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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学校给老师们推荐
了《只为成功找方法 不为失
败找借口》这本书。老师们不
读则已，读罢不能，一气呵成，
读到精彩处就不自觉地与同事
分享交流。书中经典的案例，
简单朴素而又包含真知灼见的
语言让人受益匪浅。只为成功
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它体
现的是一种负责、敬业的精神，
一种服从、诚实的态度，一种不
折不扣、力求完美的执行力。
此书也撩动我的心，促使我抛
开借口，对今年的中考作反思
总结，寻找成功的法宝。

一、明确的目标是成功的
前提。目标是行动的导航灯，
没有目标，我们的梦想就无的
放矢，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才

有斗志，才能挖掘潜能，才能为
之寻找到达成功的方法。在本
届初三的第一次教师会上，我
们就提出了本届中考的总目
标：争取抢到省丹中竞争指标，
总人数名列全市第一方阵。为
了完成这个总目标，我们又根
据书中提到的分级火箭设计思
想的启示，将总目标分解到班
级，从而将总目标变成一个个
容易实现的小目标。

二、良好的心态是成功的
动力。根据平时的了解与观
察，我发现班级考得好不好与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心态有着
密切的关系。有极少数班主任
和任课教师平时总是借口不
断：分班不均啦、教师搭配有差
异啦、生源基础差啦、工作量比

别人多啦等等，总之一句话，班
级考差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而
大部分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则服
从分工，任劳任怨，只为成功找
方法，本着对学生负责的精神，
积极改变，迎接挑战，努力工
作，改变现状，最终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
说过“机会看见抱怨者就会远
远避开”，只有努力挣脱现状，
寻求改变的人才能最终成功。
可见，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人的
心态是否端正良好，通常决定
了他能发挥出多大的水平，创
造出多大的业绩，也决定了他
成功的高度。

三、团队合作是成功的保
障。荀子有“君子性非异也，善
假于物也”的东方智慧，牛顿有

“踩在巨人肩上”的西方智慧。
中考激励标语的冥思苦想，中
考誓师会的大胆创新，中考动
员会的鼓动人心，中考信息收
集的各显神通，毕业典礼的别
出心裁等等，无不凝聚着我们
的汗水和智慧。记得去年中考
第一天，当我站在酬学楼三楼
看着韦老师敲响第一遍中考预
备铃的时候，我百感交集，潸然
泪下。我想：无论中考成功与
否，我都感动于这支团队的精
诚合作。一支优秀的团队就是
一幅美轮美奂的图案，这是一
幅包含着协力、合作、互补的画
作。

四、努力工作是成功的根
本。鲜花和掌声从来不会光顾
懒惰的人，超人的成就往往是

付出了比常人多数十倍的努力
换来的。古人说得好：“唯有埋
头，才有出头。”毕业班的老师
们践行着这句话。清晨第一批
到校的是他们，晚上披着月光
最后离校的是他们，办公室埋
头书山题海的是他们，课间见
缝插针辅导的是他们，为了中
考带病工作的是他们，双休日
赴校工作的是他们，连续几十
天晚办公的是他们，有令则行
一呼百应的是他们。一切为了
学生，一切为了中考，正是他们
的勤苦、努力、踏实才取得了我
校的一次次成功。

方法总比困难多。让我们
品味来之不易的成功，迎接新
的挑战，抛开借口，继续追求制
胜的法宝吧！

小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调皮、好动的男孩
子。那时农村小孩子所有玩的游戏我是玩得最疯
狂的一个：上树、下河、摸鱼、打仗、斗鸡……举不
胜举。每天上学来回我都是走着去的，那时没有
自行车，因为是买不起的，后来住校才走得少了，
不过有时候会心血来潮，约几个伙伴从学校走回
家，大概有三十里远的路程，可是一点也不觉得
累。由于我天生爱动，所以相对来说体育成绩较
好，深得体育老师的赏识，当一名体育教师成了我
的理想，所以便准备报考体育院校。

高考落榜，当时我唯一的“短腿项目”就是800
米跑，记得我在训练之前，我的800米跑最好成绩
是2分52秒，报考体育院校，好比我用三门成绩去
同别人四门成绩相比较，结果可想而知。

后来张秀云老师认真分析了我的情况，给我
制定了一个系统而又全面的训练计划：狠抓冬
训。要求我每天早晨跑一个环城跑，大概有十公
里，无论刮风下雨都要跑，跑完之后还要再跳几百
个台阶。记得刚跑的时候，我的心几乎都要跳出
胸膛，疼痛难忍，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直觉得天
旋地转，小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怎么也迈不
动。可是张老师并不像其他老师那样，陪着我一
起跑，更不是骑个自行车或摩托车领着我跑，而是
叫我自己去跑，他说：“训练要靠自觉，老师不可能
每天都陪着你，为了心中的理想，努力奋斗吧！”正
是他这种独特的训练方法，使我养成了良好的自
觉性，亦成为我做人的准则：有无领导在场，工作
一如既往。那段时间就一个字——苦，但是现在
想想却又是那么甜。记得那年大部分地区都遭受
洪水的袭击，11月的天气就特别冷，12月份更是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12月
25日，一场大雪覆盖了所有的街道，我一个人在街
道上跑着，踏着积雪，咕吱咕吱……那声音仿佛就
在耳边时时回荡，偶尔才能看到一两个行人裹着
厚厚的棉衣，骑车的更是摔得横七竖八。经过火
车扳道岔口，想低着头跑过去，本以为已经过了岔
道口，一抬头正好撞在横杆上，痛得我是哇哇大
叫。

下午的训练更是苦上加苦，有时张老师限时

让我们连续跑6个400米或4个600米，我经常要
比别人跑得多，因为我总是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跑完所有的项目，只能挨罚。那段挨罚的日子真
是难忘，酸甜苦辣样样具备，有时都想放弃，每当
这时，张老师总能适时出现：“前面都吃了那么多
苦，难道还在乎这一点吗？半途而废，还是勇往直
前，要知道，捅破这层‘窗户纸’，前面就是瓶颈之
外的蓝天，想一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冬天
下雪、结冰的日子，不能到运动场训练，张老师就
用几根宽的橡皮带帮助我们训练，一头拴在墙上，
一头系在我们的腰上，做原地跑步；有时候我到公
路上去跑上坡跑、下坡跑；有时候我去跑山（张老
师要求我们跑着登上山顶）……春天来了，张老师
要求我以最快的速度跑一段距离，然后每天在这
个基础上再向前多跑几米，这是张老师另外一个
绝活！每次他都用一个标记告诉我：“看！今天你
又进步3米多了，今天你又进步5米多了。”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离800米的终点是越来越近了。一
天，当我以2分30秒跑完800米时，我再也控制不
住我的眼泪。2分29秒、2分27秒、2分25秒、2分
26秒、2分23秒……那些日子真好，我的信心、勇
气、力量正与日俱增。我觉得所有的人脸上都挂
着微笑，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空气是那么新鲜，
阳光是那么灿烂。

是年8月，参加体育加试时，我用了2分17秒
跑完了800米，更是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体育系录
取。当我手捧体育院校录取通知书时，我第一个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老师，张老师笑了，笑得是那
么甜，那么温馨，他的笑一直珍藏在我的心底。

从体育院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桥中学，又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牢记这段训练历程和
恩师的教诲，踏实工作，勤奋学习，教书育人，做一
个人们信得过的合格的体育教师。

作为一名班主任，在阅读及实践中，我终
于感悟到教育的本质——即“唤醒”。唤醒，是
一种教育的艺术。教师要有一颗灵动的心，不
时地去感受，去贴近学生，就能使学生天性中最
优美、最灵性的东西发挥出来。唤醒学生心灵
自觉，唤醒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唤醒学生行动
的自觉，使他们执著地、兴奋地、充满希望地向
着阳光奔跑。抓住契机，触动心灵，教师一句关
爱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次信任的微笑，有
时就能唤醒学生的信心和勇气，唤醒学生的善
心和爱心，触动学生的心灵。

学生李晓是一个特殊女孩子，同学多次在
我面前告状，说她喜欢去惹别人、拉人、轻轻地
打人，同学都讨厌她，而不愿意和她交流，说
话。那天，正巧是思想品德课，我把这个女孩请
上讲台，我请她说出犯错的理由，我先把同学们
的情绪压下来，叫同学们学会倾听，可是她竟然
说自己是没有理由的。于是我把她的心声说
了出来：“因为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很寂寞，所以
我故意去惹别人和我说话，哪怕别人是骂我的，
我还……”我还没有把话说完，那孩子就放声
大哭起来，我想那是我直击了她的内心，我唤醒
了她的心灵。“我的心愿就是在小学的最后几个
月中，和同学们把关系处好一些。”她哽咽地说
着，同学们也都静静地听着，耐心地等待着，“我
的内心深处是多么想和大家在一起呀！”这时，
她眼泪顺着脸颊流出来，“我知道，同学们都很
烦我，那种烦，是烦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了。同
学们，谁会来帮助我呢？我是多么需要同学们
的帮助啊！当我懂得这个道理时已经太晚了。”

唤醒，让学生自主获得、自主感悟，唤醒学
生对真善美的渴望……

抛开借口，迎接新挑战！
实验学校副校长 施华琴

难忘师恩
新桥中学 何光周

唤醒孩子的心灵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校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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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让我感动
九中练影文学社 梅思涵

发丝在风中飞舞，虽有微风作伴
却仍敌不过热情开放的太阳小姐的光
芒。“你弟怎么还没来啊？”母亲一边挥
着手中的广告单扇风一边抱怨道。

“我哪知道？你儿子跑得可欢
了。”我十分烦躁地说。“他可是你弟
……”“不，我可没有这么皮的弟弟。”
我用一种近乎冷漠的语气说，可心里
也确实还在担心：这小子，上一秒还在
眼前躁心，下一秒咋就不见了！

“这位施主？”“啊——！”我恼羞成
怒地嚷道，入眼的却是一面温柔的湖
泊。“对不起，在下叫了您很多次了
啊！”眼睛的主人是个外国友人但中文
发音标准；身穿袈裟却顶着鸡窝似的
头发，棕色的发间在夏日午后的阳光
下生出了几根金丝；嘴角扬着温柔的
笑却始终让人猜不透。“什么事？”我语
气不禁柔了下来。“请问这位小施主是
您家的吗？”他把身后的弟弟往前推了
推，见了他，我又气不打一处来，但又
不好爆发，咬牙切齿地说：“真是谢谢
您啊，这个小破孩给您添麻烦了。”“没
事。”他还是温柔得一塌糊涂。“我看他
在观音庙前四处晃悠，身边又没有个
人，就将他带过来了。”我看着他远去
的背影，仿佛真有佛光……

这样的人使我感动。
（指导老师：钱文军）

贪恋油墨香
延陵学校七(2)班 罗陈钒

从小就喜欢报纸和纸张上的油墨
味，于是就总是偷偷地，把爷爷看过的
报纸藏起来，趁他不在，又偷偷拿出
来，贪婪地“吮吸”这报纸上的油墨香，
一遍又一遍。爷爷报纸不见了，总是
会挠挠头，打趣道：“哦，我忘了小丫头
是个偷报贼！”渐渐地，我长大了，小时
候的油墨香无法满足我的渴求，我把
目光放到了爷爷城堡一样的书架上，
妄想着有一天能把这里所有的书占为
己有。

“小丫头不偷报纸改偷书了啊？”
爷爷蹲在我身后，一脸笑意地望着
我。

“爷爷……我只是想看看……”我
羞红了脸，试图对爷爷解释。

“你要是想看，大可跟爷爷说。”爷
爷深邃的眼光仿佛能把我看穿，他摸
了摸我的头。

爷爷给了我一本《三字经》。这是
我收到的第一本书。我坐在书桌前，
随手翻了翻这本书，便被精美的图画
所吸引，黄香温席，孔融让梨，我沉醉
在书香和道德的海洋中。啊，这是多
么美好的事物，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
拔……小学时的我，慢慢接触到了电
脑。原来电脑里也有不少书籍！我浏
览着网页上一本又一本的书籍，眼里
都放出光来了，恨不得抱着电脑说：

“嘿！相见恨晚！”我抛弃了纸质书籍，
天天和电脑腻歪在一起。但用电脑看
书也未必是一件好事，网上的信息杂
乱，网页中夹杂着一些假的消息，我已
经不止一次翻阅到假的书籍。长时间

对着电脑，我的脖子已经吃不消，视
力也越发下降。

于是，我又慢慢恢复了阅读纸
质书籍的习惯。

之后，我疯狂地迷恋丁立梅的
《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虽说笔风
没有鲁迅的磅礴气势，也没有朱自
清的清新细腻，但委婉含蓄让我不
得不为之着迷。记得最深的是一篇
《月亮像月亮》，月亮像什么呢？月
亮像月亮。多么不同凡响的答案，
明明是平淡无奇的小女孩一句随口
话，梅子姐却能从中挖出珍宝。哪
怕是花花草草，她也会在里面找出
成熟的果实。

这不，书桌上的《暗香》已经拆
封，让我坐在小板凳上，再回味一会
儿过去吧……

（指导老师：朱金华）

望春风
华南实验学校七(6)班 王知雨

最喜欢春风，它是那样轻快、灵
动、温暖且富有生机。

春风是春的信使，她总是穿梭在
云间，又以绝快的速度唤醒一切，她时
而调皮，时而稳重。她在波澜不惊的
湖面上跳过，漾起层层波浪。那会儿
的水，会叫你移不开眼，是风唤醒了
湖，唤醒了春天应有的绿。那湖上的
绿，翠翠的，直达你的眼底，在你平静
的目光中，汪起一片柔情。这绿不厚
重，它是莹莹的，你甚至可见得水下依
附着的青苔，和飘飘忽忽的水藻。它
们全那么绿。

春风到达了目的地，那是一片望
不尽的草地。因她的到来而荡起波
纹。那草多么像块柔软的绿被啊！让
人恨不得与它们糅合在一块儿。在春
风的吹拂下，草儿苏醒了，光秃秃的地
冒出了新芽，本就还在的草更是挺直
了腰杆，尽显朝气蓬勃，这样的生机，
有谁可匹敌。零零散散的野花竞相开
放，用那本身的颜色染出一片属于自
身的天地。这些花并不很惊艳，但却
依然在这个最美的春天里，沐浴着春
风，尽情绽放，那样平常，却又让人眼
前一亮。

春风笑了。她一下子明白，这一
切原是她改变的。她突然想唱歌，她
向四周顾盼，最后直奔一个姑娘的窗
口。她鼓起嘴，大口吹着风，女孩的发
丝飞扬起来了，发出“沙沙”声。她又
瞧上窗檐边的风铃。她一闪身，张开
手，抱住那铃，摇摇晃晃的瞬间，耳内
便充斥起叮当的悠扬乐曲，似行云流
水，一个个乐符织起春的交响曲。

啊，我盼的春风，我恋的春风呀！
我只望一夜春风起，待你染它个江山，
绿透！ （指导老师：谢柏林）

关于友情的一场竞赛
实验学校七（6）班 韦俊杰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次作文
口头竞赛，初赛时，他作为班上的语文
科代表，负责掌握时间——按秒表。
我悄悄告诉他，让他手下留情给我多
些时间，毕竟我的作文太长了。他没
动声色，当时我以为他默认了，便自信
稳拿第一。

“开始！”他宣布道。我滔滔不绝
地念着着，可是还没接近尾声，只听

“咚”的一声，他竟然准时按下秒表。
在所有人中，只有我，超时了！当时，
我的脸似着了魔一般地红了起来，我
好没面子。

对他的举动，我十分生气。什么
好朋友，这点小忙都不帮，害得我在众
目睽睽之下出丑、难堪……我毅然决
定再也不和他做朋友了！

几天以后，我一直没理他。他已
经察觉到了，他几次想给我解释，我总
是不屑一顾，不理不睬，扬长而去。

“你知道吗？我其实也有难言之
隐呀！友谊要讲诚信，讲原则，如果没
有这些，友谊还有价值吗？”有天他拉
住我解释。“你不用如此，朋友请你帮
忙，你却……我又不是没跟你说，你让
我当众出丑，多难堪啊！”我依然气
愤。“对不起！”他低着头说，“可要是你
在我手里过了关，不再提高自己，决赛
能名列前茅吗？不如我好好帮你吧！”
他突然说。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天天陪我一
起练习，又帮我修改稿子，又给我指出
不足，还给我出点子。我练得满头大
汗，力倦神疲，不过最终我把握住了时
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俩的共
同努力下，那次口头作文决赛，我获得
了一等奖！

时至今日，当初的情形已经全忘
了，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有我们的友情
——我永记在心！

（指导老师：吴晓兰）

礼物
珥陵初中八（4）班 毛丽娜

冬月的寒风浸湿空气，当大地银
装素裹，我的生日也悄然无声地到
来。往年的生日过得很团圆、温馨，家
里的人都在。如今老姐远在东北，爸
妈工作繁忙。家里就只剩我一个
人。 虽然嘴上说：“你们忙吧，不用管
我。”但心中却是失落万分。如同一盏
离愁孤灯伫立在窗口，满屋的暗沉之
下，就只有我一个人对望天空的明月
——面前是一片荒芜。

“叮！叮！”电话铃声响了。老妈
让我今天到奶奶那边去过夜，说奶奶
与小妹陪我过生日，还说小妹给我备
了礼物。我无奈地撇撇嘴。

到了奶奶家，我被轻轻推向了客
厅，看到一个充溢着不同颜色蜡烛的
蛋糕散发着橘色的暖光。我转头看向
她们两个人，奶奶挂着慈祥的笑容看
着我，小妹则催促我赶紧去许个愿吹
灭蜡烛。我虔诚地许了个愿望，然后
将蜡烛一口气吹灭。小妹突然有些羞
涩地将手中的贺卡递给了我，里面有
她摘抄了韦庄的《菩萨蛮》和一句“祝

姐姐生日快乐！”《菩萨蛮》是我最喜爱
的词。早在幼时的天真年华，身为大
好青年的老姐就拿着她的语文教科书
翻到这首词强行让我背诵。老姐当时
还憧憬着“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的无限感慨。

我认真地看着那贺卡，发现底下
还有一条小舟，舟上坐着两个人，还标
注了“你我”两个字。“春水碧于天，画
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
雪。”待这个春寒料峭的冬天一走，那
便是春暖花开的初春芳华。

小妹在楼下挥舞着色彩斑斓的荧
光棒，我在楼上遥望一轮明月。孟德
曾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喃喃
道：“唯有团圆。”

东风吹过我的脸庞，我悠悠地背
诵着《菩萨蛮》。一份懂我的礼物，足
矣。

（指导老师：毛琴芳）

留 香
云阳学校八（8）班 陈可

那是一个星期天，窗外难遇的鸟
语花香，也没能安抚我的黯然神伤。
忽然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带往
心灵的牧场。驻步于书房前，轻轻推
开门，目光直接穿过琳琅满目的书海，
定在了那被我遗忘在角落多时的笔墨
纸砚。心蓦地沉静下来，一股若有似
无的幽香萦绕在心头。

在书桌前坐下，打开已经两个多
月未碰的砚台，一股墨香便欣欣然飘
了出来，淡淡的，醇醇的，如深秋的桂
花，淡然却深刻，缓缓掠过鼻尖，渗入
心扉，被种在心底，一朵朵渺小却芳香
的花便绽于心头。好久没闻过如此淡
雅的香了。

落笔、提笔、压笔、中锋行笔、提
压、回锋……随着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墨香渐渐包裹着我，如夏日清凉的风，
将我的烦意掠走。就这一会儿，那一
抹墨香便倾散开来，层层渗入，汇聚于
心头，又悄然流经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仿佛千年前伫立于江南水乡的纤纤女
子，与世无争，只留下，一心、一纸、一
墨香。

闻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脑
海中不禁浮现出我那爱毛笔如同热爱
生命的老师，那个仿佛血管中流淌着
的不是鲜红的血液，而是淡雅飘香的
墨汁的老师。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处在进步缓
慢的低谷，渐渐对毛笔失去了兴趣，甚
至想放弃这个我已经坚持了三年的爱
好。就在那时，他出现在我的身边，
说：“你在毛笔的书写上很有天赋，就
像一瓶上等的好墨，清新淡雅，我相
信，你可以让它的香长存世间。”这句
话，仿佛是给迷途中的我点亮一盏明
灯，指引我一步步走出困境。在后来
的很多次，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老师
的话，就像那淡雅的墨香，渐渐使我冷
静下来，有了再来一次的勇气。

走出记忆长河的我，提起笔，缓慢
却有力，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宁静致远”，在纸上悠然绽开一朵朵
生命之花。宣纸上墨色未干，散发出
点点淡雅和恬静，除去外界的喧扰烦
闹，真的静到只剩那一丝丝墨香——
那一丝能让我在逆境中坚持到底，在
失败时重新站起，在成功时不骄不躁
的幽香。

（指导老师：张再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