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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舍，才有得
华南实验学校九（10）班 周靖卓

那天，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传来熟悉
的声音：“乖乖，外婆想你了，我知道你现在
学习紧张，快到国庆节了，功课还多吗？那
……这个假期还回来吗？还有，院子里的桂
花开了，可香了！”

我听着外婆期待迟疑而又恳切的声音，
儿时的回忆，仿佛在桂花香中慢慢涌现，把
我又牵扯进那条熟悉的小巷中。

朦胧的记忆中，桂树枝繁叶茂。幼时的
我，不懂王维“人闲桂花落”的意境，更不会
在桂树下凝望这一片残阳。我只知道，生长
桂树的这块土地，是我的乐园，是我的家。

原野上的枯藤野草，茂盛得自在坦荡，
太阳从早晨一直照到中午，也丝毫不显得疲
惫，把桂树的影子缩成一小团，把疏忽大意
的蚯蚓晒干在路上，也把那散落一地的桂花
映射得金光闪闪，像镀上了一地的碎金。我
喜欢奔跑，奔跑在洒满桂花的地方，轻轻地，
听见了花碎的声音。一阵急来的风吹过，桂
花便乘着风的翅膀，悠悠飘零。我欢呼起
来：“下桂花雨啰！”外婆拖着行动不便的腿，
追着我。我在前，她在后。一块石头潜在草
丛中，虽说那“浅草才能没马蹄”，但我当时
跑得正欢，一不小心失去了重心，仰面倒去，
却跌进了外婆的怀里。怀里暖暖的，香香
的，我嗅了嗅，是桂花的香。

“喂，乖乖？”外婆的声音把我从那缥缈
的回忆中又寻了回来。城里的桂花也开了，
却为何追寻不到儿时的香气？远方的那片
天，那个有外婆的地方，记忆中的桂花在那
里开放。“嗯，我会回去的。”挂上那电话，思
绪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面对日益繁重的压力，我们不妨暂且卸
下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重担，沿着记忆
的足迹，重温那儿时的芬芳。

我知道，远方的桂树下，有一个孤独的
身影，在为我守候……

（指导老师：周豪）

暖暖的冬晨
云阳学校八（5）班 赵源

今天又是以凛冽的寒风奏响黎明的。
蜷缩在暖暖的被窝中，丝毫不用担心迟到的
事，因为妈妈总会在每天早晨的同一时间将
我唤醒。

听到客厅里只有指针在吃力地轮回转
动，这样的回声在这个寒冷的早晨会持续多
久呢？我是醒着的，但我已经习惯了妈妈那
温柔的呼唤。我就以这样的期待守候着。

“时间快到了吧？”但天色依旧黑沉沉
的。又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躺得有些不安稳
了，可窗外那漆黑的幕布给了我足够的安
慰。“也许，时间还早吧！”我没有再去多想，
被窝还是暖暖的，连房间的空气也是暖暖
的。我又有些耐不住了，今天的时间怎么像
是停滞了一般，早晨的呼唤迟迟在这黑雾中
酝酿。

突然，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打破了这片沉
寂。是她，我故意闭上眼睛，她进来了，她的
呼吸断断续续的，她来到了我的身旁，可这
样之后又是一片寂静，我屏住呼吸想听到这
期盼已久的呼唤。

果然，一会儿就有呼唤。声音是那样熟
悉，温柔地流淌在这个早晨的眼眸里，好似
回到了小时候，我在妈妈甜甜的怀抱中玩
耍。好想再多听几遍，我假装还在沉睡，妈
妈一边呼唤着，一边用她那有些凉凉的手轻
轻地抚摸着我的额头。

我慢慢睁开双眼，她怎么如此憔悴，一
脸倦态。她见我醒来，嘴角微微上扬，脸上
洋溢起甜甜的笑容。

穿好衣服，我走出房门，见整个屋子都
很暗，与往日被灯照的温暖而又明亮的家完
全不同。妈妈走来，说：“家里停电了，没能
帮你做早饭。知道你不太喜欢吃外面的东
西，就特地去了上次那家你说好吃的烧饼店
买了两个烧饼。快去洗漱，然后趁热吃吧。”
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暖流，外面风很大，天
气又这么冷，妈妈穿着略显单薄的衣服，特
意跑到我爱吃的那家很远的烧饼店帮我买
早饭……看着桌上整齐摆放着的两个烧饼，
我瞬间感觉不那么冷了，这就是亲情的温暖
吧。

吃完早饭，我去整理书包，见妈妈早已
把我的棉袄放在了书包旁边。我静静地走
动，仿佛看到了一位母亲在房间忙碌的身
影。这样的身影一直持续了十四年，不曾改
变。

上学路上，寒风丝毫侵入不了我那颗暖
暖的心，回头，楼上那熟悉的身影融化了这
个早晨所有的寒冷。

（指导老师：吕学文）

那一次，她流泪了
实验学校七（4）班 王馨妍

月亮已高挂夜空，照着小路，一路留下
了一个小女孩欢快的背影，她很开心，因为
她既参加了闺蜜的生日，还意外地收到了闺
蜜的礼物——一只可爱的小玩偶。

推开家门，一时觉得屋内空空的，只有
妈妈坐在一大堆衣服中，仔细整理着。妈妈
见到她，连忙停下手中的活，几步赶过来，一
边帮她拿包，一边嘘寒问暖：“同学过生日玩
得开心吗？”“没和同学闹矛盾吧？”……她一
一回答，很想展现她的快乐，却怎么也做不
到，便禁不住问：“妈妈，你一个人在家？爸
呢？”

“你爸加班，我整理下衣服。”
“整理衣服？”
“对呀，然后打扫下房间呀。”
听着妈妈不经意的回答，她心里更沉重

了。在她出去玩的几个小时里，妈妈就一人
独自守着这空荡荡的房子吗？她不敢正视
妈妈，默默地将头转过一边。桌上全是她爱
吃的饭菜。“怎么？没有吃饱？”妈妈显然错
会了她的意思。“是的，我想再吃点。”“那我
热一下吧。”“不用。”她默默地大口吃着桌上
的饭菜，想找些话题，却不知怎么开口。倒
是妈妈发了话：“好吃吧，今天是我生日呢。”
什么？妈妈的生日？今天？她一下不知道
该把双手放在哪里，慌乱中她握住了那个玩
偶，一下递到妈妈面前：“妈妈，祝你生日快
乐！”“真的吗？是给我的？”一个小小的玩
偶，妈妈却用双手捧着，左看右看，欢喜得像
个孩子。她觉得鼻子好酸好酸。

这时，妈妈走过来，看着她：“怎么啦，宝
贝？”这一下，她哭成了泪人……

（指导老师：周建栋）

女生秘籍
九中练影文学社步蕾

柔情似水，妖娆妩媚的淑女时代已经过去
了，已经荡然无存了，如今的女生无敌于天下，
她们是不是有什么秘籍呢？有！几个小男生
凑在一起，给她们总结了几点以告知于天
下。

踢。此踢不是一般的踢，往往先下手为
强。一有风吹草动、不轨之举，马上踢你没商
量，而且踢时脸上含笑，脚下用力，笑里藏刀。
踢的力度拿捏也恰到好处，只有内伤没有外
伤，让你心灵受伤，肉眼看不见而无法告状。
踢也选对象，不选正人君子，只选受虐狂，被踢
了以后还受宠若惊，自作多情，所以女生需要
一双明亮的眼睛，一眼就能看透某人的底。

掐。这可是女生们的看家本领。动作幅
度不大，不易察觉，但杀伤力极强。受力面积
小，力道不减，而且都是偷偷地进行，对方没有
心理准备，首先被吓了一跳，精神肉体一齐受
伤。掐，一般都以挑衅开始，小男生们往往容
易上当，而且自以为好男不与女斗，于是掐便
长驱直入，理直气壮，有时候场面气势恢宏，对
方哀鸿遍野，九阴白骨爪神威大显。

叫。女生是世上最可爱的生物。上帝给
了她们每人一副好嗓子，除了能发出吸引人的
美妙的歌声，还是一种很好的降敌之术。女生
们的叫声恰到好处地响起，会令男生们产生耳
鸣幻觉，莫名的恐慌，于是，男生们便乖乖地缴
械了，因为男生们大都有怜香惜玉的好习惯
……

啊唔，真有意思！女生秘籍三大招，也许
还有第四招、第五招，让她们在班上有一种养
尊处优、快活自在小公主的感觉！可怜了我们
的男同胞们！快去研究一下秘籍破除法吧！

（指导老师：钱文军）

03教·学·思2019年3月4日 星期一
编辑：张吴 组版：孔美霞 校对：木子

等待是一种教育，这种感悟源于
——睿睿的故事。

睿睿进入幼儿园托班1个多月了，配
班老师苦不堪言、纷纷诉苦：“他一天到
晚在地上爬，就像一个拖地机器人。”“你
看他用手抓饭吃呢！”“你们看，又爬到桌
子上了。”“快点拦住他，又要跑出去了。”

“这孩子，谁跟他讲话都不听，眼睛从来
不看你！没有不动的时候，上课也不能
停歇1分钟。”……

睿睿的表现引起了幼儿园领导的注
意，大家都特别关注他。他和别的孩子
真不一样，你和他交流，他不听你、不看
你、不管不顾而且从来不哭，哄、骗、吓都
没有用，没有人能制住他，老师和阿姨见
到他就叹气摇头，带他一天晚上到家准
累趴下了。

幼儿园曾经也有过这么样一个孩
子，是多动症，大家言语之中都觉得睿睿
很像多动症。家长听到这个消息焦虑万
分，带着睿睿去镇江、南京等权威医院做
了脑电波、微量元素、脑部CT等专项检
查，可是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有一
次，睿睿爸发来一段视频，视频中睿睿自
己在额头上贴了一颗小星星，爸爸问为
什么给自己贴贴花？睿睿边贴边说：“张
老师好高兴！”

睿睿进入小班了，开学的前两周小
班宝宝们都哭闹得很厉害，而睿睿是最
难管的一个。倪老师说：“先不管他，等
我忙完了宣宣、夏夏、雨轩，最后一个来
管他！”睿睿得到了一个月的宽松教育，
渐渐地，从来不能午睡的睿睿在幼儿园
睡着了；曾经用手抓饭的睿睿经常捧着
吃得干干净净的碗走到倪老师面前说：

“我吃得很干净吧！”；上课了睿睿能坐在
小板凳上听课回答问题了，他经常会说：

“倪老师，我没有说错吧！”；岁末聚餐，睿
睿会自己给每个长辈敬酒：“干杯！新年
快乐！”；他经常会说：“我长大了！”……

这个学期，睿睿的改变让老师和阿
姨感到惊讶，让家人感到惊喜！

等待是一种教育，这种感触在台湾
作家张文亮先生写的散文中得到共鸣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睿睿像一只
特别慢的蜗牛，幼儿园里特别是托班和
小班里有很多只特别慢的小蜗牛，他们
刚刚会走路，刚刚会说话，他们的学习和
生活就像蜗牛在慢慢挪动，他们经常让
我们觉得无可奈何、累死气疯、失去耐心
而怒火满胸。可是我们何必怄他们的
气呢？这是上帝给的任务。我们不如
等一等，放慢我们的脚步，用爱心去接
受，用耐心去陪伴，用细心去照顾，等一
等这些孩子，也许这样他们会成长得
更快一些呢。

我的学生杨宇俊，他白嫩嫩、胖嘟嘟
的脸上总是挂着天真、稚气的笑容，非常
惹人喜欢。可是，接班上课不到一个星
期，我就发现了他的问题：上课注意力不
集中，专注时间最多10分钟；作业总是拖
拉，每次都要在小组长的千呼万唤中才
勉勉强上交；吃午餐时，别的小朋友早就
吃完了，他还有一大半没有吃；单元测试
的时候，总紧锁着眉头，一副深思熟虑，
步履维艰的模样；写作业时，要么玩笔，
要么吃手指，要么发呆，就是不动笔。

有一次单元测试，下课铃声响起，他
还苦苦哀求收试卷的同学等他几分钟，
让他答完题再交。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
的拖拉，是不良习惯、智力问题，还是家
庭遗传呢？带着疑问我把他找来谈话：
他低着头，仿佛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紧
张又焦虑地看着我。望着他清澈、纯真
的眼睛，一股爱怜和责任感涌上心头，我
一定要帮帮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宇俊，
你是个可爱的男孩子，老师也很喜欢你，
我叫你来，可不是要批评你哦。老师只
是想和你说说话，聊聊天。老师看你做
作业、考试时动作都很慢，我想问问为什
么。”听到这里，小家伙抬起了头，慢慢地

说：“我做事这么拖拉，没
有人喜欢我。”“做事拖拉
是可以改的。能告诉老
师，你觉得你动作慢的原
因是什么吗？“我本来就动
作慢，他们还叫我‘慢杨杨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
们都这么说！”“他们是谁？”

“爸爸、妈妈、同学、老师、外
婆……”“想过要和别的同
学一样快吗？”“我没有和

同学一样快的本事，我成绩一直很差，怎
么也好不了，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他一
脸沮丧，撅着嘴唇，低着头。我走过去，
轻轻地拉起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对他
说：“相信老师，我一定能帮你改正拖拉
的毛病。你的学习成绩也一定会慢慢提
高的，你一定能让好多好多人喜欢你
的。”“真的吗？”他略带兴奋地问。“嗯！”
我坚定地说。

另外，经过家访，我终于找到了他做
事拖拉的根本原因：他生活在他妈妈的
催促声中，不知不觉养成了凡事等待他
人帮忙的毛病。因为无论什么事情拖到
最后，他爸爸、妈妈、外婆都会帮他完
成。生活上养成的拖拉习惯，自然影响
到他的学业。爸爸、妈妈的责备，同学的
嘲笑，学习上的挫败感以及自信心的缺
失，又让他变得很焦虑。他越是觉得自
己做不好，越是觉得自己不行，就越是担
心、着急，就越采取拖延的方法逃避。再
加上他时间观念淡薄，时间管理能力差，
做事缺乏紧迫感，缺少计划性，到最后往
往是“你水深火热，我仍我行我素”。找
到原因后，我决定通过几个步骤对症下
药：

第一、强化时间观念
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对他进行一分

钟专项训练，内容是难度不大的口算和
写字。在训练的时候，我看表计时。每
当他完成了任务，我就及时表扬，例如

“真棒”“你很聪明哦”“太厉害了”“进步
真大”。在一次次的鼓励与表扬中，他体
验到了成功的滋味，自信心也慢慢地恢
复了。

第二、改变不合理的观念
改变就从改变观念开

始。我让他逐渐树立以下的观念：
观念一：我完不成作业是因为我上

课没有认真听，回家还长时间看电视，如
果我改掉这两个坏习惯，我的成绩会好
些。

观念二：老师那次讲的那道奥数题
是关于手工制作的题，我很喜欢就做出
来了。所以，我喜欢的题目是能够做出
来的。

观念三：我的美术作品总是受到老
师表扬，这说明我一点儿也不笨，而且还
是个心灵手巧的好学生。沟通、交流、鼓
励、支持，一段段时间下来，他的认知和
观念改变了许多，自信心增强了，脸上也
露出了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第三：家校联手，建立行为契约
我建议家长放手让孩子自己动手做

事，例如起床、吃饭、整理书包、整理房
间、削铅笔等，杜绝家长包办。在和宇俊
妈妈的交谈中，我还了解到他喜欢画画，
于是我和家长商定，买一套他喜欢的画
具作为奖品，和他签订行为契约，只要达
到了要求，就能得到他喜欢的画具。生
活中也要注意多表扬、鼓励、少批评。由
于拖延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所
以，要彻底改掉拖延的习惯也要有个适
应的过程。根据心理学家统计，养成一
个好习惯至少要反复21次才能做到，老
师和家长如果急于求成，会适得其反，孩
子也会产生逆反心理，所以在辅导过程
中，循序渐进很重要。

经过两个月的特殊训练，孩子进步
了。虽然有时候他拖拉的毛病会反复，
但是，我能感受到他有一股蓄势待发的

蓬勃向上的激情，为此我欣喜万分！

对偶是将句子上下之间形成
相应的对称，从词性上相对或相反
的修辞，是古典诗歌尤其是格律诗
中常见的修辞。对偶，可以实现语
言的对称和韵律感，要求学生体验
其中的美势在必行。

音乐美
音乐美是对偶中要呈现出音乐

的旋律感和节奏美，呈现出生动的
韵律效果。

1、节奏美
表现为对偶中的音乐长短之间

的错落美。如“晴川历历汉阳树，芳
草萋萋鹦洲。”——崔颢《黄鹤楼》中

“历历”和“萋萋”中就能表现出一种
音节上的节奏美，让人感受到读起来
的韵律。体验的时候，要注重从韵脚
入手，抓住重点韵尾来思考体验。此
外，还可以让学生来运用古时候做对
子的对话式的朗读来体验其中的音乐
美。一个学生读上句，一个学生读下
句，来体验这种节奏中产生的美感。

2、声调平仄美
表现为对偶中的平仄高低，轻重

的变化，呈现为相关的语调变化，如“两
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中的
平仄变化就是呈现了变化和对立美。
体验的时候要注重从标声调入手，来体
验这种音调平仄的变化。“天若有情天
亦老，月若无情月长圆”也可以来体验
其中的平仄变化。对于其中的对立美，

注重在体验的时候，让学生来寻找其中
的反义词语，如“有情与无情”“天亦老
与月长圆”来体验其中的平仄美，对于
其中的声调中的艺术力量，还可以让学
生通过自己标注声调来进行体验，这样
更为直观。

形式美
这是由于对偶的字数工整带来的

诗歌体验，要把握形式中的整齐和回环
的美感，进而对对偶中的一种外在的直
观感受的体验，认识到古诗中的形式整
齐的要求。在整齐的基础上，适当注意
一些内在的匀称，形成相应的语言比
重。

1、齐整美
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

始干。”中在句式的整齐上就注重了上
下的词性和物态的一致，可以给人生动
的实感。体验的时候要注重从诵读的
速度来体现。在诵读相互对应的词语
的时候，要注意语速等的一致。如“春
蚕——蜡炬”来对应实现其中的整齐
美。还可以让学生进行圈画朗读体验，
将其中对应整齐的词语进行圈画，实现
对整齐美的理解。

2、匀称美
表现在对偶句的逻辑关系上的匀

称均匀，能否感觉到对偶句间的平衡
感。体验的时候要注意从对偶整体来
体验。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中对于整体

的对偶把握就是如此。体验的时候，
让学生诵读时可以通过“摇头晃脑”
来实现体验的真切感和实在感。此
外，还要在体验的时候注意用上自我
分析法，也就是将其中相会形成匀称
关系的词语找出来，如“明月和清泉”

“浣女和渔舟”。
想象美
也就是在意境的创设中融入了

诗人的自我想象。如“即从巴峡穿巫
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中间的时空变
化，就是想象的融合。体验的时候可
以让学生来感受其中的浓烈的地点
变化，进而体验，此外，可以在体验的
时候采用提问法，如：这里的洛阳，
是诗人真的到了那里了吗？进而感
受到这只是一种想象。

在意境的创设中，通过意象组
合的对偶句，也能实现意境的传
达。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
家。古道西风瘦马”中，对于各个意
象的组合的对偶句，呈现了意象的
组合力量，在体验对偶的时候，让意
象浮现在脑海，注重从细微处感受
到其中的意境之美，是有一种

“凄婉”的情感体验产生的。
对于意象组合中的整体美感，
还可以运用增添意象的方法，
如“石桥、路人、古井”等组合成新
画面，来帮助学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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