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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班集体就是一个小团
体。一个良好的班风，一个宜人
的小气候，就能够促使学生团结
和谐，奋发向上。在班级管理
中，各班委也是起了重要的作
用。好的班委，能够有利于促进

班级形成好的班风，能够时刻提醒
同学，能够帮助班主任加快完成任
务。如何选拔和培养班干部呢？我
认为要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物色人才
了解学生的表现，从中挑出有

较强活动能力、某些方面有特长的
学生的资料加以仔细研究。注意观
察他们在集体中的表现，如哪些人
善于交谈，哪些人乐于助人，哪些人
活泼好动，哪些人比较安静。选择
不但要有好成绩，更要思想好，品行
好，而且要热心帮助他人，乐于为同
学们服务，有一定的组织才能的人
为候选班干。

二、树立班干的威信
班干部必须在学生中树立威

信，只有得到学生的认可，班级管
理工作才能做出成效。平时我就
利用各种机会适时地在集体中赞

美班干部的榜样作用，肯定他
们的工作成效，在同学中树立
他们的威信。比如，当我看到

学生在班长的带领下认真地早

读时我就会说：“我们班的班长真厉
害，都能当个小老师了；我们班的同
学也非常棒，都听班长的指挥，老师
看了真高兴啊！”这样小班长和孩子
都很开心，小班长干劲更足，其他同
学也会更听话的。当小班干在管理
上遇到实际困难时，我及时给予支
持，这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

三、多给实践的机会
为了让多数学生能够得到更多

的学习锻炼机会，具体而言，班主任
应该尽量多设一些班干部岗位，还
可以采取轮流任职的方式，让更多
的学生参与实践锻炼，成为班级工
作的参与者，以利于普遍满足学生
们的自尊心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还有利于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和本领，有效地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高。例如，对于早上的晨
读，上课铃声响了进教室做好上课
准备，眼保健操的管理，我都交给
我们班的小班干。有一次，早读我
晚去5分钟，当我走进教室时看到
的是小班长带着大家在认真地读
课文，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很高兴。

班级的每一项工作都不可能
仅仅靠某一个人去做好，必须依靠
全体班干部和全班同学的共同努
力——合理分工，协调一致，才能
使班级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

时光荏苒，一转眼张午花老师参加
工作已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
她扎根于这方沃土，一支粉笔，两袖清
风，三尺讲台，不畏四季耕耘苦，只求明
朝桃李芳。她怀着一颗爱生如子的心，
为学生讲述着知识和事理，启智而教
诲，默默而行。

从早晨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张老
师的心中便装满了她的学生们。如果
你在早读的时候路过她的教室，你会听
见教室里传来她和孩子们共同的读书
声，那是她带着孩子在书海中漫游，为
他们打开更广阔的天空。如果你在课
间路过她的教室，你会看见她弯腰和孩
子交流的身影，那是她在叩开孩子的心
灵，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张老师在举手
投足间写满了对学生浓浓的爱，这学期
张老师班上有一个孩子上学总是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作业也写得一塌糊涂，
上课更是注意力不集中，面对这样的学
生，张老师没有埋怨，没有责怪，而是及
时与家长沟通，深入了解孩子的全面情
况。当她知道孩子父母离异，性格胆怯
自卑之后，她总是抚摸着孩子的脑袋细
细地叮咛，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让孩子
像一朵迟开的百合，终于在春风的吹拂
下，绽放了属于自己的天真笑容。

然而，她对学生的爱，不是无原则
的，而是始终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相结
合的。爱中有严，严中有爱，爱而不宠，
严而有格，严慈相济，对于学生的学习丝

毫不松懈。作业本上，学生的书写不符
合要求，张老师都会把孩子叫到面前，
不厌其烦地讲解，直到学生认真订正后
才过关。在张老师所任教的班级里，始
终洋溢着一股暖流，像一阵和风细雨，
感染着整个班级，渗透到每个学生的心
中。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师德修
养的基本内涵。张老师用她的一言一行
诠释着这样的修养。她严格要求自己，
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以高尚的人格
感染人，以整洁的仪表影响人，以和蔼的
态度对待人，以博大的胸怀爱护人。每
次班上大扫除，她都会先做好指导，再亲
自动手，和学生们一起干，率先垂范就是
对学生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教育。凡
是要求学生要做到的，她自己首先做到，
凡是要求学生不能做的，她坚决不做。

作为一名老师，我们总说，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只要我的鸽
群能翱翔蓝天，只要我的雏鹰能鹏程万
里，只要我的信念能坚如磐石，只要我的
理想能永远年轻，我情愿燃烧我的每一寸
躯体，哪怕付出我的青春乃至整个生命。
但她总说，她没那么崇高。她说：“我的目
标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要对得起他们。”
她还说：“教师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良心工
程，不要说对得起别人，先要看看是否对
得起自己的良心。如果你自己问心无愧
了，那你就尽职了。”

巧妙“提示”，优化“自学”
云阳学校 王芳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在我看来，小学的主要任务
毕竟还是让儿童自己学会学
习”，如果一个学生有较强的
自学能力，就可以扩大知识
面，并增强自身的技术和技
能。它影响其他能力发展的
速度、深度和广度。

如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教师就要在教学中适时
地把“钥匙”——自学的方法
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手执
钥匙，去打开知识大门。如
何让学生自己手执钥匙，去打
开知识大门呢？有效运用“自
学提示”，一定能优化学生的
自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夯实自学效果。为此，笔
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
手。

一、自学提示巧妙突出
“目标性”

如有的教师布置自学提

示，有时会出现“今天请同学们
回去自学第几单元哪个部分”这
样提示空泛、流于形式、目标不
明确、缺乏操作性的自学要求是
徒劳的。又如：自学提示围绕

“我学会了什么？我有什么问
题？试一试”这几个环节时，效
果只会是大部分学生把教师布
置的相关题目做一下，既不能主
动提出问题，又不能主动探究解
决问题的策略，相当不利于学生
思维能力的培养。

教师要善于将自学要求分
解为若干小点或用若干小问题
来呈现，以方便学生根据自学问
题来展开自学。如教学牛津英
语6B Unit3 Asking the way中，
通过观看 VCD 得知，Mr Smith
wants to go to the History Mu-
seum and the post office。接着
学生细读课文的“自学提示”是
这样安排的：

1.朗读对话，理解课文。

2.找出Mr Smith 去 the His-
tory Museum 的两种方法的句
子，用笔划出来，并朗读几遍，理
解句子的意思。

二、自学提示巧妙突出“重
难点”

设计提示要起到突出重点，
突破难点的作用。如：5B Unit3
Part B 部分中对 go shopping
的教学。自学提示要求学生看
图及字母组合，理解本词组的意
思，掌握读音。

自学提示缺乏对go +动名
词训练的针对性，布置学生自学
时只要求通过看教材不要求查
阅与本课题有关的其他资料，自
学时没有针对重点、难点引导学
生进行思考归纳，更没有来自与
生活的链接，制约了学生的思
维。

5B Unit3 Part B 部分中对
go shopping 的教学的自学提
示改为：

1.写出更多go+动名词的词
组。

2.小组成员交流。
3.想一想，你发现了什么？
三、自学提示巧妙突出“趣

味性”
要针对不同内容设计不同

的自学提示。如5A Unit4 Part
B 部分的单词是关于动作类的：
sit，stand，walk，jump，run，
sleep，自学提示中的检查环节
为：

1.组长说中文，成员说英文。
2.组长做动作，成员说英

文。
3.组长说中文，成员边说英

文边做动作。
4.齐读单词。
四、自学提示巧妙突出“探

究性”
如：进行动词的第三人称单

数教学时，出示以下这组动词：1.
sweep，run，get，like，climb；

2.teach，watch，wash，do，
go；3.study，fly；4.have。

自学提示：
1.试着说说这些动词的

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看正确答案，想一想，

你能发现什么？
此提示设计充分调动

了学生的探究欲望。
总之，在自学提示的设

计上，教师要在“巧”上
下 功 夫 ，只
有这样，学生
在课堂上的
自学效果一
定能得到最
大程度的优
化。

如何选拔和培养班干部？
新区实小 赵玉琴

爱心化春雨，桃李育沃土
行宫中心小学 吴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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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我真是的
九中练影文学社 殷梦芳

和平时的寒假一样，我被迫在我
的桌前写着老师布置的那些枯燥的作
业。

寒假放假没几天，我想出去玩
儿，想放松放松，刚考完试，还有一大
堆作业，但我不想管它们，就让他它们
在那睡觉吧！我只想出去玩。我跟我
妈说了一下，她没多问便同意了。前
几日还行，我妈没多管，估计想着我刚
考完试，学习压力大，就让我多放松放
松。但她怎么会如此仁慈？到了后几
天，她就开始唠叨了。在我耳边唠叨
说，你怎么还不写作业啊？让你出去
玩几天，你还得意忘形，不知道要收敛
收敛吗？别人的作业都快写完了，你
呢？一字未动吧？赶紧写，写完了好
好温习，不要到了上学的时候啥都忘
了……她就像一个复读机，每天都重
复着相同的话，在那给我讲人生道
理。唉，刚开始听一下没事，但到后面
就越来越嫌她烦，最后我实在忍不住
了，便向她嚷道：“你天天吵累不累？
你不累，我听着都累，能消停几天不？
烦死了！”我妈听了这话也不耐烦了，
便朝我骂道：“你吼啥吼！我为你好，
你还成受害者了。好！不管你了，随
你干啥。”我听了吓了一跳，没人管我
了，太好了，我可以自由出入了，便高
兴到去了我朋友家。到了晚上，我从
朋友家回来，在家没看到人，就打了电
话问他们在哪？怎么没回来？我爸叹
了一口气：“你呀，你妈住院了，快过来
吧！”我听了愣住了，赶紧去了医院。

我找到我妈的病房，来到我妈身
边，扶在病床旁，问：“妈妈，你没事
吧？”没等我妈说话，我爸便插话：“还
不是你，没事气你妈干嘛，你妈有高血
压，受不了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天
突然犯高血压，血压都200了……”我
听了流下了后悔的眼泪，边哭边对我
妈说：“妈……我……以后不气你了，
我听你的话不捣蛋，你一定要快些好
起来！”我妈轻声地在我耳边说道：

“嗯，你要听话哦。”我一边掉眼泪，一
边握着妈妈粗糙的手，眼泪一滴一滴
直掉在她手上。

那次，我妈在医院休息了整整半
个月才出院。

哎呀，我真是的。
（指导老师：钱文军）

这就是我的承诺
里庄中学八（1）班 郄新月

那次，正是寒假刚开始，我吃
完晚饭跟着母亲出去散步。母亲
走在前面，脚踏在地上没有一点儿
声音，我慢慢地跟在她身后，始终
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因为期末
考试的成绩并不理想，母亲对我十
分不满，虽然我自己也很自责，可
总会不由自主地在她数落我时反
驳她。每当这个时候，她好看的眉
头总会皱起来，张开口似乎想要说
什么，却终什么也没有说，结果闹
得两人关系很僵。走着走着，发现
母亲的脚步变慢了，我停了下来，
盯着母亲的背影，透过月光，母亲
的背影是那么的单薄。心中似乎
被什么东西触动了。

“咱们回去吧，太冷了，别冻感
冒了。”母亲走着走着转过身对我
说。我不做声，只是默默地跟着母
亲。回去的路上，母亲又讲了许多
她小时候的事，大都是些小时候不
好好努力，现在感到很后悔之类的
话，即使她曾经说过无数次。

回到家我就上了床，可怎么也
睡不着。隐约地，我听到了楼下父
母的谈话声，好像不是关于我的。

“腰又疼了，最近又犯了……”听声
音是母亲，可是母亲一向身体很好
啊，也没听她提哪里不舒服啊，真
奇怪。想着想着，眼皮越来越重，
我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家
里一个人都没有。自己吃着早饭，
不禁想起了昨晚父母的对话。越
来越摸不着头，索性打了个电话给
外婆，她肯定知道。

原来母亲患有严重的腰间盘
突出，外婆说是母亲生我的时候落
下的，已经很多年了。得知这个消
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像原本
的一盆水，突然就给打翻了。母亲
因为我才有这个毛病，但我却一点
都不知道，她是一个好母亲，我却
是个不争气的女儿。下午，父亲和
母亲回来了，看着母亲手里的药，
我便明白他们是去了医院。

“妈，还难受吗？”母亲被我这
突如其来的话给怔住了，似乎从未
料到我会这么说，过了好一会儿才
反应过来。“好多了，没什么大不了
的。”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母亲
只是希望我不要为她的事情担心
啊。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希望我不
要再像以前的她一样，“尽自己的
努力就好，哪怕只进步一点点。别
和我一样自己没点本事。”她把嘴
一抿，如待放的花一样，让人舒
坦。母亲的眼神中有无奈，还有期
待……

“我要好好努力，哪怕只进步
一点点。”这是我对母亲的承诺。

（指导老师：茅伟云）

靠近你，温暖我
云阳学校八（2）班朱昱文

难得去一次外婆家。午后，阳光
灿烂，我在院子里散着步。和煦的微
风吹送来一股熟悉的茉莉花香，一种
儿时熟悉而又亲切的感觉又一次回到
了我身上。恍惚中，与外婆在一起的
许多温馨的画面便一一浮现在我眼前
……

记得小时候，每当我吃过午饭，
最喜欢躺在外婆阳台边的老藤椅上。
午后的阳光如一层镀金的毛毯披在我
的身上，照得我浑身懒洋洋的。这时
候，外婆准会端杯热气腾腾的茶向我
走来。外婆总是轻轻地将茶放在我的
旁边，有时还会坐在我的旁边，为我扇
风。我端起茶，轻轻地抿一口，一股茉
莉花的清香便会钻入我的鼻子里。儿
时的我还会将茶捧在手中，和外婆
一起仔细地数着杯中漂浮的茉莉
花。欢笑声中，温暖便随着手掌慢

半块苹果
实验学校八（10）班杨婕

入秋，窗外的树叶黄了一整个世
界。秋风袭来，落叶肆意飞舞。

我在房间写作业，突然一阵饿意
袭来，我放下手中的笔，下楼找些吃
的。我打开厨房的门，却看见一个瘦
削的身影，拿着把刀正准备切苹果
——是爷爷。他身着靛蓝上衣，深灰
裤子，像从沧桑旧画里走出来的人。
他听到动静转过身，看到是我，说道：

“孙女啊，吃苹果吗？”他脸上是无尽
的慈祥，我甚至不敢想象拒绝他后
会是怎样一副失落面孔。我点点
头，说：“一半就行，那我先上楼了，待

慢潜入了我的内心，让我觉得，靠近
外婆，是多么的温暖……这，就是小
时候外婆带给我的温暖。

稍微大了些，来外婆家的次数
便少了些，因此每次我来外婆家，外
婆都将这视为生命中的“大事”。天
不亮，外公还在梦的海洋里徜徉的
时候，外婆已经早早地起了床，赶到
菜市场去买菜，然后再赶回来，为我
们烧菜。

每次我们一进家门，桌上总会
摆满了各种色香味俱全的菜：绿色
的青菜在外婆的手里变得清新爽
口，肥嫩的鲫鱼在外婆的锅中变得
鲜美多汁，硕大的排骨在外婆的盘
中变得美味无比，每一道菜都凝结
了外婆的心血与对我们的关爱。

吃饭时，我总喜欢坐在外婆的
身边，感受她身上特有的饭香味。
外婆也总会往我碗里夹菜。不知为
什么，每当这样坐在她身边，靠近
她，温暖就会在心中悄悄地酝酿。

后来上了初中，平时再也没有
机会去外婆家了。最让我记忆犹新
的是外婆的七十大寿。那是初一下
学期的时候，寿宴举办在吾悦的同
庆楼。一进包厢，五颜六色的气球
如流星般点缀在深蓝色的天花板
上，中间的桌子用沙子摆成一幅图
片，一对父母牵着他们的孩子的
手。这不正是我们真实生活的写照
吗？桌子的中央，用70朵玫瑰组成
了一个漂亮的爱心，象征着儿女对
父母最真挚的爱。墙壁上，挂着记
录我们一家人走过的点点滴滴的照
片。我的目光凝聚在一张照片前，
那时我才7岁，外婆一手搂着我，俩
人都笑得如花一样灿烂，那时候的
我也一定感受到了外婆的温暖了
吧，我心里默默地想着。

到了拍全家照的时候，我又一
次站到了外婆旁边，双手又像儿时
一样紧紧地握着外婆饱经风霜的
手。靠着外婆，温暖再一次把我包
围。

时光匆匆，当年的情景只能在
我记忆中出现，又渐渐消隐，尽管外
婆也是风烛残年，但她对我的爱依
旧不变。

“吃饭！”外婆充满慈爱的呼唤声
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又闻到了外婆
为我准备的丰盛的饭菜香。转身之
时我便决定今天一定要亲手为外婆
盛一碗饭，因为这一次，不仅仅是她
温暖我，更应该是我用自己对她的
爱去温暖她。

（指导老师：马明芳）

会下来拿。”我随手在桌上拿了包
饼干便上了楼。

写完作业已是几个小时后，伸
了个懒腰，瞥见书桌上的一点饼干
屑，我突然想起了那半块苹果，我
飞奔下楼，跑向厨房。

厨房里静得出奇，水龙头在滴
水，滴答声在偌大的房间里回荡。
苹果好好地放在砧板上，皮削得干
干净净，中间的籽也剃干净了。但
时间过了太久，果肉表面已是褐色
遍布。我呆滞地望着苹果，空气似
乎也凝固了。我想起了爷爷，想起
了他总是把好的留给我，自己却舍
不得吃。每次从学校回来，他总会
从冰箱里拿出好几天前的菜对我
说：“孙女，你最爱吃的，特意给你留
的。”这时候，我总不知道要说些什
么。母亲过来帮我解围：“菜放久
了就变质了，不能吃了。”爷爷只是
木讷地笑笑，随后将菜倒进自己碗
里，拌着饭吃。以前不知道有多少
次爷爷切好了苹果，却被我毫不稀
罕地略过，就像我熟视无睹了爷爷
对我的付出一样。

我拿起苹果，慢慢地吃它。
甜，很甜。爷爷对我的爱太多太
多，多得溢了出来，如这只苹果，甜
得发涩。回头，见爷爷站在厨房门
边，对着我笑，我朝他晃了晃我手
中快吃完的苹果，露出了一个灿烂
的笑容，说：“好吃。”笑着笑着，眼泪
溢满了眼眶。

从那以后，每当我去学校前，
我总会去爷爷房间找他，向他要两
个苹果，带到学校去。一天一天地
过去了，爷爷的脸上总是挂着恬淡
的笑，身子也十分硬朗。我竟不知
道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却让他变
化这样多。

有时候，小小的索取会让一位
老人感到充实与满足，会让他觉得
自己是被人依赖被人需要的，他会
因帮到你而高兴，即使是一件小
事。

（指导老师：蒋淑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