下旬到 11 月底，上了 3 次课，选择了绘本《风中

的树叶》、《十四只老鼠进行曲》和《妹妹的大南瓜》。 

每次课前，她都会带领小朋友做一个手指游戏，在上《风中的树叶》的时候，她带领学

生做了《大乌龟小乌龟》的手指谣（王彦珍老师推荐的），小朋友们虽然学起来有点费劲，

图 2 练习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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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努力，也很喜欢。通过手指谣引出了秋天这个话题。耿萍老师在记录中写到：从手指谣

导入，学生们总结出了乌龟怕风吹、感冒、打针和吃药。在这里我加了一个问题：我们在什

么时候，想要有被风吹呢？基于学生的经验，学生说在夏天很热的时候。在观察穿得衣服时，

学生一边回答一边还摆弄着自己的衣服，暑假里穿得是短袖和裙子，现在都穿上了保暖衣服，

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树叶有什么不同时，学生一边看着窗外一边说着：“现在的树叶慢慢

变黄了，夏天的树叶颜色是深绿色，正茂盛呢。”我惊喜学生不但知道现在是秋季，而且还

说出了很多有关秋天的特征。燕子都飞回南方了，还排着“一”字或“人”字，还会摆出很

多的样子。叶子变黄了，还飘落下来。我接着学生话题，就引入故事内容，树叶飘下来你觉

得都会落到哪里，没想到学生的想法还是很多的，落在房子上、马路上、汽车上、院子里、

家门口、草地上、水里······ 

听完故事，小朋友们到校园里捡了各种颜色的树叶，制作了树叶画。 

 

在讲《十四只老鼠秋天进行曲》时，先

请小朋友想一想秋天是什么样子的。这不仅

复习了上节课的内容，也自然而然地衔接到

本节课的话题。第一页就是一个小老鼠捉迷

藏的场景，老师就请小朋友分享自己捉迷藏

的经历。这样就把绘本和小朋友的生活经验

连接起来了。小朋友们跟着老师走进了绘本，和小老鼠全家沉浸在捉迷藏的欢乐之中。但是，

老六在捉迷藏的过程中不见了，这让全家人又一次投入到寻找老六的着急、担心中。这时候，

出现了一个场面宏大的森林集会。蘑菇，橡果、蜗牛也来抬轿子，所有森林里的居民都来参

加集会，青蛙坐在乌龟的背上敲着鼓、蜥蜴站在杂草上摇着枫叶呐喊。老六也加入了游行队

伍当中，在浩荡队伍中找到老六。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分享着在森林里摘到的野果，享受这秋

图 3 小朋友做的树叶贴画叶

 

图 4 十四只老鼠秋天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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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丰收的快乐（如图 4）。听完了故事，老师和小朋友一起用创编儿歌的方式梳理了故事内

容，配上《卖报歌》的旋律，大家一起唱起来。 

 

 

 

 

从 11 月份开始，姚彩梅老师开始给三年级的学生上整本书课。她选的书是《不一样的

卡梅拉》。11 月 6 日，她上了《不一样的卡梅拉》导读课，她是怎样带领学生对这套书产

生兴趣的呢？ 

首先，姚彩梅老师先请学生看书的封面《我想去看看海》，请大家想一想看到这个题目

产生怎样的疑问呢？学生们说：“小鸡为什么想去看大海？小鸡能看到大海吗？小鸡看到大

海会玩什么？”学生带着这样的问题走进了故事。 

接着，老师大声朗读精彩片段： 

一天晚上，又到了该回鸡窝睡觉的时间。 

  “我不想睡觉！我才不要和其他小鸡一样呢！” 

  “我想去看大海！” 

  “去看海？你先弄明白自己是谁，再考虑这个吧！”卡梅拉的爸爸觉得，再也没有比这

更蠢的想法了。 

  “你看看我，出去旅游过一次吗？卡梅拉，大海可不是小鸡玩游戏的地方，跟我回鸡窝

里去！” 

  这天晚上，卡梅拉瞪着眼，怎么也睡不着，她还在想看海的事…… 

  “不，我就要去看海！马上就去！” 

  卡梅拉轻轻跳下床，推开门，回头看了她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最后一眼，就离开了

啦啦啦，啦啦啦，终于找到老六了。 

啦啦啦，啦啦啦，爸爸妈妈回来了。 

有葡萄，有蘑菇，满眶的野果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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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朝着梦想中的大海走去。 

朗读到这里，老师请学生们猜想卡梅拉在路上遇到什么困难。学生们想到：可能会迷路、

被猎人抓、被狼、狗吃掉、遇到大风暴雨骄阳、又饥又饿等等。学生们想到这些困难有可能

是自己真正遇到过的真实情况，也可能是在书中读过的情况，这些都可能来自于自己的生活

经验或者阅读经验。 

老师继续朗读，卡梅拉到

了海边，在海滩上堆城堡，捡

贝壳，在大海里游泳、潜水、

滑行，玩得非常高兴（如图 5）。

玩累了，就躺在木板上睡着了。醒来后，被哥伦布的船员发现了，船员们想要吃了她，卡梅

拉是怎样应对的呢？学生们又进入了疯狂的猜想中。 

为了让学生了解哥伦布的故事，老师把哥伦布的图片

和故事分别打印在一张 A4 纸的正反面。先让学生拼图，然

后拼完图后，再读背面的故事，学生们也很感兴趣。 

学生被有趣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被老师的朗读声音所

打动，渐渐地进入了故事，成了故事角色中的一员。通过

猜测、朗读、拼图等一系列活动，成功点亮了学生们的兴趣之火，学生们就爱上了这套书。

老师随机把这套书推荐给孩子们在课下阅读。（如图 6） 

                                                                                 

 学校课程·儿童生活课 

这个月的《儿童生活课》，上了秋天的水果和秋天的故事。 

图 6 学生共读 

图 5 卡梅拉看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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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上课用儿歌导入是孙会果老师的特点。她在这节课选择了《秋天是个果盘子》这首

儿歌。小朋友们一边拍打节奏，一边朗读，非常投入。之后小朋友们还讨论了水果的用途，

为后面的制作水果拼盘做下铺垫。接下来老师请小朋友欣赏了一些水果拼图图片，然后分享

自己最喜欢哪一张并说明为什么喜欢。然后就把准备好的水果发给小朋友们，开始制作自己

的水果拼盘。在发水果的时候，小朋友是那么安静地等待着，等水果发到自己手中后，立即

开始摆弄起来。孙会果老师分享说，看到小朋友们那种想摆又想吃的表情，真让人好笑。小

朋友们的想法很多，摆出了各种各样好看的图案，有小花、乌龟、螃蟹、沙拉、笑脸、小兔

子、小人等等。做好之后，每个小朋友写了自己的拼盘制作过程。老师给了小朋友们一种格

式：第一行中间写上水果拼盘，第二行写上我做的是什么，从第三行开始写我用什么材料做

什么。小朋友欣赏着自己的水果拼盘，还写出了自己的制作过程，觉得很有成就感。当然最

想的还是吃。孙会果老师在反思中写到：这个环节有个很重要的收获是给学生的任务是用学

生能理解的语言并且要分步骤，比如：如果今天我说你们把自己刚才制作的过程写出来，我

估计学生是写不出来的，今天这种操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应对前面的任务是层层叠加的。

我觉得策略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分享这个环节我实际的操作是先抽几个学生分享，再同桌

分享，最后老师抽几名写得好的学生在全班读，整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第二次和第三次课上的是秋天的故事，分别选择了绘本《妹妹的大南瓜》和《十四只

老鼠挖山药》。上《妹妹的大南瓜》时，孙老师带领小朋友们先复习了以前的儿歌，然后请

大家集中而坐。这个环节，孙会果老师请两边的小朋友搬凳子的时候，其他小朋友当观察员，

观察是否有声音出现，所有的小朋友都很安静，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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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了，开始

讲故事了。孙会果老

师先在黑板上贴了

一个南瓜图片，请小

朋友说说看到南瓜

想到什么？小朋友

们说像车轮、南瓜蒂像月亮、万南南瓜灯笼、南瓜酱、南瓜饼，小朋友们想象力好丰富啊（如

图 7）。接着请小朋友们看绘本的封面，小朋友们的火眼金睛发现了很多细节，小兔子、南

瓜藤、蝴蝶、七星瓢虫、小老鼠、奇怪的标题…… 讲到哥哥给妹妹换南瓜秧的时候，我担

心小朋友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当时我在听课），但是在老师和小朋友的交流中，我发现小朋

友是理解的，懂的。他们说：“哥哥是因为关心妹妹才换南瓜秧的”。到了南瓜成熟的时候，

全家人一起去收南瓜。当妹妹剪南瓜秧的时候，嘴里念叨说：“南瓜呀南瓜，你会疼吗？”

会果老师随即带领小朋友一边做剪南瓜的动作一边朗读：“南瓜呀，南瓜，你会疼吗？”小

朋友富有感情地朗读着。可能在他们的心里，南瓜和人是一样知疼痛、晓冷暖。最后碰到了

一个大南瓜怎么运回家呢？小朋友们想到一些办法：做滑梯运、直升机运、挖地洞、滚、拉

等等。当一幅全家人一起其乐融融地喝南瓜汤的画面映入到眼帘的时候，小朋友们想起了早

上还吃了南瓜饭呢！甜甜的味道好像还在回味。讲完故事，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梳理了南瓜的

生长过程：种南瓜——照顾南瓜——运南瓜——煮南瓜汤。拓展环节，小朋友用四副图画

出了南瓜的生长过程。（如图 8） 

 

图 7 听故事《妹妹的大南瓜》 

图 8 南瓜的生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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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绘本故事是《十四只老鼠挖山药》，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是十四只老鼠，是小朋友

熟悉的角色。所以孙会果老师利用了儿歌《小老

鼠上灯台》导入。然后用问题的形式带领小朋友

思考猜测故事内容。接着故事开始了，看到山药

的长藤和挖出大大的山药，不仅发出“哇哇哇”

的惊叹声；当看到老六掉进坑里面时，学生又笑

的前俯后仰，开心极了；看到老五和老八的攀高，

他们也很兴奋。因为这都符合一二年级孩子的心理特征。 

小朋友们和十四只老鼠一起享受着挖山药的快乐。最后小朋友想了想山药可以做什么，

并把它画下来。小朋友想到了山药可以做山药丝、上药泥、山药鸡汤、山药蛋糕等等。（如

图 9） 

                                                                                  

 社区课程 

社区课程，上完了秋天的主题课

后，小朋友开始了上“了解自己周围

的环境”的新主题。我们选择让小朋

友们了解周末学习的场地，按照先了

解外面场地（原侯家庄学校校园），

再了解室内（教室）这样的顺序上了

两次课。第一次课，老师带领和小朋

友一起参观了园内所有的建筑，图书室、办公室、卧室……等，然后请小朋友们按照老师给

图 9 山药做的美食 

图 10 学生画的学校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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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位图画出来（如图 10）。 

然后利用步测的方法，测量了教学楼到图书室的距离（如图 11），在玩的过程中学习

了数学。小朋友们测量的步数是不一样的？老师问：“为什么有的小朋友测出来是 30 步，

有的是 35 步呢？”小朋友们说：“脚的大小不一样啊！”在实际生活中学习数学，他们理

解了数学的意义。 

 

 

第二次课，我们选择了了解教室，小朋友先观察教室的组成，几个窗户？几扇门？窗门

是什么颜色的、什么材质的，窗帘是什么颜色的等等。然后观察四面墙，这个环节我们采用

了猜的方法，即请一个小朋友说她看到的一副画，一本书的名字等等，然后让小朋友猜在哪

里。小朋友的参与积极性还是听高的。 

猜完之后，小朋友选择一面墙画出自己看到的

图景。 

墙面画好之后，大家一起在底上做桌子和椅子

的模型（如图 12）。这个环节，小朋友也是特别喜

图 11 步测从教室到图书室的距离 

图 12 小朋友折的桌子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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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有的做了长条的桌子，有的小朋友做了弹簧椅子，有的做了圆形立体的凳子…… 做立

体圆形凳子的时候，那个小朋友是怎样完成腿的呢？只见她把纸卷起来，卷的很实在，然后

把它和凳面粘和在一起。 

画好之后，就需要把四面墙组合在一起，

就完成了一个教室的模型（如图 13）。这个

过程中，不同的小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观察

的小组是三个女生一个男生，好像 4 个小朋友

都很柔和的，所以在共同完成的环节，大家都

是互相配合的。会果老师观察的小组出现了不

一样的情况，有一个小朋友有自己的想法，他

想要把墙的四面先连起来，然后再把他围在地板上。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不愿意这样做，

他想要自己粘自己的，这样就发生了冲突。这个时候，需要停下来讨论，告诉小朋友我们现

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每个人把自己的那一面想办法竖起来粘住。另一种方式是可以四周墙

先粘起来，然后一起把它站在底上。方式选好了之后，清晰每个人的任务，这样的话小朋友

就学会了怎样合作，才能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可以为小组做贡献的，体现自己的价值的。 

二、外出学习 

11 月 17-19 日，永济的九位老师一起去南京参加了亲近母语论坛。欣悦和曹旸还邀请

了甘肃的、松潘的、上海的来自不同地方的老师共同交流，大家不仅从会场上获得了很多信

息和思考，也从不同的参与者获得了对会议内容的不同角度的认识。 

这次学习，有的老师更多收获到了思考，如王彦珍老师在总结中写到：“我以为这些课

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只是有的课给了我启示，有的课让我有所思考，有的课让我用更长的时

间来不断的回味咀嚼。”如闫永萍老师写到：“五场讲座中都有值得我深思的地方。印象最

图 13 小组做好了教室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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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是窦桂梅老师的讲座。让我记住了这句话：我是教语文的、我是教人学语文的、我是用

语文教人的。此次培训还让参培老师们一起学习、交流。交流会上特别的自我介绍及分小组

讨论交流学习让人耳目一新，讨论会上每一位老师的独特见解让我受益多多。从交流讨论中

我也明白了曹老师的良苦用心。” 

有的老师继续或开始她的实践，如马综艺老师的实践计划： 

【班级阅读教学实践】 

1、 继续在班级进行“海量阅读”教学，目前孩子们二年级上期，除了完成教材外，读完《学

拼音儿歌 77 首》、《日有所诵》、《成语儿歌一百首》、《歇后语儿歌一百首》、利用课

堂前后、中午休息时间至少读十本图画书，师生共读《没头脑和不高兴》《彼得兔和他的朋

友们》尽可能在下学期增加阅读内容。 

2、 下期每天早读用 20 分钟读《日有所诵》。其他时间读图画书，老师讲故事和孩子们分

享故事两种方法。 

3、 继续进行各种小习作练习，注意写作的情境。 

4、 注意课堂教学语言、训练课堂教学技巧。 

【个人阅读计划】 

《作文现场》、《一线立场》作者何捷、《讲台上下的启蒙》、 

《让学生爱上阅读》蒋军晶、《阅读教学教什么》、《写作教学教什么》、《语文教学内容

重构》王荣生、《世说新语》 

再如双语王海峡老师写的，我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践： 

1、每天让学生利用午饭后时间读书。 

2、认真上好阅读课，必要时引领学生学一些好文章，并加以分析，深入理解。 

3、课堂上要用丰富的评价语言，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4、多关注咱们这个群里老师发的好文章或关注公众号，经常听，看，思，来提升自己，丰

富自己。 

也许我们团队的老师获得更多的是不断探索的动力，如孙会果老师在总结中写到：“听

着徐老师的演讲，我就在想，教育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教教材，不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不是……而是培养完整的人。这不也是曹老师经常给我们谈的话题吗？欣悦和曹老师不是一

直在培养我们成长吗？我们不是一直在努力做到尊重每个儿童的个性发展吗？我们所做的

这些不都是在培养完整的人吗？听到她的演讲，回忆着我们做的点点滴滴，心理还是感到有

点欣慰，但面对弯弯曲曲的小路，我们还是要艰难的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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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除了课例中的学习，我也关注到会议的组织形式。 

1）论坛设计。这次论坛跟之前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用了对比的方式，把不同

的课型安排在一起对比，发人深省。论坛的主线是从大的背景逐渐聚焦到课堂，思路明确。

让人从开始的迷惑，逐渐拨开了一层层的面纱，到最后识得了庐山真面目。 

2）、团队组织。我们这次是云集了永济、甘肃、四川三个地方的老师在一起学习听课，

中间也有一次集体讨论分享。各位老师对论坛有着自己的收获和思考。曹旸老师总是能把每

一次的活动转化为学习的机会。我在组织方面还存在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学习。 

 

 

三、团队事项 

 团队工作动态 

11 月，学校和社区课程正常进行。 

11 月份，分别听了孙会果老师的社会与生活课课和姚彩梅的阅读课，进行了研

讨，并做了详细的记录。 

团队一起给蒲州文化站西厢片区做了读书分享活动。 

团队老师与合作学校老师一起参加了亲近母语的学习。 

团队学学习 

（1）红楼梦已经阅读到第十五回。 

（2）团队的专题学习也继续进行。 

动态二 

动态一 

动态四 

动态三 

动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