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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每一位学生，赏识每一位

学生，以一名帮助者、支持者、欣赏

者的身份走近学生，这才是我们做

教师的真正含义。”
那天，张某和王某都忘带作文

本，当品学兼优的王某站在我面前

时，我和颜悦色地说：“怎么那么粗

心大意，下次细心点，别再忘带了。”

可当纪律与学习都不如人意的张某

来到我跟前时，我不禁严厉地说：

“你怎么搞的，连作文本都会忘带，

还上什么学？你自己说，这是第几

次了，你可愁死我了，一边反省去

吧！”当时，我觉得这种做法太自然

了，一个是偶尔犯错，一个是屡教不

改，当然要区别对待了。可是，当张

某愤愤不平地反省时，眼里噙满了

泪水，他狠狠地瞪了王某一眼，而后

又把目光转向了我。天啊！这是一

种怎样的目光，含着委屈，念着忧

怨，更含着愤恨。顿时，我被惊呆

了，我分明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一

个偏心的卑微的自己，我也分明从

他那儿听到了一颗童稚的心怦然破

碎的声音，我知道，我错了。

当阳光洒下的时候，金色的光

芒会毫不偏袒地照耀每一株花草，

无论是名花还是野草；当雨丝落下

的时候，点点滴滴都滋润着每一寸

土地，不分它是贫瘠还是富饶。那

么教师的爱与宽容不也应该像阳光

和雨丝一般，遍洒每一个孩子的心

田吗？
思索之余，我决定从张某开始

关注班里的“后进生”，我要重新建

立起他们对我的信任，重新使他们

的眼睛焕发出灿烂的光芒。于是我

低下头来，向张某承认了自己的错

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开始花

更多的时间关心他、帮助他，还不断

地引导他发掘自身的闪光点，增强

自信心。然而情况并不乐观，他依

旧作业不写，开小差，闹情绪，但我

没有放弃。一次次艰辛的努力，一

次次推心置腹的交流，终于换来了

他可喜的进步：课堂上他终于举手

发言，游戏中他展示了表演的天赋，

拖欠作业的名单中不再有他的名字

……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认识到：

教师决不能冷落、歧视“后进生”，而

应在学习生活中给予他们更大的关

注和关怀，真正从内心接纳他们，尊

重他们的人格，使他们感受到人与

人的平等，以及被关注、被理解的温

暖。
如果我们用心去和学生交流，

就会发现教育原本是一个美丽的花

园，学生像一朵朵正待开放的花朵，

让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来精心

守护这片圣土，把阳光播撒到每一

个角落，让学生在阳光的沐浴下一

路走好。

“北有魏书生，南有李镇西”，这是教育界人人皆知的事。我有幸借拜读了李镇西老师的《做最好的班主任》这本书，精辟扼要的理论，具体形象的案例，细腻生动的笔触，深深吸引了我，令我折服。爱，是教育的前提；对“后进生”来说这种爱尤其应该是真诚的，而且还应该是智慧的。李老师对“后进生”既注重对后进生感情上的倾斜，又讲究有效的方法，引导集体的舆论。把教育主动权交给“后进生”，让他们在自我教育的同时又接受集体的监督，既允许其反复，又鼓励其进步。逐步引导学生从自己的“犯错周期”或者错误程度的逐渐减轻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体验进步的快乐，进而增强继续进步的信心。
转化“后进生”张超威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三个月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转化“后进生”艰难曲折，循环往复的过程。从这扣人心弦的三个月日记中，我们深深感受到李老师对张超威的永不放弃，深切体会到李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试问世间几人能做到？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李老师的不懈努力下，软磨硬

泡下，张超威慢慢地进步，真实地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师生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长此以往，良性循环，教育效果必将越来越好。我们仰望李老师，我们学习李老师，追随李老师的人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取得像李老师一样成绩的人却少之又少。扪心自问：有几人能像李老师那样去坚持？很多人刚开始热血沸腾，可是渐行渐远之时，澎湃的激情也渐远渐少，我们或浅尝辄止，我们或半途而废，我们或功亏一篑，最终只能庸碌一生。坚持是一种耐力与韧性，是一种对理想的执著，更是一种对生命的高度负责。愿我们都能在李老师的无疆教育大爱的感染下，拥有一份恒久的坚持与坚持的美丽。我也愿“做最好的老师”！从现在开始，我要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争取今
天比昨天做
得更好，明天
比 今
天 做
得 更
好！

不负读书好时光
——《听课评课教学断想》读后感

南门幼儿园 陈宝梅

沐浴阳光，一路走好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心灵的守望
蒋墅中心小学 姜玉花

少年读书如隙
中窥月，中年读书
如庭中望月，老年
读书如台上玩月，
皆以阅历之浅深为
所得之浅深耳。如
今的我，已度过少
年、中年，到知天命
之时，虽不达老年，
但对读书已是台上

玩月，每读一本书则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初
读余文森教授的《一位教育学教授的听课评
课教学断想》，顿生“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书中教授的一些理念、
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深度契合。细细品读，感
触更深。

公开课断想曾经有幸聆听特级教师孙
双金、霍懋征等大家的语文公开教学，且不说

教师高超的教学艺术与素养，但看学生的表现，
真的是小手高举、两眼闪亮，每个孩子都能获得
最大程度的发展与提升，这是真正高质量的公

开课，是学与教的关系。2016年，在新区幼儿园
观摩了南京一位园长执教的大班音乐游戏《黑猫
警长》，这位园长由情境游戏导入，由简到难、层层
递进，孩子们兴致勃勃闯过一关又一关，音乐素
养、行为习惯、社会礼仪等潜移默化得到发展，这
种公开课是真正值得学习、值得研讨的活动，是高
质量、有价值的公开课。这些课一定是经历了无

数次说课、听课、评课，再调整，再说课、听课、评课
的过程，是教师个体专业素养与团队智慧的凝练。

去年，我园一位年轻教师通过园级选拔，参
与丹阳市足球赛课。第一轮试教之后的评课，气
氛很压抑，听课教师不知从何入手，上课老师也感
觉云里雾里，不知所讲，说课非常精彩，但上课的
效果不尽然。经过团队重新探讨，第二轮试教，有
了一定起色，是一节比较完整、目标达成度高的活
动，但趣味性、活动量尚未达到理想境界。此时，
我想到余教授书中所说：公开课要回归常态课，避
免失真、作秀，要自然平实，让人有亲切感和真实
感，要精益求精，有特色，要避免形式主义，注重实
效，让孩子在活动中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发展
……朝着这个方向，我们再次修改、调整，试教；教
师放下身段，和孩子一起玩、一起笑，终于在市级
赛课活动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丹阳市一等奖，
并代表丹阳参与镇江市的角逐。重担在肩，我们
团队再次启航，在已成型的活动中加入更多的趣
味性、情境性，教师也更亲和，终于不负众望获得
镇江市一等奖。

教学断想余教授的教学断想，记录的是他对
有关教学问题的点滴思考和感悟，通俗地说也就
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随想和反思。著名教育学者
叶澜曾说过：“要想成为一位名师、一名特教教师，
你就写反思吧”。余教授、叶教授的案例都充分说
明勤于笔耕是一名教师成功的必有条件。少时
的我也曾向大师学习，每每一次活动之后、一节公
开教学之后写上几句，反思自己的活动、修正自己

的行为，于是转岗仅两年就被评为学前教育“镇江
市学科带头人”、“中学高级教师”。遗憾的是未能
一直坚持，到如今只能长叹一口气了。不过，只要
想奔跑，永远都不会嫌太迟，从此刻开始，我重新
学习大师，不说有多大成就，亦能修炼一番自我
吧！

态度断想余教授在书中提出“教师以什么样
的态度对待孩子，决定着孩子的成长；教师以什么
样的态度对待工作，决定着工作的成败。”的确，教
师的态度决定孩子的天空是阳光还是阴霾。当
老师以爱心、耐心、细心对待孩子：早晨入园时的
一个拥抱、孩子遇到挫折时一个鼓励的眼神、孩子
想妈妈时一个甜甜的吻、孩子犯错时轻轻的一句

“没关系，知道错了改正后还是好孩子”、午睡时为
孩子盖好被子……此时孩子的天空充满阳光！

研究断想随着新课改、课程游戏化工作的不
断推进，一个新的理念与制度——校本教学研究
开始浮出水面。余教授认为，校本研究不是一个
简单的现象，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变化，是社会
发展背景下的必然。对孩子实施的课程是国家、
地方和学校三级管理的。我园自2008年以来，坚
持研究和开发“阳光教育”的园本课程，期间通过
创设环境、创新形式、增加内涵、改变作息等不断
完善和丰富原本课程，还申报省级的课题，以研究
促教学，以教学提研究，取得非常丰厚的成效。

读一本好书，犹如与一名高尚的人对话。多
读书，多与高尚的人对话，让自己向着高尚出发，
不负读书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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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界牌汤”
界牌中学 初二（1）班 姚文婧

我一直以为：“家乡”虽然只是简
单的两个字，却蕴含着浓浓的感情。
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美味，食物
中最美的，其实并不是富含珍贵食材
的饕餮大餐，而是用简单的食材做出
的甘旨肥浓。

“界牌汤”可是我们这儿著名的
美食。

“界牌汤”不仅卖相好，味道也不
错。菱角、茭白、豆渣饼、嫩豆腐、毛
豆、猪血等都是做界牌汤必不可少的
食材，简单的做法是先用油把豆渣饼
两面煎成金黄，然后把上述原料混合
在一起放水煮，再勾上芡，最后撒上
些切好的韭菜，这样做出的如花一般
的“界牌汤”，闻起来香甜极了。

记得小时候，奶奶经常做“界牌
汤”给我喝，“料少多加点豆渣饼，添
点韭菜……”这些话在我的幼时回忆
中印下了深深的痕迹。每次饭桌上
我问奶奶：“你怎么不吃？”奶奶总是
笑嘻嘻地说：“奶奶不喜欢吃，你自己
吃吧！”每次看到我吃得如此高兴，奶
奶做界牌汤的次数也就越多了。

现在，长大以后，才知道奶奶只
是舍不得吃，都是让给我吃的。

这一次我决定要让奶奶和我一
起吃。

这天中午，我央求奶奶多做一点
界牌汤，奶奶笑呵呵地答应了。看着
奶奶在准备着食材，才发现奶奶的手
很粗糙，没有了以前的光滑，我知道
奶奶老了，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常常背
着我了，也背不动了。

汤做好之后，奶奶盛了一大碗端
到了我面前。泪水模糊了我的眼，我
强忍着不让它流下来，我把汤又端到
了奶奶面前，说：“奶奶，你先吃！”奶
奶见我没吃，疑惑地说：“你怎么不吃
了？专门做给你吃的啊！”“反正你先
吃一碗我才吃。”我说。没办法，奶奶
只好吃了，不一会儿，奶奶说：“真好
吃，你也吃吧！”

我说：“这是我们家乡特有的招
牌汤，味道不错啊。当然了，奶奶你
可是我们家的‘大厨'啊！”我们都笑
了。

现在“界牌汤”里的食材更多了，
还加入了河虾、螺蛳肉等昂贵的食
材。尽管奶奶做的“界牌汤”里的食
材并不丰富，但这不仅仅是一碗汤，
更是充满着奶奶对我深深的爱。

（指导教师：陈新征）

那一次，我真幸福
云阳学校 七（2）班 杨一

寒假里，有一次姑姑和姑父要出
一趟远门，他们不放心哥哥一个人在
家，也不放心哥哥一个人去上补习
班，所以，姑姑就让哥哥暂时在我家
住几天。

哥哥的作业好像有很多，总是待
在书桌旁，当时年幼的我觉得哥哥可
能会饿吧，就拿了一盒我最喜欢吃的
饼干，打开房门想要送给哥哥。走进
房间，咦，我忽然在床头柜上发现了

一只维尼熊玩具，因为小时候的我对
玩具是见一个爱一个，所以我顿时就
特别的喜欢。我小心翼翼地捧起维
尼熊，就像是在捧一件价值连城的稀
世宝贝似的，迈开两条小短腿跑到哥
哥面前，“哥哥，能把它送给我吗？”我
满脸期待地问着哥哥。“嗯……好
吧。”哥哥的言语间好像有那么一瞬
间的犹豫吧，不过又立刻说出了一个
让我开心得一蹦三尺高的词语。“谢
谢啦！那我不打扰你咯！你要好好
写作业，加油哦！”我的话音未落，就
一溜儿烟跑出了哥哥的房间，抱着维
尼熊蹦蹦跳跳地玩儿去了。

一吃过饭，爸爸就送哥哥去上补
习班了，妈妈在做家务活儿，而我
呢？抱着可爱的维尼熊，脸上洋溢着
笑容，嘴里还不时哼着小曲儿，坐在
沙发上，两条小短腿晃啊晃的。妈妈
把碗洗好，在我旁边坐下正准备看电
视，一眼就瞥见了我怀中的维尼熊，

“这维尼熊是你哥哥从小抱到大的，
怎么会在你这儿？听话，快放回去
吧！”妈妈轻声提醒着我。话音刚落，
我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突然觉得脑
子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轰”的一声炸
开，我低头看了看怀中的维尼熊，哥
哥很喜欢这个玩具吗？刚才还轻轻
巧巧的维尼熊现在在我手里仿佛有
千斤重，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
赶紧轻轻把它拍了拍，放回床头柜
上，再认真地摆好，可心里总觉得有
些惴惴不安。我坐在沙发上不停地
搓着两只小手，就怕哥哥会因此而生
我的气，我决定，等哥哥回来，我要向
他道个歉。

盯着钟上慢悠悠走着的指针，好
不容易熬到哥哥回来，我扭扭捏捏了
半天，跟着哥哥冲进了房间，站在哥
哥面前，一副“我错了，我检讨”的模
样，弄得哥哥有些摸不着头脑，同时
又觉得挺好笑。“你怎么了？”哥哥半
蹲下来问我。“哥哥，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该问你要玩具的……”我低着
头，不敢去看哥哥的眼睛，小声说。

“哈哈，原来因为这件事啊。”哥哥用
手轻轻揉了揉我的脑袋，对我说，“没
关系的，你喜欢就拿去吧，谁让你是
我妹妹呢，对吧？”我听了，猛地抬起
头，嗅了嗅通红的鼻子，问：“真的
吗？”“当然是真的啦，骗你是小狗。”
哥哥笑眯眯地回答。“那你真的不生
我的气了吗？”我眨着眼睛问。“我什
么时候生你的气了？我可没说哦。”
哥哥站起来说。“那……哥哥，你陪我
去楼下玩，好不好？”“好吧，走咯！”哥
哥拍了拍我的小手，笑呵呵着说。

我在楼下玩得开心得一蹦一跳
的，就连哥哥在我玩累时递过来的一
瓶普普通通的矿泉水，我喝起来也跟
加了蜜糖一样，甜丝丝的。我那时觉
得我的哥哥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
而我呢？在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
幸福啦！ （指导老师 李甜）

是你，让春天来了
华南实验学校九（11）班韦雅楠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这24个字，组成了我们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呈现在校
园、小区、大街的各个醒目之处，一度
我也熟记于心，但只知其意，不解其
行。可是一件小事却让我深深地理
解了其中的一个词语，那就是“文明”
二字。

遇见您真好
实验学校七（9）班 黄韵阳

茫茫人海中遇见您，如同阳光照
进心里。您是我人生中的引领，我怎
能把你忘记？

——题记

有种缘分，叫做师生。我记得那
时您是我人生中的一抹光，如果没有
遇见您，我理应是一个病人。现在我
离开了您，我却会永远记住您，亲爱
的贡老师。

记得有一天，我晕在了家里，妈
妈背着我去了医院。我被查出有些
心脏早搏，被医院留下来住院观察。
那时我以为，我很不幸，我和别人不
同了，我不能充满阳光充满朝气地去
跑、去跳，不能去感受美好而轰烈的
青春，我以为我的人生将因此留下遗
憾。

但这时，您来了。本该享受周末

那是“浅草才能没马蹄”的一个
周六，天气还有些微微清冷，妈妈开
车带着我去她同学家玩，那个老师阿
姨住在云阳学校附近。当车快开到
金鹰的斑马线时，一个年轻的妈妈抱
着她的孩子，急匆匆的从左边大道上
穿越了半个车道，正想把快速行走这
个动作继续，看到我们的车即将靠
近，于是双脚来了个急刹车就戛然而
止了。原本我以为妈妈肯定是直开
过去，谁知妈妈踩住刹车，摇下车窗，
向那位表情略带疑惑的年轻妈妈挥
挥手，微笑着说：“你先过吧！”我立马
叫道：“妈妈，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
让啊？”妈妈转过头，严肃地回答：“为
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明
之举！记住，传统不能忘！”“可是你
觉得她会感激你吗？”“我这么做不是
为了别人的感激，而是身为一个中国
人的素质！”恰在这时，那个年轻妈妈
眼睛看向我们，微微笑了一下，那笑
容如和煦的春风一般，温暖着我原本
猜疑的心，我明白了我们丹阳之所以
能够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原因。

妈妈的话让我觉得很惭愧，妈妈
不是因为自己是老师而去遵守“礼让
行人”的规则，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
感激而去这么做，而是因为她是一个
中国人，遵守规则是文明的表现，是
中国人的素质。我想到了我——一
个中学生，耳边经常听到“文明”一
词，可是我呢？和姐姐的争吃零食，
对父母唠叨的无言反抗，对父母和老
师辛苦付出的漠然无视……这似乎
与“文明”都是背道而驰的。想到这，
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在这带着寒意
的初春，我看到了以后的我、改进的
我、文明的我！

原来，严寒的冬天过去了，春天
真的来了！

春天，是美好的季节，是充满希
望的季节。它，意味着又一个生机勃
勃的开始。而文明，则是它的一种很
重要的添加剂。是你——文明，让春
天来了！

（指导老师：陆艳）

的轻松，您却跑来医院看望我，这既
让我惊喜又让我感到疑惑，最多的是
让我感动。

我缩在病床的一角，抱着枕头，
静静地思考我以后的生活。您来时，
慈祥的面容和像星星一样的眼睛一
下子照亮了我。

那时，您问我：“感觉怎么样？还
好吧？”

我轻轻地点点头。
您立即摇摇头，说道：“我觉得你

没那么好，面色有些惨白。我听你妈
妈讲了。”我笑着说：“这样啊，没什么
大不了的，我都查过了，心脏早搏呢，
只要按时治疗、吃药，就不会影响生
活。”

低着头，不说话。对啊，只是不
影响生活，是治不好的。

您拿了一篮水果放在我的床边，
然后对我说道：“好好休息，我还有点
事要先走了。休息好回来上课，我和
同学们都在等你。”

等我？我灰暗的眼睛里闪出一
丝光亮。脑袋里突然就涌现出同学
们的脸庞，想起他们那次为我唱的生
日歌。我记得那是我印象中听过最
好听的生日歌。对啊，只不过是早
搏，同学们都在等我去上课呢，我只
是有些早搏，为什么这样颓废呢？

贡老师，您大概不知道，您的这
句话几乎成为了我后来生活的依靠。

我回去上课时，同学们都很关心
我。您看见我后，对我说了一句：“回
来啦。”这仿佛是一种赞赏、鼓励。我
回答说：“嗯，我回来了。”

贡老师，因为遇见您，我学会了
珍惜，就算面对再多暴风雨或打击，
我都会坚定地走下去。我知道，不管
我走多远，走多久，总有人会在原地
等我。

贡老师，遇见您真好。此生无悔
做您的学生，来世要成为您的骄傲。

（指导老师：王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