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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6 月 5 日，上海师范大学慈善工

作先进集体、优秀项目评选会顺利举行。我院

红苹果慈善义工分队荣获“上海师范大学慈

善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我院义工分队主

办的厚才小学义工服务项目被评为“上海师

范大学慈善工作优秀项目”。此外，在先进个

人评选中，我院红苹果慈善义工分队队长

2011级小学教育专业黄进芳同学获“上海师

范大学慈善工作优秀干部”荣誉称号，2011级

小学教育专业余晏旗同学、2012 级小学教育

专业粱菁同学获“上海师范大学慈善工作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我院红苹果慈善义工分队自成立以来，得

到学院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工作中，

始终秉承着“帮困育人”的理念，鼓励困难同学

感恩成长、励志成才，用努力与汗水收获成功。

在未来的工作中，义工分队的所有成员将继续

努力，再创佳绩。

2013年 3月 5日下午 12:30--13:15，上师

大红苹果义工队教育学院分队在奉贤校区第

五教学楼 A、B座组织了一次清扫教学楼与贴

文明标语学雷锋活动。

此次活动报名参加的志愿者共有 15 名，

在详细介绍了活动内容后志愿者们被分成不

同小组进行工作。每一名志愿者都认真地将要

求牢记在心，有的贴环保标语，有的扫地，有的

擦黑板，有的清理课桌内的废纸；在分工合作、

互相协助下，志愿者们很快完成了志愿服务，

为同学们营造了一个干净、温馨的学习环境。

“3·5学雷锋日”不仅仅让志愿者体会到了

助人为乐的快乐，提倡同学们爱护教室、保护

环境、节约能源，而且也提醒着每名大学生都

该把雷锋精神牢记在心，并在日常生活的点点

滴滴中践行这一高尚品德！ （计菁）

2013年 3月 12日和 13日，教育学院义工

队分别开展了海湾小学植树节签名活动和大

学生环保知识竞赛，收到了良好的反响。

3月 12日下午 15:00，我院义工队员前往

海湾小学开展植树节签名活动，签名活动得到

了海湾小学校长的大力支持，还亲自带领同学

们在横幅上签名。

3月 13日下午 15:00—16:30，我院义工队

员在五教 A座 203开展环保知识竞赛，来自教

院、人文、马克思、外国语等学院的 15 位同学

参赛，并最终决出一二三等奖且颁发了绿色盆

栽作为奖品。参赛同学均表示本次竞赛轻松有

趣，还学到了很多环保知识，很开心。

两个活动希望让更多的小学生、大学生能

注意到保护环境，爱护绿化，这不仅仅是在植

树节一天要做的，而是应该融入我们日常行为

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让我们做到“环保先行，一

站到底，爱护植物，从我做起”！

5月 31日，由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支持，上海师范大学红

苹果慈善义工队主办，教院分

队承办的“放飞梦想 共庆六

一”主题义演活动在奉贤区光

明镇厚才小学顺利举行。

本次六一义演活动由上

海师范大学与厚才小学联合

举办，厚才小学于校长、上海

师范大学学工部吴跃东老师

和教育学院辅导员李莎莎老

师参加了本次义演活动。节目

形式多样，不仅有曼妙的民族

舞蹈，还有精彩的唱歌、相声、

朗诵、魔术表演等等，穿插其

间的抽奖和游戏环节更是气

氛高涨。风雨阻挡不住志愿者

与孩子们欢快愉悦的心情，大

朋友与小朋友们一起度过了

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通过此次活动，丰富了孩

子们的六一生活，给孩子们带

去更多欢乐，让孩子们感受到

社会对他们的关爱，为他们创造了机会畅谈梦

想，放飞梦想，拥抱快乐童年，拥抱未来人生，

同时也给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的同学们创造了

了解儿童的机会，做好就业前的准备。

我院红苹果慈善义工分队荣获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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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教育学院义工队 3月 5日学雷锋活动

爱护植物 从我做起
———记教育学院 3月 12日植树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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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助老”系列主题活动，在上海师范大

学慈善义工队教院分队的主持下，于 2013年 3月 29日 13:40，在上海

市奉贤区奉城镇奉城敬老院顺利举行。

整个活动中，由 9名志愿者组成的志愿者小团队被分为两组：一组

负责陪爷爷奶奶们聊天、读书、看报，认真地倾听老人们讲述过去的事

情，给老人们念报、念书，像是爷孙一样亲切地交谈。另一组则负责打扫

爷爷奶奶们的房间里的卫生，擦玻璃、擦电视、扫地等。

这次活动受到了老人们的欢迎，每个人脸上都笑开了花。志愿者们

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敬老爱老”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

毫无意义的空口号，而是绵延了数千年而不变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美德，是中华民族之魂。 （付有驰）

2012年 3月 24日，由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慈善义工分队组织的

奉城敬老院爱心义演活动顺利开展了。在义工队员的前期精心准备下，

这次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敬老院的老人们都笑眯眯地说道：“你们下周

再来吧！”

活动中，志愿者身穿红色马甲，坐在老人中间，与他们聊天，一起看

节目。表演到精彩处时，老人们还附和着一起哼歌儿，拍手，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节目结束后又高兴地鼓掌，神采飞扬。这种欢乐的场面感动

了志愿者，爱意流进了每个人的心田。温馨的场地，细心体贴的问候，热

情洋溢的表演，所有的准备，所有的努力都是教院义工队爱的表达。表演

结束后义工队员和老人们一起拍的“全家福”在夕阳的背景下，显得格外

温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希望更多的人来理解这

句话，来关注这些真正需要我们关爱的群体。这次尊老敬老之行，义工队

员们献出的是一份爱心，收获的是满满的感动，不仅使老人们感受到了

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是教育学院义工队员深入社区、亲身体验的一次

经历，增进了大家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精神。爱心无限，孝心无限，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温暖他人的天使，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同学献出自己的

那份关爱。 教院义工队罗恩琴

2012年 10月 25日 13:00———14:00，上海

师范大学红苹果慈善义工队教育学院分队志

愿者们来到南桥镇智障人士阳光之家，顺利开

展了为期一小时的志愿者活动。

在队长的带领下，四名志愿者穿上红色的

小马甲，来到了南桥镇智障人士阳光之家。本

次活动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在教练教授韵律

操时协助维持秩序、带领残障朋友玩传递乒乓

球游戏。13:00活动正式开始，教练带领残障学

员们重温了一遍以前学过的广播体操和“快乐

老家”韵律操，志愿者们从旁帮助学员们排好

队并且纠正他们的错误。13:30分，当地负责人

和志愿者们共同挑选了 32名学员（共四队）参

与接下来的乒乓球运球游戏。在介绍完游戏方

法和规则后，每一名志愿者站在自己的队列前

率先做了一回示范。然后学员接过乒乓球拍和

球，兴奋地玩起来。他们团结协作，小心翼翼地

端着球向前走，努力为自己组争取时间以求获

得胜利，志愿者们也从旁鼓励，为自己的组员

加油。休息期间，学员更是与志愿者一起打了

篮球、乒乓球，并且跟他们聊天，每个人脸上都

露着笑容。活动结束了，他们表示很感谢我们

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当志愿者们即将离去时，

学员们都一一与志愿者挥手告别，并说期待我

们的下一次见面。

虽然本次活动只进行了短暂的一小时，但

是残障朋友们都表示玩得很开心，我们给他们

带去了很多欢乐和温暖。志愿者们也纷纷表示

自己进一步了解了现实生活中这一群不同的

人，并愿意继续关注这样一群人，关怀他们。不

难从他们身上发现，那些笑容是缘于对生活的

热爱、是缘于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是缘于

那一份早已被大多数人遗忘的知足快乐，尽

管，他们是这样一群特殊人士。 （计菁）

舞动生命 爱暖心灵
———记南桥阳光之家助残活动

“敬老爱老”伴我行
———记教育学院义工队三月敬老活动

关爱老人 温暖夕阳
———奉城敬老院爱心义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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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3月 15日 13:35—14:15，上海师范大学红苹

果慈善义工队教育学院分队开展了 2013年首次厚才义教

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活动负责人金悦同学带领四名志愿者

分为 2组，分别在三年级一、二班授课。本次义教的上课形

式采取的是“教学—做游戏”模式，即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后

还有时间剩余的情况下，适当的与同学们做一些互动的游

戏。这种模式结合了小学生不能长时间专注以及喜爱做游

戏的特点，不仅能吸引小学生的眼球，还有利于提升他们

的学习效率。

通过此类义教活动，希望能达到“三赢”的效果。首先，

有利于提升小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学习效率，劳逸结合；

其次，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最后，有利于开辟出

新的一个利于小学生发展的教学模式。

（付有驰）

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助学”系列主题活动之趣味运

动会于 4月 26日下午在奉贤区光明镇厚才小学顺利举行，活动

由上海师范大学慈善义工队教育学院分队主持。

志愿者们把三年级的小朋友有序地带到操场上，拥抱阳光，

享受运动。运动会主要有四个项目：两人三足赛跑，跳短绳，运篮

球跑，夹气球。小朋友们都很高兴，四个项目点很快就挤满了人，

自觉地排队参加比赛。不管是男生女生都热情高涨，在奖品发完

了之后依然不断参与，甚至在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还利用现场工具组织了定点投篮、跳长绳活动，连志愿者

们也被小朋友们的热情所感染，一起参与到了游戏中来。快要下

课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地排好队，在志愿者的组织下回到了教

室。尽管天气炎热，所有人都被晒得汗流浃背，但是富有趣味的

运动让所有人都兴致昂昂，运动会圆满成功。

小朋友们都表示很喜欢这次运动会，希望以后还能举办更多

这样的活动。此次运动会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活动，加强他们的体

质锻炼，训练大家的反应能力，更增强集体意识和团结意识。

一、时间

义教时间一般为 13:42—14:22，义教人员

需 12:15在奉贤校区东门口集合，在大剧院对

面的站牌处乘坐海航线到光明站下，时间如有

所调动会提前通知。

二、地点：奉贤区青村镇厚才小学

三、义教内容：英语教学和兴趣教学

英语：义教人员需根据教材（义工队会提

供教材）自己撰写教学方案，打印出来交给义

教负责人审核。教学方案要创新，要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课堂要生动，让学生能有所提

高，真正学到知识并感到学习的快乐。

兴趣：兴趣教学可以是唱歌、手工、体育、

手语等，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放松、快乐，同时能

学到一些除课本以外其它方面的知识，学习一

些才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兴趣教学也要

撰写教学方案，把教学的主要内容及流程形成

书面材料。

四、其它内容

1.义教人员要报名参加义教活动须注明

专业、班级、联系方式。

2.义教人员每次义教时要提前准备好教

学方案，按时在地点集合，集体去集体回。

3.课堂上义教人员要维持好课堂秩序，同

时注意学生的安全。

4.因为每次义教的人数有限，所以报名的

当周不能去的同学会安排下一周前去。

以上内容对义工队队员及志愿者同样适

用。

教育学院慈善义工队

厚才小学爱心义教内容简介

义工队 2013 年首次厚才义教活动顺利开展

拥抱阳光 享受运动
———记教育学院厚才小学趣味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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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志愿者义教心得
灰蒙蒙的天空下着雨，在海航线上站了半个

小时左右，终于又一次来到了厚才小学。又一次

看到这些小学生，他们还是一样的热情，也用他

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一节有关于小常识的课，很

多常识自己不知道，但是这些三年级的小孩子却

可以说出来，想想未免会觉得有些惭愧。

虽然说他们有些吵闹，但是却是那么的活

跃，他们的吵闹中带着自己儿时对这个世界的

那一份激情，对所有事情的好奇心。他们的吵

闹也许是对自己的一份认可，他们的吵闹也许

是一份放松，他们的吵闹也许是他们内心的单

纯。总归，他们是一群简单的孩子，他们是令人

不能不喜欢的孩子。

孩子永远都是最天真无邪的，他们也一样

能够感染我们，让我们也重新找回了孩童时代

的心！ （2011级小教 4班王亚楠）

一路颠簸，一路兴奋，心中默念这教案的

内容，静静想着孩子们可爱的脸庞，路边的风

景格外的美丽，我的心情也格外的明朗。

经过半小时的车程，我迫不及待的下了

车，直奔厚才小学，进入校门，学校正好下课，

校园里马上热闹了起来，我们一行人穿好爱心

马甲，进入教室。刚迈上讲台，很多学生便一拥

而上争着说老师好，我的心暖暖的，第一次感

觉到了老师这份职业的神圣，这更加坚定了我

要当一名小学教师的信念。

整堂课课堂气氛很好，学生们很是活跃，

争着抢着回答问题，我们的主题———孝敬父母

也在他们的心中深深的烙下了印，并且答应我

要为父母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

虽然只有短暂的 35分钟，但对于我来说

却意义非凡，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堂课，孩子们

稚嫩的脸庞和他们的欢声笑语让我十分舍不

得离开，希望以后还能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美好

的时光，教给他们更多的知识。

（2012级小教 4班冯捷）

这次义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站上

讲台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学习。

在我走上讲台之前，满心是紧张、害怕、激

动。我害怕自己讲不好，害怕回答不出小朋友

提出的各种古怪的问题，但更激动于终于平生

第一次走上神圣的讲台。

上课铃响起，孩子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到自

己的座位上，随着课程的推进我才知道我的担

心是多余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我们提出

的一个个问题，小手举了放，放了又赶紧随着

下一个问题的提出举起来。他们的热情和认真

更是点燃了我们的自信与激情。

不知不觉下课铃在耳边响起，但我们还沉

浸在学习和游戏的快乐之中，此时的我们感觉

时间过得好快好快。一节课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一堂意义重大，值得我记忆的课，也许

很久以后我不再记得课堂上讲的关于天气的小

知识，但我一定不会忘记课堂上活跃的气氛和

当时我复杂的心情。我们期待着下一次和小朋

友一起学习、游戏！ （2012级小教 3班陈聘）

今天，我和一批同学到厚才小学进行义教。

当一进校门时，我就被小学生的热情所感染了。

接下来，我和同组的另外一名同学进入三

年级一班进行教学。我们这组今天要教的是

《科技小常识》，主要是从六方面讲生活中的科

技小常识：食盐的妙用、醋的妙用、蛋壳的妙

用、淘米水的妙用、如何鉴别鸡蛋、饮食中的几

个误区。我们在上课时也会让同学们思考并回

答这些物品在生活中分别有哪些用处。三年级

的小朋友很调皮，但同时他们也相当的热情，

每当我们提问一个问题时，总会有许许多多的

小手举起，争先恐后的来抢答我们的这些问

题，这让初次站上讲台的我倍受鼓舞。

经过这次的义教活动，我切身的体验了当

一个小学教师的感受，收获了许许多多宝贵的

经验，比如说在和小朋友交流的时候，我们既

要有老师威严的架势，有时也要有如大姐姐般

的亲切感，只有这样，小朋友们才会真心的与

你交流他们的想法，同时也不会在那大吵大

闹。又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要多多的鼓励小朋

友，无论他们的想法是否正确，都是值得鼓励

的，所以我们应该毫不吝啬地鼓励他们。

我觉得这样的义教活动是十分有意义的，

所以我会多多参加这样的义教活动！

（2011级小教 5班 张玲怡）

今天我去厚才小学三年级 1班义教的收

获颇丰。我觉得，和小学生相处是一个既有趣

又比较辛苦的过程。

我很高兴，现在的小学生比我想象中的更

活力四射、思维更天马行空。但是，随之而来

的，也就需要更努力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吸引

住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乖乖地跟着上课的思

路走，维持好课堂纪律。我们选取的主题比较

生动，也经常提问他们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

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学习探索中来。

另外，在给他们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给

他们树立一个老师的威严是很重要的。当一个

人开始在课堂上有骚动不好好听课的时候，往

往就会带动周围的一圈人，如此影响下去，最

后全班都会陷入难以控制的混乱中。所以，务

必要从一开始就让他们明白，来上课的是老

师，而不是“大姐姐”。

最后，我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小学生

都喜欢老师给他们讲故事或是玩个小游戏，这

样会提高他们的课堂投入感，也会更有兴趣在

所学的内容中。所以，适当地在课堂上用一些

与知识有关的小故事做衔接或是用一个简单

迅速的小游戏做引入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

游戏不能过份，不能让游戏变成课堂的主体。

玩游戏也可能让学生过于活跃而打扰了正常

教学的行程。所以，游戏的度要掌握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去厚才小学义教的所得、

所感，我深深觉得我在教学这条路上成长了很

多，我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让我累积

经验，继续成长。（2011级小教 6班沈王依）

我沉醉的那份单纯和快乐

没有很大的期待，甚至还有些无奈与忐忑，

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和小孩子打交道了，这么一

节给三年级的孩子上的课，要怎么进行啊？还要

上 40分钟，这，可怎么办。我带着无奈，似乎还

有着那么些的不情愿，踏进了厚才小学。而现在

看来，当时的这些感觉和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倘

若没有这次经历，那时多么的遗憾！

来到要上课的班级，推门进的那刻，便听

见几个小朋友在开心的叫，“有老师来了，好高

兴啊！”，顿时，我心里是惊讶的高兴，那种被人

期待，那种真诚，深深地震撼了我。站在讲台上

的我，看着下面每张笑脸，之前构想的无数种

生疏和紧张都没了踪影，只是一种开心，内心

油然而生的开心。“小朋友，我们现在来做成语

的游戏好不好？”，我笑着说。“好！”，孩子们整

齐响亮清脆的稚嫩声音怔住了我，那种纯粹的

真诚，完全的同意，被人鼓舞的感觉让我的心

里荡漾起了感动。

我，怔住了，他们是如此的单纯，他们是如

此的可爱，他们的世界是那样的纯白，看着他

们，也是如此的快乐！

“小朋友，大家不要吵好不好，你们再吵，

老师就要伤心了啊。”话音一落，孩子们听话的

都坐了端正。我，是不是又一次被感动了呢？在

他们的心中，老师是怎样的呢？我体会到了最

认真的关心和支持，那刻，我想说，谢谢你们，

可爱的孩子！

快要下课的时候，我有些恋恋不舍，在黑

板上给他们抄上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

上了“最初的梦想”，在他们稚嫩纯净的朗诵声

中，一节课是这样快的结束了。他们也许还不

懂，他们的这位老师，我，送给他们的这首诗是

怎样的含义，他们，也许还不理解这其中蕴藏

着的满满的祝福，他们，不知道他们感动了他

们的老师多少次，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老师

沉醉在那份单纯快乐中……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小时候的我，那时的

我，也是这样的吗？现在的我呢？周围的世界

呢？是世界变了，还是我们曾经的一些东西丢

失了？所谓成长，又是什么？

这次经历，我多么的庆幸自己拥有了；这

次活动，我多么欣喜自己参加了。这不是我给

小朋友们上的一节课，而是收获感动与快乐的

一节课，寻找童年，看看现在，眺望未来的震

撼。我沉醉那份单纯，那份快乐，那种无与伦比

的美丽。 （2012级应心 1班田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