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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聚焦课堂” 同课异构暨联合教研

活动在贵阳八中举办， 来自上海市的学

科专家团队、上海市部分名校、宁夏育才

中学、贵阳民中、贵阳八中、贵州省周静

名校长工作室成员校 300 余人参加本次

活动。

此次活动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体育十

个学科， 授课班级涵盖贵阳八中高一年

级十一个教学班。活动主要分为授课、评

课、专家讲座三个环节。三地同一学科的

5 位教师就相同的教学内容进行授课，

老师们不同的教学理念、 不同的教学方

法和策略， 甚至同一个点不同的切入方

式，让课堂很是精彩。

在点评环节中， 各校学科授课教师

从教材的地位到学生的现有认知， 再到

教学环节的设计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

说课。 而专家们在点评中对教材的精准

把握、对教学片断的精彩重建，以及对学

科核心素养在教学中的渗透和达成的理

解，让老师们受益匪浅。

据悉， 本次活动旨在为参与学校的

教师们搭建教研平台， 借助专家的引领

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以此提高教师教

育教学能力。 谢孟航

近日，贵阳市工人文化宫志愿

者送文艺进校园活动在枫丹白露

小学开展。 文化宫的老师们与孩子

们一起联欢，赢得阵阵掌声。

学校领导吴米兰表示，工人文

化宫的老师们送文艺进校园，和孩

子们一起以表演的形式联欢，激发

广大师生爱党爱国热情，激发民族

自豪感。 工人文化宫主任李军表

示， 送文艺到枫丹白露小学活动，

是文化宫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具

体实践，可以增强文化宫服务社会

的功能。

联欢活动丰富多彩，三（2）班

的同学们表演了舞蹈 《民族情 爱

国心》，四（3）班的同学表演了诗

朗诵《赞美祖国》······孩子们的

表演博得了文化宫老师们的热烈

掌声。

文化宫带来的节目更是精彩，

周煜翎老师以一曲《带着梦想去旅

行》震撼全场，她清澈、通透而饱满

的嗓音感染了全体观众。 王雯老师

的民族舞独舞《江南情》，让孩子

们仿佛进入了江南水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聂俊

1、避免走进“我一定要说服

孩子， 我一定要战胜孩子” 的误

区。

实际生活中有可能我们把四

步法都用上了，还是没有效果。 需

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该只关注非

暴力沟通最后的结果， 应当培养

非暴力沟通的意识。

2、 完善沟通的最后一步，用

“我说清楚了么？ ”请求对方给予

反馈， 核对沟通的信息是否准确

传达。

3、 不要对自己语言暴力，要

关注自己的内在需求。

4、 接纳那些语言暴力的人。

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你一样， 用非

暴力沟通的方式来说话， 而是要

不断强大自己的内在， 用豁达的

内在不断地去倾听对方的感受和

需要。

陈静老师强调， 学会好好说

话，是世上最划算的事情。 非暴力

沟通是一种创造幸福的沟通方

法。 运用非暴力的沟通，特别是和

孩子沟通，可以让爱融入生活，打

造良好的亲子关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近期，福建福州市、山东临清

市、贵州盘州市等地曝出多起“黑

校车” 超载事件，严重危害学生安

全。 为保障学生安全出行，校车安

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特发

布 2019年第 4号预警， 提请各地

校车安全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进

一步加大对“黑校车” 和校车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醒广大学生和

家长坚决抵制乘坐“黑校车” ，切

实保障中小学生和幼儿上下学交

通安全。

一、提高责任意识。 各地校车

安全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作为校

车安全管理工作的主要责任部门，

要将保障中小学生和幼儿的上下

学交通安全作为重点工作，坚决贯

彻落实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要

求，积极协调各成员单位统筹解决

好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问题，做到

工作责任压实、日常监管到位，全

力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二、加大整治力度。 各地公安

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要抓好重点

时段、重点路段的交通安全检查和

道路安全监控，加大学校周边路面

巡逻执法力度，对“黑校车” 上道

营运和超载行为，实行“重打击”

“严惩治” ，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追责一起。 同时，加强对校车

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杜绝问题校

车接送学生。

三、抓牢安全教育。 教育部门

要会同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有关

部门将校车安全宣传融入到日常

工作中，重点宣传乘坐“黑校车” 、

“非专用校车” 的危害和典型事故

案例，学校要充分发挥优势，有效

利用班会、家长会，讲授交通安全

知识，引导广大学生、家长切实提

高交通安全意识，自觉抵制乘坐超

员、无资质的车辆上下学。

四、保障冬季乘车安全。 冬季

来临，霜露频、雨雪多、道路湿滑，

路况复杂多变， 各地校车安全管

理协调机制办公室要加强部门协

调联动，关注路况信息，掌握路面

实时动态，通过微信、短信等灵活

管用的方式，及时传达互通。 校车

运营单位及校车驾驶员要做好冬

季运营前的车况安全检查、 熟练

掌握冬季驾驶知识和技能、 切实

提高冬季道路行驶应急处置能

力， 共创中小学生和幼儿安全出

行环境。

综合新京报、教育部官网

校车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今年第 4号预警

严打黑校车 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家长学会好好说话 与孩子非暴力沟通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江苏省高级教师陈静做客微课堂表示———

人与人的交流 90%都要通过

语言来完成，用语言交流有很多技

巧， 非暴力沟通就是其中的一种。

家长如何与孩子进行非暴力沟通？

就这一话题，本报记者邀请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江苏省首届现代心

理健康教育年度峰会优秀心育个

人、 高级教师陈静来到微课堂，为

贵州的家长支招。

★核心提示

四种方法 避免语言暴力

常言道：良言一句三春暖，恶

语伤人六月寒。陈静老师说，在语

言沟通中就有四种暴力，分别是：

过分评价与判断；否定与否认；命

令与威胁；应该如何如何。 在

沟通中， 应避免语言暴力，而

使用非暴力方式来沟通，方法

也对应的有四种：

1、说出你的观察：我看到

或我听到。

重点： 区分观察与评价。 例

如：“好远啊” 是一种评价；“离

这里 1 公里” 是观察，是事实描

述。

注意： 避免使用不负责任的

静态语言和一棍子把对方拍死的

语言。 例如：“你怎么老是不认

真？你怎么总这么粗心？你这辈子

都不会有出息” 、“怎么老是” 、

“每次” 、“永远” 、“总是” 、“经

常” 、“就是” 等类似语言。 说话

不带评价与判断， 才是说话的最

高智慧。

2、说出你的感受：我感觉。

重点： 区分想法和感受。 例

如：“我觉得你怎么怎么样” 是想

法，是观点，是在说自己对别人的

看法，不是感受。“我感觉什么什

么……” 说自己，说感受。

注意：表达自己的感受，可以

使用这样的一些词汇： 欣喜、甜

蜜、感动、激动、害怕、担心、焦虑、

紧张、伤心、生气、愤怒、忐忑、困

惑、迷茫、不安、兴奋等。

3、说出你的需要：我需要。

凡是有沟通，就是有需要，需

要得到满足，沟通效果就好。所以

需要厘清自己的需要， 它与感受

是相匹配的， 因为需要未被满足

才有了那些感受。

4、说出你的请求：你可不可

以？

好的请求具备三个特点：

（1）非常具体。 （2）不要告诉对

方不要做什么， 而是告诉他要做

什么。（3）记得加上 5个字，“你

可不可以？ ” 是委婉请求，不是

“要求” 和“命令” 。

实践应用 要注意四点

近日， 贵阳市 2019 年全民终

身学习活动周开幕仪式在贵阳会

议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周以 “推动全民终

身学习，加快建设学习型城市” 为

主题，由贵阳市教育局主办，贵阳

市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贵阳

市电大）承办，各区县市教育局、

各社区教育试点单位协办。来自贵

阳市的 44 家社区教育试点单位通

过现场演示、展板、宣传手册、视频

等动静相结合的形式，用作品全面

呈现出近年来贵阳市全民终身学

习发展成果。

据了解，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

动周旨在通过坚持品牌项目特色，

推进社区试点的规范化建设，树立

“活到老，学到老” 的终身学习理

念，助力贵阳学习型城市建设。

开幕式上，对南明区新华社区

服务中心等 11 家贵阳市 2019 年

社区教育试点单位，以及云岩区中

天社区等 7 家贵阳市社区教育优

秀试点单位授牌， 对 13 位贵阳市

2019 年“百姓学习之星” 和 7 个

“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进行表彰。

据介绍，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

动周的公益学习活动将延续到本

月底，将开展 100 场市民公益学习

活动。 活动周期间，公益学习将以

“体验 + 互动” 学习方式为主导，

进行家庭教育、老年教育、传统文

化、茶文化、非遗传承、互联网 +、

书画摄影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

广大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社区教育带来的福利。 谢孟航

贵阳市 2019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

工人文化宫 与枫丹白露小学学生联欢

11 月 11 日下午，花溪区华

阳小学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了禁

毒宣传教育。

为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到毒

品的危害性，学校利用国旗下讲

话、黑板报、校园广播等围绕什

么是毒品、毒品的种类、毒品的

危害等方面，向全校师生宣传毒

品预防知识。 五、六年级的学生

还在各班教室参加了禁毒知识

竞赛。 孩子们细心读题，认真作

答， 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

竞赛内容包括了毒品的特征和

种类、毒品对青少年的危害以及

抵御毒品侵害的措施等。

比赛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

示，今后不仅要做一名小小的禁

毒知识宣传员，还要带动身边的

人一起加入到禁毒宣传活动中，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和谐。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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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溪区华阳小学

多种途径

开展禁毒宣传

近日， 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携

贵阳市教育局、南明区教育局、南明小学

相关工作人员赴从江县大歹小学， 举行

教育组团式帮扶签约仪式。

据了解，为了让贵阳市优质教育资

源帮扶贫困地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

升，以教育组团扶贫方式，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 在省教育厅和贵阳市教育局领导

下， 南明区教育局组织区属优质教育资

源南明小学教育集团组团赴从江县大歹

小学，开展为期三年的教育帮扶工作。

11 月 8 日， 南明小学组团式帮扶

大歹小学签约仪式在大歹小学举行。

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肯定了贵阳市

组团式帮扶工作，充分体现出市、区教育

局对教育脱贫攻坚工作的责任担当，并

对帮扶工作做出指示。 谢孟航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上海、宁夏、贵州

三地联动搞教研

近日， 贵州省文化馆青松合唱团走

进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唱响爱

国主义旋律， 学校全体党员教师及学生

代表近 500人观看了演出。

一曲表现希伯莱奴隶对巴比伦统治

强烈控诉和对自由无限向往的《希伯莱

奴隶合唱·在幼发拉底河岸》 拉开了演

出序幕。 有唱响中国梦的 《共筑中国

梦》， 有表现阿庆嫂与敌人智斗的现代

京剧《沙家浜》，有赞美贵州秀美山川的

《走进黄果树大瀑布》······

学院师生沉醉其中， 在优雅的旋律

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现场多次响起热

烈的掌声。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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