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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馨月 王大丽
采访前言：家庭访问是进行个别家庭
教育指导的一种常用的有效方式，简称家
访。主要是解决儿童、青少年的个别的家
庭教育问题。学校的教师到学生家庭访问，
一般是与家长沟通情况，交流感情，密切关
系，商 讨 共 同 教 育 儿 童、青 少 年 的 方 式 方
法。这种指导方法比较灵活机动，便于进
行，
而且指导得比较具体，
更具有针对性。
家访，表面上是教师向家长反馈学生
在校成长、学习的琐事，实质上则是学校教
育的延伸，是教师教育责任的延续，是教师
教育行为的另一种实践。家访这一传统形
式，使学生成长的空间由原来的相对封闭

连通为家校一体，并将家庭教育也纳入其
中，
使其成为学校教育的坚固后方。
暑假期间，乌兰浩特市第十二中学开
展了针对初一新生的家访活动，目的是通
过家校沟通，促进家校共育，为新初一接下
来的工作做有利铺垫。期间，记者和老师
们一起进行家庭访问，深感家校共育的重
要性。
在交流中，记者了解到，家访工作开始
前，学校精心筹备，班主任们整理好家访时
需要的各种材料，确保家访活动顺利开展。
由于是新组建的初一年级班集体，在家访
过程中，老师要深入了解学生的性格特点、
兴趣爱好、学习习惯等，掌握学生的家庭情
况及家长的所思所盼，搭建好学校和家庭

之间的沟通桥梁。
姚爱静是七年十班的班主任，为了提
高家访工作的效率，她提前与家长们取得
联 系，约 定 好 时 间，并 根 据 不 同 家 庭 的 需
求，确定好交流的侧重点。在家访过程中，
记者看到，每走进一个家庭，她都把热情带
到学生、家长身边。在良好的交流氛围里，
家长们放下顾虑，说出家庭教育中出现的
问题和苦恼，孩子们敞开心扉，表达着对崭
新学习生活的担忧和期待，姚爱静逐一细
心解答、耐心安慰、精心指导、倾心聆听，赢
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信赖。
在家访中，姚爱静了解到了各有性格
的学生们，也写下了对自己新学年教学的
新方案。学习成绩优异但体质稍差的乔田
然同学，姚爱静对她给予了表扬和鼓励，希
望她在学校三年的学习时光中能够补齐身
体素质方面的短板，力争实现全面发展；对
数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曹鑫宇同学和老师说
起自己的小苦恼，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总
是 很 短，课 堂 学 习 因 此 受 到 了 影 响，姚 爱
静便和他交流提高注意力的方法；马娜仁
托亚同学性格开朗，学习成绩优异。随着
和姚爱静深入的交流，她不自觉地倚靠在
姚老师身边，开心地说着希望在今后的学
习过程中能够保持良好状态，一直优秀下
去；做事严谨、踏实努力的徐子墨是一位数
学小能手，在得知自己的班主任是数学老
师时，她高兴得手舞足蹈。更让她兴奋的
是，和班主任姚爱静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家
里……
韩红英是住宿班七班的班主任，她在
接到家访任务后，逐一了解了班级每一位
学生的自身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环境，其

中多数学生是没有住宿经历的，针对这一
情况，韩红英向家长和学生们介绍了学校
住宿生的在校生活、学习、活动情况，还介
绍了十二中充满爱与尊重的家文化，让孩
子对住宿生活充满了向往。
韩红英从学生的爱好、性格、学习习惯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学生们开心地
向她展示着曾经获得的荣誉，介绍着各自
的阅读积累，让她对学生们今后的学习充
满了信心和希望。
针对历届新生入学时容易出现的各种
问 题，韩 红 英 和 家 长、学 生 进 行 了 充 分 交
流，希望他们能够做好更全面的准备，尽量
避免可预见的问题，让初中生活有一个顺
利、良好的开端。并为班级学生们设计了
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为学生们的初中生
活留下美好记忆。
在家访中，韩红英收获了家长们的理
解与支持，最让她振奋的是，感受到了家长
和学生们对十二中学的认可与喜爱，以及
对初中生活的新环境充满着期待。
整个家访过程满载着老师们对每一位
学生的爱，对每一个家庭的责任。家访结
束后，老师们每天通过班级微信群与学生、
家长进行沟通，指导学生规律作息、科学健
体，并将一些收效良好的学习方法传授给
他 们；引 导 家 长 关 注 教 育 发 展 趋 势，注 重
青春期家庭教育，做好疫情防控的日常防
护……
老 师 们 表 示，会 和 学 生、家 长 齐 心 协
力，帮助学生们在初中生活的天地里找到
适合自己的轨迹。让他们像璀璨的星星一
样，在成长的轨道上散发出独特光芒，让这
场美丽的相遇成为学生未来闪光的回忆。

兴安一小启动新学年课后服务新模式
兴安盟各中小学
本报讯（包一婧）近日，
已全部开学，
并按照教育局“一校一案”要求
开展学校的课后服务工作。开学第一天，
记
者来到乌市兴安一小。从本学期开始，
他们
将实行“1+N”课后服务模式。在每天放学
后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
孩子们继续留在学
校，
做作业并参加社团活动。
“1+N”模式中，
1 是指自主作业，
分为必

做作业和自选作业两部分，
总体上要求每天
作业时间控制在 30— 40 分钟。鼓励老师们
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
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N
是指多元时空，
即采取“5+8+5”的方式开展
校园社团活动。其中 5 是指学校的社团分为
体育竞技、
乐美艺术、
传统文化、
科技创新、
微
职体验五大类，
给予孩子们丰富的实践体验；

措非常好，
既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又让他们能
够利用课后时间学到更多的知识。同时，
作
为一名班主任老师，
课后服务的时间让我能
够更好掌握孩子们的学习动态。
”
四年四班的于欣格同学告诉记者：
“我特
别喜欢学校的‘1+N’模式，
现在我写作业最
多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剩下的时间我可以
多读些喜欢的课外书，
增长自己的知识。
”

《兴安日报》小记者美文

美丽的天骄天骏
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位
于我的家乡乌兰浩特市的北侧，
是人们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在我眼中，度假区的样子可
真美。远远望去，天骏山就像一
匹健壮的骏马，奔驰在一望无际
的草原上。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
感受它的美，就跟随我的脚步一
起领略这儿的美景吧！
清晨，
站在山脚下，
你会发现
整座山仿佛披上了一层透明的薄
纱。道路两旁，五颜六色的花朵
静静绽放，
漫步在小路上，
宛如走
在仙境里。随着小路往山上走，
雾气逐渐散去，你会看到数百级
的台阶逐渐呈现出来，每隔 100
级台阶，阶梯之间会安排一个休
息座位，观赏游玩期间，爬到山
顶对于我来说差不多需要 50 分
钟的时间。到达山顶时，眼前的
场景更为壮观，脑海中不由得浮
现出了杜甫的一首诗：
“岱宗夫如
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
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
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
”这里有两个半圆形观景台，
是最好的观赏地点，站在这里可

8 是指八大空间，
即教室、
办公室、
会议室、
图
书室、
功能室、
体育馆、
实践园、
操场等场地，
基本涵盖了校园内的全部场所；
5 是指五方
联动，
即教师、
专家、
家长、
社会机构、
网络五
方资源。在“5+8+5”模式推动下，
孩子们对
学习的需求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满足。
四年五班班主任、
小记者社团指导老师
崔琪在采访中说：
“我认为学校的‘1+N’举

以饱览整个市区的美景。
景区的夜晚更加绚烂多彩，
五颜六色的灯光把景区映照得仿
佛奇幻世界。这些灯光，时而变
成红色，
时而变成黄色，
时而又变
成蓝色……这些光聚在一起，就
像一位舞者穿着华丽的服装在尽
情地舞蹈。
晚风吹拂，
花香扑鼻，
整个人
都沉醉在其中。倘若你也喜欢这
里，欢迎你来体验下这美丽的天
骄天骏。
（兴安一小四年四班 于欣格）

天骄天骏的迷人夕照

天津的“海洋”之旅
这个暑假，妈妈带我去了天津市滨海新
区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和亲海公园，这次的旅
行让我十分难忘。
清晨，
我和妈妈来到了国家海洋博物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雄伟的建筑，形状好
似一条飞跃入海的鱼。博物馆里人山人海，
我们来到了海洋文明区，里面摆放着各式各
样的雕像，
有一个雕像是人在用柴火烧海水，
来提炼盐粒，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接下来
看到的是船只区，一艘艘船只的模型好像把
我带到了海洋之中，从远古时期的木舟到今
天的豪华游轮、
威武的舰艇，
可见人类文明的
进展是怎样的突飞猛进。
再往前走，我们来到了海洋生物区。一
进大厅，
我就被一只巨大的岛鲸标本所吸引。
这里还放着许多玻璃展柜，展出的是各类海
洋生物的标本，
鱼类、
龟类、
贝类、
水母等。这
些标本的内脏、肌肉、皮肤都被分层展示，栩
栩如生，
让人目不暇接。
三楼恐龙展区，
是个 3D 场景。一只飞龙
在孵蛋，
它的背后是一片水域，
有两只翼龙在
高飞，旁边还有一只迅猛龙在捕食猎物。3D
场景，
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恐龙年代的自
然环境。
参观完国家海洋博物馆，我们来到了亲

海公园。十分激动，因为这里可以让我真正
接触到大海。一下车，
我就飞奔到沙滩，
放眼
望去，
大海无边无际，
波浪滔滔。妈妈给我买
了挖海鲜的工具，我们一起赶海。我翻开一
块大石头，
然后顺着石头下的孔洞进行挖掘，
真的有好多小螃蟹，很可爱。我还捉到了几
只小鱼和海螺，
海边风很大，
但是也阻挡不了
我的热情。我兴致勃勃地玩到了太阳落山，
才和妈妈依依不舍地离开海边。看到小桶里
的“战利品”
，
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虽然游玩得很累，但是我觉得这一天过
得很有意义，
长了见识还收获了一桶战利品。
下次有机会我还要来天津，这是一个美丽的
城市！
（兴安一小四年二班 于子豪）

八月的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
假区是五颜六色的！
一天傍晚，我和妈妈去天骄天
骏生态旅游度假区游玩。进入园
区大门，园区内遍地都是五彩缤纷
的盛开的花朵，红的、黄的、白的、
粉的……每一种颜色都点缀了一
个地方。
随着风儿的陪伴，我们走进了
格桑花海。这里的花朵颜色是红
色的，在夕阳的照射下更加闪耀，
有几株绿色的嫩草嵌入在花的海
洋里，给格桑花原本的颜色上又增
添了一抹鲜亮的色彩。我蹲下身
并凑前仔细观察，发现在花蕊部分
上还有星星点点的黄颜色，显得尤
为特别！
马头形状的天骏廊桥更是雄
伟壮观。从廊桥的下面向上看，只
能看见一条条灰色的木板。走在
廊桥上，鞋与木板之间的摩擦会发
出“咚咚咚”的闷响声，像是在击
鼓一般。走在总长度为 2333 米的
桥上，我并没有感到乏累，更多的
是内心的那份期盼，期盼快点走到
最高点俯瞰乌兰浩特市的美。当
走过了第一条长桥上到第二条长
桥时，你又会发现木板的颜色随着
夕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了，给人们

的感觉是柔和而淡雅……走到最
高点了，全市的美景尽收眼底，真
是一场视觉盛宴，
看得目不暇接。
当我走在花古清泉的小道上
欣赏云雾缭绕的美景时，一道阳光
倾撒下来映照在我的脸颊上。阳
光透过雾气，雾气刹那间变成了金
色的，金灿灿的雾气环绕在我的四
周，如 烟 如 梦！ 此 时 微 风 划 过 水
面，水中泛起层层涟漪，这场面犹
如仙境一般。
有人说，天骄天骏的每个角落
景致都美，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
的美。我想说，金色夕阳下的天骄
天骏最美，
让人流连忘返！
（兴安一小六年六班 姜丞泽）

“花乡小镇”义勒力特半日游
暑假的一个周末，
我和爸爸妈妈姐姐进行了一
次“花乡小镇”义勒力特半日游。
来到花乡小镇，映入眼帘的是五颜六色的花
儿。沿着柏油路继续向前走，看到几只可爱的小
鸭子在湖水里嬉戏打闹，
景色格外宜人。
这里的孔雀园非常有名。刚一进门，
眼前的一
幕就让我惊呆了，
这里居然还有白孔雀！据了解，
白孔雀是人工繁育的，
全身雪白雪白的，
像披上一
件雪白的衣裳，长长的尾巴如同纱裙一般，美极
了！它那浅黄色的长长的脚，
不停地来回踱步，
仿
佛 T 台上走秀的模特在展示自己的身姿，多像一
位婀娜多姿的公主呀。我们一家人与这“美丽的
公主”合了影，
留下美好记忆。
参观完孔雀园，我们到开心农场和开心滑草
场去玩。咦？我在想，这些地方为什么会有“开
心”二字？原来，
这里的小动物让人特别开心。一
进入开心农场，
就看到一只正在吃草的小牛犊，
听
农场老板说它们都是散养的，
我伸手去摸了摸它，
乖巧又听话；
向前走，
是几只大长腿鸵鸟。我把在
前台买的白菜喂给它们吃，它们开心，我也开心；

鸵鸟的“邻居”是一群白马，好像传说中的“白马
王子”呀，后面还有狐狸、小兔子等动物。姐姐学
着狐狸模样，
朝着小兔子说：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
开……”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野餐时间到了，
我们来到一片幽静的小树林，
席地而坐，边欣赏惬意的美景边吃从家里带来的
美食。一家人围坐着，
有说有笑无比开心……
花乡小镇，
我还会再来。
（兴安一小六年三班 曹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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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十二中家访活动小记

开笔破蒙 传承经典

家访 架起家校共育的桥梁

本报讯（包一婧）9 月 3 日下午，
天高云淡，
大地流金。公主陵牧场小
学的师生们齐聚教学区门廊前，
举行
首届一年级新生入学“开笔礼”
仪式。
公主陵牧场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
长徐洪成为“开笔礼”致辞，言语之
间满溢着对孩子们的殷殷期望之情。
他首先向师生和家长们介绍了“开
笔礼”的由来。开笔礼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
启蒙教育形式。公主陵牧场小学为
一年级新生举行“开笔礼”仪式，通
过这种庄重的仪式让刚入学的孩子
们感受到入学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是开始学习、
走向成才的起点。徐校
长勉励孩子们要珍惜读书机会、
勤奋
学习。
开笔礼现场，在老师的引导下，
一年级的小同学们身着汉服、
头戴冠
巾，亲身体验“端正衣冠、拜谢亲师、
朱砂启智、
击鼓明志、
启蒙描红、
敬拜
孔子”等启蒙仪式项目，
正式开启人
生的第一堂课。班主任刘福敏对孩
子们深情寄语：
“开笔礼只是一次典
礼，
真正的开蒙启智是孩子整个童年
漫长的教育过程。孩子，
你的老师将
陪伴你们度过童年美好的时光。
”最
后，
“开笔礼”在孩子们铿锵有力的
《三字经》诵读声中落下帷幕。
公主陵牧场小学非常重视对学
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不
仅开设了经典诵读校本课程，平时
还以传统节日、节气为契机，开展各
种形式的活动。
“传承是一种情怀，
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校长徐洪成
表示，
以后将把为一年级新生举行的
“开笔礼”仪式延续下去，入学之初，
便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种子。

公主陵牧场小学举行一年级新生
﹃开笔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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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舅妈去放羊
我的暑假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虽然因
为疫情原因我们没有外出，
但在开学之前我
和我的家人一起去到乡下的舅妈家做客。
一路上，
全家人聊着家常欢声笑语。由
于我们走的是乡间小路，
风景别样美丽。道
路两旁都是一排排高大且翠绿的树，
时不时
会有几只鸟儿飞到树枝上，
发出清脆悦耳的
叫声。抬头望向天空，
阳光透过树与树之间
的缝隙照在地面上，
简直美极了！我连忙拿
出手机，
把这美丽的画面记录下来。
到了舅妈家，一进大门口我顿时惊呆
了。院子里饲养着羊、狗、猪、鸡、鹅、牛等，
特别热闹。我的目光被不远处的羊群所吸
引，有 的 羊 儿 在 喝 水，还 有 的 小 羊 羔 在 喝
奶。更有趣的是，有的羊儿在望向我们，我
猜想羊儿们可能是在想：
这群人都是谁呢？
而这边的牛却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牛圈里

安详悠然地吃草，
还不时地发出“哞哞”声，
似乎没注意到我们这些陌生来客。面对这
么有趣的农家院，我一次一次拿起手机按
下拍照键，
“咔嚓”声瞬间引来它们的好奇
心，有几只小羊向我走来了。一开始，我有
些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害怕，但我发现它们
并没有想攻击我，
而是像一群好奇的“小宝
宝”想看看我手里拿着的是什么。这么近
距离看着它们，我忍不住又举起手中的手
机，不知怎的，我感觉这些动物们一个个都
好可爱。
第二天，
我征求家人的意见和舅妈一起
上山，体验放羊的乐趣。羊群在山上自由
自在地吃草，
而我的主要任务是不能让羊进
别人家的玉米地去啃玉米，
还不能让它们走
丢。我围绕着羊群一圈圈转，
生怕漏掉了一
只。我就像一个小战士，不惧艰难，守护着

羊群。过了一会儿，
眼前这片草地吃得差不
多了，
于是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在寻找另一
片草地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只小羊居然走丢
了！舅妈说，
别急，
可能就在附近，
我们原路
返回就能找到小羊。果然，返回路上，发现
了那只小羊在一棵树下，想要赶它回去，可
是它不听我的，
无论我怎么拉它、
赶它，
它都
不走。这可怎么办？我灵光一闪，
把它抱起
来不就可以了吗，我一把揽住它的肚子，可
无论我怎么使劲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舅
妈经验丰富，
把它“抓”了回来。
这次去乡下游玩，
让我感受到了乡村与
城市的不同，感受到了乡村人的淳朴与快
乐。与舅妈一起去上山放羊的经历，
更让我
体味到了牧羊人的辛苦。幸福的生活要靠
勤劳的双手，我也会更加努力学习，创造自
己的幸福。
（兴安一小六年一班 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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