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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使我与学生
建立了深厚感情，每当临近毕业的时
候，学生都有很多心里话要告诉我，
我把它们装订成册。这是学生留给
我最好的纪念，如同那陈年的老酒随
着时间的推移愈加醇香扑鼻，每每掩
卷而思，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便出
现在我的眼前，往事历历在目，它亦
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相处的三年，是您为我们操劳的
三年……在班级管理中，您强调自
觉，而不是一味地压制，因为在以后
的人生道路中，自觉是不可或缺的品

质；生活上，您极尽所能帮助我
们；学习上，您教导我们荣

誉只属于过去，一切
从 零 开 始 ，让

我们树立
信

心，路就在自己脚下。您安排了丰富
多彩的课余活动，以调节我们紧张的
学习生活。今天不学习，明天就落
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您常说的话，
我想即使工作以后，我们也不会丢掉
学习的品质。（金龙）

在这三年中，我虽已从您那里学
到了不少东西，但与老师相比，还是
相差甚远，年少轻狂的我给您带来了
不少的麻烦，离别时，我只想对您说
声抱歉。三年了，我们师生共有的就
是那份真挚的感情。往事历历在目，
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显示出我们
的深厚感情。马上我们就要踏上社
会了，缺少了老师的叮咛嘱咐，一定
过得不会很适应，我会记住老师的谆
谆教导。（严飞）

……是您，是这个班集体给了我
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做人的道理、强
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就要离开

这个班集体、离开敬爱的班主任
了，我是多么的不情
愿，但您常说“天下没

有不散的宴席”。我将向着自己的梦
想和未来去拼搏、去追求。我会以您
为灯塔、路标，走好步入社会的第一
步、每一步。您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
回忆的往事，您在我们面前有使不完
的力，从来没有看见您疲劳过，您为
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学生再次感激
不尽。（徐井正）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
花残”，在这即将离别的日子里，只有
李商隐《无题》中的两句话更能体现
我此时此刻恋恋不舍、激动的心情。
记得在市中学生运动会的三天里，您
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叮嘱我们注
意什么，要做什么，怎样做。那次，虽
然我们没有取得可喜的成绩，但您只
是淡淡一笑而过，您还安慰我们

“贵在参与”。您
看篮球场上，一
个个威风凛凛、
勇 猛 作 战 的 雄
姿，是您把我们
引入那迷人的

世界，朝朝暮暮的情感流露在此，老
师，您辛苦了！这是出自学生内心的
独白。（卢春明）

作为朋友的我，想对您说，您最
大的缺点是对学生太负责了，您的责
任心太强了！（翟福建）

……
看着这些，我的眼睛模糊了，我

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作为教师还有什
么能比这更珍贵呢？

“教师的汗水虽然磅秤无法称出
重量，学生心中的天平却能准确衡
量。”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
教师的我们很幸运，每一位学
生都是我们的镜子。

刚上初一的孩子活泼好动，总有用不完
的力气和激情。这不，刚下课，班长就来告
诉我小浩一跳就把教室里的日光灯管拿下
来了。我大吃一惊，要知道天花板那么高，灯
管那么危险！真是不可思议。我把小浩找
来，他胆战心惊地看着我，等待我的“雷霆之
怒”。看到他谨慎的模样，我深呼吸，说出口的
话平静而克制：“小浩，今天你真幸运！”他睁大
眼睛，不明所以地看着我。我接着说：“一，你
把灯光完整地拿了下来，没有破碎，没有伤害
到自己，也没有让别人受伤；二，当你接触灯管
的一瞬间，没有触电；三，当你拿到灯管下来的
时候，没有摔断胳膊和腿。你看，你是不是很
幸运啊？”我微笑着看着小浩，他也不好意思地
笑了，随即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
我没有批评他，而是真心地在关心他，让我下
面对他进行的安全教育变得轻松且有效。同
时，我投其所好地帮他报名了学校篮球队，经
过一学期的刻苦训练，小浩在我校“五四篮球
联赛”中，带领团队获得了学生组的冠军。当
他兴高采烈地把奖杯举过头顶时，我仿佛看
到了一株秀丽的乔木，向阳向上，努力成长，绽
放自己的光彩！

小果是我们班上的文艺骨干，活泼开
朗，多才多艺，一直是女孩子中的佼佼者。
可是，这学期她有了一点小变化。首先上课
容易走神，对于老师的提问经常答非所问；
课间十分钟总是见不到她的身影，直到下节
课铃声响起才能看到她飞快地跑进来；家庭
作业也没有原来那么认真了，偶尔还会出现
大片的空白……经过我与家长联系后终于
发现：小果最近迷上了手机游戏。周一上
班，小果的爸爸来和我请假，说小果不想上
学了。正是六月份即将面临初二的地理生
物结业考试，关系到中考成绩，这可是关键
时刻。于是，我决定去家访。出发之前，我
叫来了班上和小果关系十分好的小花、小
琴，她们也很希望小果能来上学。我给了她
们一叠“心愿卡”，请她们帮忙写一些鼓励小
果的话。家访后，小果终于肯来上课了。下
午我一到办公室，小琴就兴冲冲地跑进来跟

我说：“老师，小果来上课了，她看了我们给
她的‘心愿卡’，感动得稀里哗啦的！”说着，
小琴自己也是语声哽咽，眼里隐隐有泪光闪
动。我一边安抚小琴，一边交代她另一项任
务：这段时间务必要多留意小果的状态，多
鼓励她、支持她、陪伴她，让她感受到学习的
乐趣和集体的温暖。我知道，孩子们的友谊
有时候胜过老师的千言万语，只有真心走进
孩子们的心灵，才能获得他们的认可和爱。

有次我外出培训半天，下午回到学校，
领导跟我说：你们班今天中午用餐情况不
错！我听了，微笑不语。我知道这次表扬绝
不是偶然。还记得上周五，值日老师看到初
二大部分同学餐盘里都有剩菜、剩饭，于是
严厉地给每个班扣了五分！五分啊！有些
班主任就不淡定了，有的甚至还找领导反映
情况。而我，看到学生们震惊的表情，我就
知道孩子们也是很在乎这个分数的。于是
我抓住这个契机，好好地教育了一下。“孩子
们，我们现在正是紧张的复习阶段，很苦、很
累，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得多、吃得好，这样才
会有精神、有力气上课和写作业，完成老师
布置的任务。”说到这里，有些孩子已经在点
头了，我没有讲不能浪费粮食，这些都是老
生常谈，我希望孩子们光盘，是从孩子们的
内心和身体出发，是完全为他们自己考虑
的。接着，我又和孩子们开了一句玩笑：“孩
子们，如果你们吃不完的饭菜倒进泔水桶，
最后它们能派上什么用场呢？”孩子们笑着
说：“喂猪！”我说：“对呀，父母出钱是给你们
吃的，还是给猪吃的呀？”孩子们哈哈大笑
……接下来的一周，就是对他们行为习惯的
观察和巩固了。周一的时候，果然，孩子们
基本都做到光盘了。有几个孩子吃完还和
我眼神对视一下，我知道他们是在向我炫
耀：“老师，您看，您说的我们都做到了！”我
也向他们投去赞许的目光。如此“光盘”了
三天，到了第四天，不需要我的监督，孩子们
也能自然而然地做到了。

学无止境，唯爱永恒，莫疑春归无觅处，
静待花开会有时！

一次特殊的班会活动
访仙中心小学 戎秀芬

一天，我在学习新课标时，感
悟到课堂应是向在场的每一颗心
灵都敞开温情的怀抱，才明白是
我严厉的目光切断了学生的思
维，是我冰冷的面孔熄灭了学生
心中的热情。如何激活我的课
堂，让学生们能在愉悦的气氛中
学习呢？我陷入了沉思：美国教
育心理学家曾总结：“如果孩子生
活在批评中，他便学会谴责。如
果孩子生活在敌视中，他便学会
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恐惧中，
他便会忧心忡忡。如果孩子生活
在鼓励中，他便学会自信。如果
孩子生活在受欢迎的环境中，他
便学会钟爱别人。如果孩子生活
在安全中，他便学会相信自己和
周围的人们。如果孩子生活在友

谊中，他便会觉得他生活在一个
多么完美的世界。”在平时的教学
活动中，我从不吝啬对学生的表
扬，因为我明白期望得到别人的
表扬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孩子的
内心世界是清澈的。来自老师和
家长的表扬与肯定，会令孩子们
更加的自信和可爱，从而以更加
用心的态度做出回应。就像魏书
生所说的：如果我们教育子女、教
育学生还停留在忠言逆耳的观念
上，就落伍了。

适当地用上糖衣良药，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一句表扬乃至
一个微笑就是鼓舞孩子奋发向上
的强大动力，孩子建立了自信心，
对待各种事物的态度就会变得更
加用心。

学生是老师的镜子
新桥中学 何光周

莫疑春归无觅处，
静待花开会有时
界牌中学 张琪

3月 7日上午，访仙中心小学
辅读班的孩子与六（3）班的学生
一起上了一堂特殊的班会课。班
会课上，两个班的孩子一起朗诵
诗歌《做最好的自己》、合唱歌曲
《左手右手》等。

辅读班孩子的精彩表现赢得
了六（3）班同学的惊叹和掌声，六
（3）的同学感受到了辅读班特殊
孩子的积极乐观，了解了特殊孩
子并没有不好的地方，只不过比
普通孩子学习慢一点，但他们从

不放弃，像蜗牛一样慢慢前行。
辅读班孩子的刻苦所学让六（3）
班同学刮目相看，这些特殊孩子
体验到了被尊重、被理解、被接纳
的快乐。

这次活动是继上学期辅读班的
孩子与五（2）班的学生联合举行庆
元旦联谊活动后的又一次互动活
动，通过这些活动，普通班的孩子慢
慢了解并接纳了身边的特殊儿童群
体，对辅读班的孩子也少了歧视，多
了关心、同情和宽容。

一句表扬对学生很重要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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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
珥陵初级中学七（1）班 来关俊

“你为什么老翻我东西！”回到家，看见
妈妈又坐在我的床边，手里捧着我儿时那
些已经发黄的照片，粗糙的手指抚着我儿
时的脸庞，仿佛在触摸当年那个红扑扑的
小脸蛋，脸上尽显柔情，一副幸福满足的样
子。我这一声愤怒的责备惊动了沉浸在
另外一个世界的妈妈，她吓了一跳，抬起头
来满是惶惑。她立即将相册合上，轻轻地
取下我的书包，入神地说：“你那时还小，就
到我大腿这儿。”她用手比了比，“你整天就
像一条小尾巴似的跟在我身后，散步时你
总是不知从哪儿找来些花啊草的塞在我
手里；还有那一次，我送你上学还赶着上
班，你呀，走两步就停下来，东瞟瞟西瞅瞅
的，看见路边的阿猫阿狗都要问问好，寒暄
一下，可把我给急的哟……”“你干嘛呀，又
跟我讲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知不知
道这样很烦啊！”她猛的怔住了，有些木讷
呆滞和一些茫然。“砰”，虚掩着的门被撞开
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哥哥冲进
来，指着我的鼻子吼道。“关你什么事！”我
怒火中烧，虽然有些发虚，但还是硬撑着。

“你再说一遍！”“关你什么事！”“啪！”哥哥
抡起手掌，一巴掌狠狠地落了下来。因为
愤怒，他左下角的肌肉都在跳动。我浑身
一震，眼泪便不争气地滚落下来，像断了线
的珍珠，一颗一颗砸碎在地上。“你知不知
道谁在你感冒生病时，没日没夜地照顾你，
你知不知道谁为你累死累活的，你……”

“好了，老大，别说了，快回房间去吧，妈没
事！”站在旁边的妈妈急忙打断哥哥。

我小声地抽噎着，心中一浪一浪地波
动，如一盘散沙的棋局在厮杀着。妈妈沙
哑却又很平常地说：“好了，妈没事，快写作
业吧！”她慢慢背过身走了出去，我却呆呆
地站着……窗是微敞着的，不知过了多
久，冷风吹进来，刺痛了我本就干裂的肌
肤。我拿起桌上的相册，颤抖的手指轻轻
地翻阅着，一张张，一幕幕，都在脑海里回
放，似乎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又好像就在昨
天。

泪水再一次泉涌而出。打开门，我奔
向母亲的怀抱。

（指导老师：孙建）

滴水之梦
第三中学七（9）班 毛心怡

“滴——答——”
这是一滴水几近无声地滑落，这是一

滴有着梦想的水。
它曾来自于高空的云层，栖身于那一

朵白色的棉花糖之中。它一路奔波，经过
了重重关卡，只为世界献上一份最绵薄的
力量。

它总是在幻想自己的未来。
也许它会经过重重工序，被灌进一个

饮用水的大桶；也许它会来到一个实验室
里，和那些繁杂的药剂混合在一起；也许它
只从水龙头中喷出，洗净一个孩子因调皮
而沾满泥土的双手……这滴水相信，任何
事物在这世上都不会是无用的，都不会被
浪费。

直到这天，它开始感觉自己在前进，
但前进的速度很慢。它很欣喜，终于有用
武之地了！

可是……
它孤零零地从水龙头口滚落了出来，

凌厉的风声在它耳边呼呼地吹过，刺痛了
它的脸也刺痛了它的心，并没有想象中的
任何东西接住它，它就这样不断地坠落，像
断了线的风筝，对未来一无所知。

“啪”，没有任何人听到这滴水落地的
声音，仿佛它从来没有来过一样——这滴
水瞬间四分五裂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它听见的是一个女
人的声音，苍老而带着责备：“哎哟，小孙
孙，你洗完手咋水龙头都不拧紧呢？”

“有什么大不了……”回答的是一个小
男孩，似乎很不在意。

“滴——答——”

幽暗中的那道微光
延陵学校八(1)班 王婷

雨水清刷着每一片落叶，湛蓝的天空
被清染上了灰色的水墨，空寂的音符在这
个城市慢慢延伸……

来到家，打开门，无力地喊了一声“我
回来了……”屋内昏昏暗暗的，仅靠那窗
外的月光来照亮。往里屋走了走，鼻尖立
刻被那醉人的酒味儿充斥着。

我怔了一怔，眉间不禁一皱，忐忑地
推开门，见他坐在桌边，碗中的白酒在这昏
暗中显得格外清澈。

“又喝啦？”我压抑着心中的怒火，不满
地质问。

“工作比较累……喝了一点……”他
似被我突然的出现震到，像个犯了错的孩
子，不知所措。我的导火线却被他不经意
点燃……

“你累？你累什么，我学习压力这么
大，还要天天回家看见你喝喝喝，你就是我
的心理负担知道吗？”我不忍再说下去，眼
泪夺眶而出，似掉了线的风筝。

我望着他，他那深陷的眼睛里满是失
落，他的身躯在微微颤抖。我擦拭了眼旁
的泪水，甩门而去，只留下他孤寂的身
影。

夜晚，窗外的雨停了，月光更加皎洁。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我的一言一行，内
心不免感到酸楚。

“咔”，心想之时，门似乎被推开了，我
急忙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着。等着等着
……突然，感到一双温暖的大手拂过我的
发丝，他小心翼翼地将被褥往上盖了盖，这

轻柔如水的动作，顿时让我凉却的心房仿
佛有一股暖流缓缓流过，当我睁开惺忪的
睡眼，用余光发现他的头发有点泛白了，脸
上的皱纹在月光下更为清晰。渐渐地，眼
前朦胧了，竟是被泪水覆盖。他深情地望
着我，先愣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床沿时，踉
跄了一下，我心中不禁诧异，他的腿怎么
了？他轻轻关上房门，动作依然轻柔如
棉。

“嘀铃铃”，隔壁房间电话声响起，我坐
起身来，聆听着。

“喂？哦哦……好的，明天早晨工地有
活？”他虚弱的却坚定的声音在我耳畔响
起。

“我腿可能不太方便……没，没事
……”他似乎很想推脱，却又肯定地接受
了。之后就是一片寂静，我再也忍不住了，
眼泪不经意地涌了出来，橘黄色的灯光从
房门下透了进来，我忍不住推开看了看
……

在夹缝中，我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
他粗壮的手卷起裤脚，我惊异了……他的
小腿上有很多伤痕，让人心生怜惜。

我急忙掩上门，瘫坐在地上，脑海中
闪过多个温馨感人的画面。

每当我哭泣时，他总是将我揽在怀
里，那如高山般的父爱成为了年幼的我背
后最坚固的后盾，就像高俊挺拔的大树，呵
护着我这棵小树苗成长。

等我长大了，却用锋利的“刀斧”一次
又一次地伤害这棵大树，它的枝干已伤痕
累累，饱经风霜，已经不起岁月的考验。

我推开门，奔向那棵“大树”，抱住了
他，他顿了顿，随之也用他那强劲的臂弯紧
紧抱着我……父亲啊，你的爱依然照进我
的心房，温暖如春。

（指导老师：唐国洪）

滚 水
九中练影文学社 梅思涵

那是一锅水，一锅很普通的水：它没
有海水的波澜壮阔，没有山中小溪的柔声
细语，也没有江河的喜怒无常——它是一
摊死水，我心中肯定地说。

它被架到了煤气灶上，而我被分派了
一个任务——看着它。一摊死水有什么
好看的？我不屑一顾。“咕噜……咕噜
……”咦，是谁在响？是那窗外的肥雀儿
吗？“咕噜……”是邻居小孩的皮球吗？“咕
噜……”到底是谁在发出这么活泼的声
音？“咕噜……”啊呀，是那水呀！是那一摊
普通的死水！

一时间，世界安静了，只有我和那水。
“咕噜……咕噜噜……”随着一阵阵水泡
破裂的声音，肥雀儿，小皮球，小喇叭……
一切有活力的东西都出来了！这是一场
音乐会，一场活泼又有生气的音乐会！

这锅水被抬下了灶，随着由低到高的
响声又流进了热水瓶。我要了一杯专属
于我的水。

我静静地看着它，心里想：嘿，难道你
经历过那一场浴火后又变得死气沉沉了
吗？我试着吹了一口气，眼镜立马蒙上一
层白月光。啊！它没死！它只是在以另
一种特殊的方式活泼着——它变成了水
蒸气了！

它由水变成了水泡，又变成了水蒸
气，然后回到天空中天使般地蜕变为云朵，
再变成一颗颗珍珠似的雨滴落下，之后汇
流成江河……啊，又一个轮回！

（指导老师：钱文军）

缝中看月
云阳学校七（4）班 吴阅

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月光。
黑暗中睡意朦胧的我，忽然被那一簇

洁白照得通体清醒。翻个身，便瞧见帘缝
中镶嵌着的那颗圆月，这月有着太阳般强
烈的光芒，却不失柔情。我喜欢缝中看月
的感觉，全世界黑暗了，唯有它发出皎洁的
光。

时而，帘缝中又多出一抹黑色的云
彩，轻轻地向月亮行进，待我注意到它时，
它已在轻触月亮光滑的肌肤。月亮收敛
了光芒，乖乖地让云为其披上神秘的面纱，
月光若隐若现。待到微风徐起，烟消云散，
月，又明亮起来。

月行云随，月轻轻，云盈盈，悄悄地，就
起了变化了。那滚圆滚圆的，是你那张爱
笑的脸吗？分明还歪扎着辫子，是在幸福
地回忆吗？还是无忧无虑地玩耍？折一
根柳枝，插在土里，幻想着它慢慢长大。云
儿也感受到了，你却头也不回，悠然而
过。

月光又暗淡下来，没有了原先的耀
眼，显得朦胧、柔和。是你玩累了吧？或是
和我一样，突然就没了兴致，只想躺在软软
的床上，静静地发呆。

时而你又躲在乌密的云中，只透出一
丝光亮，在细细的帘缝中，我找不到你了。
是害羞了吗？还是和我玩捉迷藏呢？你
淘气地隐隐一笑，仿佛在说：“来啊，来找我
啊。”

好了，终于又露出半张脸了，圆月变
成了弯月，隐隐却有泪珠。你哭了吗？是
在玩耍中擦破了皮，或是遇到了什么烦心
事？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不太会安慰
你，但是我可以静静地陪着你，直到你泪干
了，云也就散了。

风起，月，又明亮起来。
（指导老师：马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