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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东风
吕城初级中学九（2）班吴家辉

一抹鱼肚白弹出了远在天边的初日，稀稀疏疏
的树影在一整夜的拉长中显得索然无味，路灯在玫瑰
色的太阳刚露头之后就灭了。天亮了……

“啪——啪——啪”，在一阵有规律的声音中，我
醒了。打开窗，秋天的凉意在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黄豆丰收的季节，家家户户的屋门前都堆满了黄
豆秸秆，饱满的黄豆宝宝在豆荚里呼之欲出。爷爷奶
奶一老早就开始打黄豆了，“啪啪啪”有节奏的打击声
把我吸引住了，刚好今天是周末，我准备去一展身
手。

匆匆扒拉了两口早饭，刚出门，我就遇见了爷爷
奶奶。“打完了吗？”“嗯，都好了！”“我还想帮忙呢？怎
么就……”我满脸的不高兴。奶奶迟疑了片刻，将手
中之物交给了我，指了指门口堆起的小金山：“去，把
石子捡出来！”“好哦！”我一溜烟地冲了出去。

到了黄豆山前，原本兴高采烈的我又一筹莫
展！眼前的农业工具别提怎么用了，就连名字叫什么
我都不知道。正所谓“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将黄豆
山分批放入手中的竹制工具里，通过摇晃来使石子掉
落下去。我摇啊晃啊，累得腰又酸背又疼的，深感劳
动的不易。正当我以为这件事凑合着快完成的时候，
又一道难题从天而降：黄豆山中的石子虽被清除了，
但还有树叶、豆枝等杂物残留着，这可怎么办？一番
思索后，我决定选用笨办法，用手来挑拣……一分钟、
十分钟、半个小时……秋天的凉意越来越浓，我忍不
住打了个寒噤。

奶奶来看我：“你怎么还在弄啊？”“杂物太多了，
我得慢慢拣啊！”我嘟囔着嘴。奶奶见状，不动声色地
拿起簸箕装着黄豆举起来，手臂小心翼翼地抖动着。
说来真是怪，在奶奶的抖动中，风将黄豆上的枯枝落
叶卷走了，只留下了金灿灿的黄豆子。看着那熟练的
动作，我唯有佩服。奶奶笑着说：“还说是读过书的人
呢？诸葛亮借东风都不知道！”原来如此，我笑了。

秋风卷起落叶，调皮地捉弄着它们，又似乎在向
玫瑰般的太阳招手。

（指导老师：王丽娜）

属于自己的天空
华南实验学校九（11）班 韦雅楠

墨色从天的角落一丝丝地晕染开来，夹杂着
夕阳的余晖，远远望去十分耀眼、美好。

回到家刚放下书包，一个黑色的身影窜到我
面前，左手一把抓住我的手、拖着我来到餐桌前，右
手把一个蓝色的本子扔在桌上，得意洋洋地说：“丫
头,你老爸我是研究生了哦！”这么得意，我眼前浮现
出他在这片天空翱翔前的每一步。

事实上，他一开始并不在意信息技术这块，因
为他是一名数学老师，电脑对于他来说只是用来制
作课件或者玩玩游戏的。可是，自从他担任了电教
处主任后，有时竟拿着一本十分厚的书对着电脑主
机比划着。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暑假，他在房间
里熟悉主机零件，连满额头的汗都顾不上了……经
过不懈的努力，一片天空终于完全向他开放。不过

“努力”这二字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是不能想象
的。我至今还记得论文答辩的前天晚上，他和妈妈
整整视频了一个多小时。在这一个多小时中，他不
断地向妈妈复述着他的论文，妈妈也一遍遍地纠正
他的语音、语调和语速，直到爸爸可以对着PPT一
字不差地、流利通顺地复述论文。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第二天的论文答辩中，他以流利的阐述、有效
的答辩获得全体评审教授的点头。

我走进房间，想着他有属于自己的天空了，那
我的天空又是什么呢？

我猛然想起自己这学期的物理进步了许多，那
么物理会不会是属于我的天空呢？仔细回想过去，
自从上了九年级，我的物理分数稳定在九十几分，
这对于八年级常考七八十分的我来说是不可思议
的。我想起张老师曾经对我说的一句话：“你这小
丫头啊，不动脑子啊！”八年级每次的物理分数总是
让我提心吊胆，所以，慢慢地，我学会了多想、多问、
多做，因为这份坚持和努力，现在物理俨然撑起了
我的一天空——当你撑起这片天时，你便能享受属
于这片天空的乐趣。

此时，晨曦撒开无边的黑幕，夹杂着春天初升
的暖阳，十分温暖、美好……

思 索
九中练影文学社 王可心

天漆黑一片地广袤无垠
我从哪里来又到哪儿去
我跋涉在世界的十字路口
风雨迷住了我的双眼
我气喘吁吁不断问自己
搜遍枯肠不见清风也不见明
月
忽地一抹斜阳飞来
让我眼镜明亮起来
心也敞亮起来
原来我久寻不见的自我
正躲在我心的一隅窃笑
（指导老师：钱文军）

忘不了你
云阳学校七（7）班 盛玺宁

转眼间，我踏入初中的大门，虽然整整三
年没见你，但我依然无法忘记你。

那是开学第一天，因为去晚了，只能坐在
最后一排。看着闹哄哄的教室和一张张不熟
悉的面孔，我不知所措。这时，坐在我前面的
你转过身来，脸上带着微笑，用稚嫩的声音对
我说：“你好，我叫朱陈璐，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那张微笑的脸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驱散了
我心中的紧张与恐惧。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
友。

接触久了，发现你并没有那么活泼，而是
一个文静、平和、勇敢的女孩。

刚进入新环境，有些不适应，再加上我那
时胆子很小，总会有人来找我麻烦。每到这
时，你就会不顾一切冲向我，张开双手把我护
住，不让他们欺负我。虽然有时他们仍会向前
逼近，但你却一步也不肯退让，甚至与他们打
起来。而我呢，只有呆坐在地上的份。“战争结
束”后，你的身上脸上总会有一些伤痕或淤青，
但你仍以胜利者的样子灿烂地对我笑着。看
着你一次又一次为我受伤，我很难过。终于，
在一次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还了手，甚至把对
方的脸抓破了。正因此事，我被老师狠狠批评
了一顿；也因此事，班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
了。是你，教会了我勇敢。

你不仅勇敢，而且还热爱学习。
你的成绩并不是很优秀，但是你不耻下

问，遇到不理解的问题，总是来找我。如果我
也不是很明白，你就会去问其他同学或者向老
师请教。而你弄明白后，还不忘回过头来教
我。

可是，你在三年级下学期结束前突然对我
说：“我要转学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我
曾多次问自己：她说的是真的吗？又自我安慰
道：说不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呢。新学期很快就
到了，我走进教室，期盼着能再看见你那张熟
悉的笑脸，可惜并没有……

虽然我们只认识了三年，虽然我们三年未
见，但是我忘不了你，忘不了你对我的好、你的
声音以及你那张微笑的脸。朱陈璐，你现在在
哪里上学？你还记得我吗？

（指导老师：朱泽华）

母亲啊！
实验学校七（8）班 郑伟

我很庆幸，降临在妈妈的身边。她含辛茹苦地
把我养大，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温暖。我数
着母亲被岁月染白的隐藏于黑发之中的银丝，我数
着母亲手上因操劳而变得粗糙的纹路——这世上
还有什么言语能表达我对母亲的情感呢！

我现在是一名初中生了，因为学校很远，我成
了一名住校生。在学校的日子，每天对家的思念太
多太多了：新环境的陌生，新同学的竞争也成了我
现在最大的困惑。回想以前每天早晨母亲总是亲
切地叫我起床，每次放学都有母亲的身影陪伴……
又一个残酷的星期一，在这寒冷的11月，望着时间
滴答滴答地流逝，心想还有1个小时不到又要和母
亲分开五天，于是泪水又无法阻止地流了下来。母
亲看着我，只是微笑着说：“没事，5天很快的……”
吃完早饭，我背着无比沉重的背包上路了。风儿好
似闹了起床气一般，肆虐地吹打着我和母亲。出门
前，母亲细心地又给我多加了一件厚衣。在我们走
了两三公里的时候，天上开始落下雨珠，而周围一
眼望去全是公路，没有歇脚的地方，我心里满是不
安与彷徨。此时，母亲的言语再次给予了我温暖：

“靠在我背上，别抬头。”我傻傻地紧紧贴着母亲的
后背，母亲的后背像一座大山一样挡在我前面。就
这样过了漫长的2分钟，终于找到了歇脚点。母亲
立刻下车为我拿雨衣，我看见了母亲被打湿的头
发，眼中布满了血丝，我的眼眶湿润了……母亲啊！

（指导老师：吴晓兰）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
第三中学七（9）班 张瑜涵

记得有次去一个西餐厅用餐，大家都很礼
貌。我去卫生间的路上，突然看到一个水龙头
开得很大，水如瀑布般洒下，直直地全部溅到了
地上，我伸手想上前关掉水龙头，却被一个阿姨
制止了：“你干啥啊，我在这里洗手呢！”我十分
耐心地说：“阿姨，这里是公共场合，你把他们溅
到了地上，不仅不方便别人打扫，还浪费了水。”
阿姨并不在乎，甚至有些不屑地说：“我在家都
是这么用水的，你一个小娃子懂什么啊。”我再
次劝道：“您知道这世上有人一个星期喝的水，
可能都没有您刚刚浪费的多。阿姨，少浪费点
水吧……”阿姨羞愧地低下了头，灰溜溜地走
了。

我想到另一件事。曾经，我看到一个男生
上完体育课之后打开水龙头，用自来水洗手。
没想到，洗着洗着，他竟和伙伴打起水仗来。突
然一个低年级的学妹走了过来，展开手里的纸
怼着男生。那男生看到后，脸一下涨红了……
我凑近一看，纸上工工整整写着四个大字——

“节约用水”。后来，那个男生将这张醒目的纸
贴在了水龙头旁边……

节水，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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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提高英语词汇听写如何有效提高英语词汇听写？？
正则小学 姜辉

细节造就优秀生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知识角”投稿热线：
86983017，投稿邮箱：
1132713237@qq.com

知知识识

角角

听写，顾名思义，就是在聆
听中书写。小学阶段的英语词
汇听写是检查学生课堂掌握情
况的一个首要环节，也是对课
内教学活动的有效巩固和反
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在听写的过程中，教师是“导
演”，具有绝对支配权；而学生
是“演员”，一切得听老师的，
没有一点自主权。因而，学生
英语词汇听写的积极性总是不
太高，正确率也是如此。所以，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尝
试，来有效地设计小学英语词
汇听写的活动：

一、习惯养成自然化
良好的听写习惯是提高听

写质量的关键。起初，大部分
学生都没有养成良好的听写习
惯，对老师布置的“听写”任务
很是敷衍：有的听写错了，也不
去订正；有的自个儿抄写一
遍，再次听写时仍旧错误百
出。而听写不出单词，也造成
了英语考试中很多后进生的形
成。为了能更好地提高听写的
质量与效率，学生一定要养成
良好的听写习惯。

1.教师提前一天布置给学

生要求听写的内容，并固定好
听写时间。例如，我会利用两
次英语早读课时间，或英语课
前 3~5 分钟进行词汇听写，并
坚持做到每单元新授课后堂堂
课听写，督促学生坚持每天背
诵，习惯成自然。

2.听写的数量相对固定，
每次 5~10 个以内。尽量以让
学生坚持每天略做准备即可，
减轻学习负担，避免产生畏难
情绪。

3.及时检查听写内容的习
惯。我和学生约定：每次听写
后用 20秒时间仔细检查：单词
拼写错误、固定短语、标点等，
一切可能拖后腿的低级错误都
不要犯。

二、听写形式多样化
小学三年级英语听写词汇

以教师报词为主，但到了中、高
年级的听写形式可以灵活多
变。除了一般的教师报、学生
听写外，教师还应独具匠心，设
计出多样化的能够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的听写活动。

1.体态用语介入，展现英
语词汇含义。让学生在教师丰
富形象的体态语中，快速对应
英语词汇与认知体验之间的内
在联系，促使学生在自身原始
的语言积累中及时调配内在言
语符号，形成词义和单词的高
度契合，学生记忆尤为深刻。

2.利用小学生爱玩游戏的
心理，变听写为游戏。游戏是
学生喜闻乐见的，新课标提倡
快乐教学，当然我们也可以变

听写为游戏，让学生在快乐的
游戏中不知不觉完成听写的内
容。例，我在让学生听写服装、
食品和颜色之类的词和背诵
What’s this in English？ 与
What colour is it？等句型时，
布置学生回去在这些物品上贴
上标签：用英语标明物体名称
和颜色，然后两人一组做猜谜
游戏，内容是：

A：Hi，B. What’s this in
English？ Guess.（把 B 眼睛蒙
上）

B： Is it a cake/pie/
sweet/… ？

A ：No./Yes. Can you spell
it？

B ：Yes，c─ a ─ k ─ e ，
cake.

A ：What colour is it？
B ：White/….
A ：Yes. Spell it，please.
B ：W ─ h ─ i ─ t ─ e，

white.
同时，告诉学生下节课上

也要做这样的游戏，不过每组
人员由老师临时决定（基础好
的和基础差一点的学生进行组
合），谁将物品猜中了、单词拼
准了，东西就归谁。因此，孩子
们就相互合作，彼此尽心尽力
帮助对方记忆单词、学说句子，
既培养了学生之间团结协作的
精神，又达到了预期效果，很

好地实现了由听写到游戏的转
变。

3.引进竞争机制，变听写
为竞赛。我利用学生争强好胜
的心理，巩固他们所学的单词和
句型。例如，我会在每组中选择
水平差不多的学生代表上黑板
听写，评比最佳听写小组，为听
写得满分多的小组加分，有效激
励学生课外加强读背。我们学
校每个月都坚持进行年级之间
的“我爱记单词”听写竞赛，有时
是单词、词组、句型竞赛等单项
竞赛，有时是混合的题型（单词
+词组 +句子），主要注重学生对
四会单词和句型的掌握，这样就
为他们构建了展示英语学习情
况的平台，更好激发他们学习英
语词汇的热情。

三、听写评价常态化
1.每次听写全对可获得一

星，累计十星可换领一张“满分
卡”；学困生只要听写比上一次
有进步，就能获得“进步卡”，累
计五张可换得一张“加分卡”。
为此，我专门设计制作了“满分
卡”“进步卡”“加分卡”等不同
类别的卡片。作为外加识记动
机，这在英语词汇听写中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所提供
的外加激励力量能推动
学生积极投入到识记活
动中，这种积极性，是小
学生记忆过程中所难得
的，在记忆的准确度、速
度、牢固程度等方面起至
关重要的作用。

2.奖励听写经常得

满分的同学，免掉一次听写，来
报听写内容。这些学生往往思
维各异，会更好地促进其他学
生的听写热情。

3.发挥进步生、学困生的
自主意识，激发参与热情。让
听写有误的学生把自己认为难
的、经常出错的词语罗列出来，
从中选择，让全班同学一起听
写。学生自主选择的过程就是
自主识别、识记词汇的过程，而
且能激起大部分学生听写的兴
趣。时间久了，学生自然觉察
到自己学习中的薄弱之处，进
步特别明显！

有人说，细节造就成功。
在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深
深体会到，细节也造就优秀
生。

一、在细节处树立班主任
的权威

班主任是跟学生直接接
触最多的老师，在工作中要重
视小事，关注细节。我教育学
生，无论什么场合，都要遵守
时间，无论什么情况，都要遵
守约定，遇到特殊情况，要学
会解释。我时刻注意自己的
一言一行，向学生展现自己高
尚优雅的风度和修养，对学生
施以正面影响。如每次升国
旗的时候，我班学生都会跟我
一样立正站好，双目注视国
旗；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在
结束国旗下精彩的讲话时，我
班学生会跟我一起对报告者
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看似
婆婆妈妈的细节，久而久之，
就成为一种认真的态度、严谨
的作风、积极向上的精神。

同时，我将每一次与家长
的联系，都变成老师与家长友
情的交流，以及家长与孩子亲
情交流的良机。所以，学生和
家长都欢迎我家访。因为我
时刻在关注学生活动的每一
个细节，时刻抓牢他们思想的
每一个细节，学生和家长能清
楚地、深刻地感受到老师对他
们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
的。

二、在细节处促进优生的
成长

许多学生考试成绩不错，
但是作业有时马马虎虎。班
主任对学生学习细节的关心，
不光体现在学生对自己任教
学科的学习上，也要关注学生
学习其他学科的细节，并配合
相关学科任课教师开展针对
性训练。某生语文成绩不错，
但写字潦草，明明他会写的
字、会用的词，因为写字不美
观、潦草，被人认为是错别
字。我在这个细节上给予了

关注，要求该生努力补小学阶
段应该完成的“写字”课。这
种对学生学习活动细节的关
注，矫正了学生不良的学习习
惯，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成
绩。

三、在细节上做好潜力生
的转化工作

所谓“潜力生”，即平常说
的差生。这种称谓的不同，其
实就是对待潜力生的态度在
细节上的差别。

一些潜力生在品行上不
符合常规价值规范，往往“大
错不犯，小错不断”。这种情
况发生后，班主任一般都要进
行处罚。学生自然会产生抵
触情绪。我也处罚学生，但我
将这种“处罚”称为开展学习
之后的“社会活动”。在“社会
活动”中，要求他们注意细节，
从细节上调整自己的行为。
对在这类活动中态度好、责任

心强的同学，我在班内设“社
会活动积极分子”奖给予表
彰。于是，潜力生进步了，也
得到家长的称赞。

班级的座位安排是个细
节。在开学初，我将潜力生排
在成绩比他好的同学周边，让
这些同学去帮助、影响他；我
发动学生组织课外合作学习
小组，使潜力生得到及时的帮
助。

成绩确实十分落后的学
生，往往不做作业。客观说，
确实因为他不会做。于是，我
允许他“抄”作业，“抄”作业比
不做作业要进步，“抄”一次，
毕竟“完成”了作业，这是态度
的进步，“抄”两次，有点印象，

“抄”三次就有了思考；我还允
许这类同学减少作业量，给他
们选择最基础的作业做。这
个细节安排，也提高了不少潜
力生的学业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