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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专心地处理表格里
的数据，办公室门口传来轻
轻的一声“报告”，“进来。”我
继续盯着电脑忙我的事，余
光瞥见一个孩子走到我旁
边，仍然是轻轻地，似乎怕打
扰了我：“老师，你前面的老
师在吗？”“你找她有事吗？”
孩子们经常会过来找雍老师
领一些教学用品，所以我也
没在意，依旧看着电脑随口
答道。“我，我想找她拿钥匙
复印一下。”话音更低了，我
非常好奇：“什么，复印钥
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我
转过身子，打量着这个瘦瘦
小小的男孩，“为什么要复印
钥匙啊？”“我把教室门上的
钥匙弄丢了，我要去复印一
把。”男孩显得惴惴不安。
哦，原来是想重新配一把钥

匙啊！这个可爱的小
男孩，在他的想象中，
钥匙竟然可以复印一
把出来，我乐了。“据
我所知，钥匙 3D 打
印，也许将来科技发展了能
复印出可以直接使用的钥
匙，但是目前在我们这里，只
能去锁匠那里配一把。拿备
用钥匙去给他，找一把相似
的‘钥匙’，夹在机器上，把它
打磨成一样的……”我边说
边比划。“对对对，我就是这
个意思。”他急急地看着我。

“对了，你说话声音这么
小啊？是怕影响我工作吗?”

“因为我犯错了。”
“不过是丢了一把钥匙

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再配
一把不就行了？”

“对你们来说是件小事，

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大事啊！”
孩子声音低细却很努力地强
调着自己的意思。

对哦！我觉得丢把钥匙
很正常，但于他而言——教
室有个门打不开，同学们进
出不方便，老师又会是什么
态度？他当然诚惶诚恐。所
以，有时候学生犯了错误，我
们别急着批评，多留心他们
的表现。如果他们已经知道
自己错了，并因此心里很不
安，我们为啥还要苛责他们
呢？对于主动认识并改正错
误的孩子，我们应该安抚、褒
奖他们才是！

那年，为了六一儿童节的
演出，音乐剧的大部分演员早
早地来到音乐教室参加排练，
当然也有同学是例外的，比如
说陈彦铭同学。时间已经是
七点半了，离我们集中的时间
超过了10分钟了，可是这孩子
还没有到，联想到陈彦铭同学
在前段时间的积极表现，他不
可能会迟到啊！我有点担心，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的思
绪不由得回到了一个多月前。

镜头一：
“陈彦铭，这个动作没有

到位，再来！”“陈彦铭，在排练
的时候你怎么和旁边同学讲
话！”“陈彦铭，你的表情没能
跟上，怎么一直在嬉皮笑脸
的？”……看着他，我心里有点
恼火，这个孩子的态度太不端
正了，从任课老师那里了解

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平时就
特别喜欢调皮捣蛋的孩子，完
了，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影响
节目质量，我得想办法让他改
变，看来一味地要求与批评没
有效果，那怎么办？我注意到
他是个特别热心的孩子，平时
喜欢帮同学拿个道具，帮老师
跑个腿。观察到这些，我就对
所有学生说：“今后的点心由
陈彦铭同学负责发放，每个同
学发多少，就要请陈彦铭在排
练中注意观察，哪些同学是进
步认真的，哪些同学是敷衍了
事的。当然陈彦铭同学自己
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大家才
能对他的分配心服口服，大家
说是不是啊？”同学们纷纷点
头，陈彦铭同学也没有想到老
师把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
交给他，只见他双眼晶亮地看

着我，重重地朝我点了个头。
接下来的时间，这位同学改变
了很多，加上我的适时表扬和
鼓励，排练有了很大的进步，
逐渐成为演出队伍中的佼佼
者。

镜头二：
“对，你看我怎么做的，你

们模仿，看，手摆到这个位
置。”“景老师，你看，这个道具
的位置摆得对不对？”“景老
师，麻烦你这一段让同学再来
一遍，因为我播放的音乐和他
们没能卡上。”……看，这是个
多么认真执着的孩子，就这
样，陈彦铭同学成了我们曲艺
队的小老师，成了我们的搬运
工，更成了神奇的音响播放
师，是我们曲艺队里最重要的
一员，我也渐渐依赖上了这个
孩子。不信，你看，整个音乐

剧一共有七段音乐，经过反复
实验，他可以把每一段卡到从
演员说的哪个字播放最合
适。比赛那天，他早早来到了
音响室，反复跟音响老师沟
通，调节音量，在比赛的时候，
音响很给力，为整个节目的成
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比
赛结束，我看到他长长叹了口
气，知道他不会比在舞台上比
赛的同学轻松。我从内心非
常感谢这个孩子，虽然他没有
站上舞台，但是他却心无芥
蒂，全心全意地投入，这样的
精神让我深深佩服。

对前一批高年级同学在
临时调换演员这件事所表现
出来的理解和支持我既欣慰
又愧疚，六一儿童节马上到
了，他们将在父母同学面前展
示自己的风采，我决定带他们

好好练习，在舞台上表现出最
好的自己。当听到老师召集
他们重新训练时，他们个个都
表现得非常积极。而此刻，看
到陈彦铭的缺席，我拨通了她
母亲的电话，把陈彦铭这段时
间在学习上和班级中的改变
和她细细道来，更把他身上的
这种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性大
大表扬了一番，最后我说：“虽
然陈彦铭没有上舞台表演，可
他比任何一个演员都优秀，是
值得我们所有同学学习的榜
样！”第二天，我来到教室，陈
彦铭同学远远就迎了上来，他
一把拉过我的手，兴奋地说：

“景老师，我来了！”我摸了摸
他的头：“陈彦铭，你会是最优
秀的！”看着他那灿烂无瑕的
笑容，我终身难忘，因为它已
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应
当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培养学
生的艺术气息。想要达到这个
目标，小学音乐教师在教学的过
程中，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为
学生营造一种音乐的氛围，让学
生在愉悦的学习氛围中，无形地
提高自身的音乐欣赏水平。

一、构建音乐学习环境，提
高学生欣赏能力

例如：在引导学生欣赏《小
猫的圆舞曲》时，学生们都觉得
这首歌很好听。这是学生最直
观、最感性的反映。要使学生进
一步体验作品的内涵，得到美的
享受，就要继续提高学生的兴
趣，启发学生的思维随着音乐的
起伏展开想象。因此在欣赏《小
猫的圆舞曲》第一乐段时，就结
合音频和舞蹈，第一时间抓住了
学生的眼球。欣赏完之后，要求

学生想象：是哪种小动物呢？
它在干嘛呢？在视觉和听觉
的刺激下，学生的思维开始活
跃起来，有的说是小老鼠在偷
粮食，有的说是小花狗在戏
耍，也有的说是小猫在跳舞，
因为听到了小猫的叫声。随
着学生的精彩想象和描述，翩
翩起舞的小猫咪们纷纷“跳”
至屏幕上，从听觉的形象转化
为视觉形象，学生欣赏得津津
有味，充分感受到了想象的乐

趣。
二、巧用音乐教学方式，带

领学生融入课堂
例如，在教学《我家小院嘴

巴多》这堂课时，教师可以让学
生自己组成不同的小团体，让不
同的团体进行比赛，模仿动物园
中不同种类的动物。让学生对
不同种类动物的模样和习惯有
清晰的认识。学生通过游戏可
以发现在生活中许多地方都体
现着音乐美，连动物的叫声都可
以组合成一首歌曲，同时音乐也
是来源于生活的。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融入一些小游戏，有助于
教师与学生形成和谐的关系，同
时，学生在玩耍中听教师教授音
乐也避免了学生产生厌学的思
想。学生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
以加深对《我家小院嘴巴多》中
音乐知识的认识，培养学生的音
乐欣赏水平。

三、引导学生探索知识，增
强教与学的联系

例如，在学习《阿里西里》这
首歌时，学生由于年纪较小可能
无法理解《阿里西里》这首歌的
内容，教师就要用学生可以理解
的语言来解释，适时转变教学的
方法，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向学
生展示这首歌所代表的民族和
他们演唱这首歌的原因，再让学
生理解这首歌。教师在帮助学
生理解这首歌的内容后，可以提
出几个问题，这首歌体现了什么
样的感情？这首歌是在什么情
况下演唱的？依据需要转变教
学的方式，让教师在教学中将教
学同学生的学习联系起来。

纵观现今的英语阅读教
学，我们不难发现在热闹的课
堂背后，大多数老师还是把阅
读教学的视野局限于“浅阅
读”状态，没能引领学生走进
深度阅读，不能有效激活学生
的思维。结合平时教学，谈谈
在学生阅读教学和深度思维
中的研究和思考。

设计活动，积极性思维。

我们可以根据文本的内
容及语言特点，灵活设置任
务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尤其是学生的逻辑性思维。
阅读后活动形式多样，教师
应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阅读
篇章的特点出发，充分考虑
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思维
特点，准确把握学生思维的
维度和节奏。在读后环节紧
扣阅读主题，搭建各种必要

的支架，帮助学生深入理解
篇章主题，引起思考，激起表
达欲望，拓展思维的广度和
深度，促进学生积极思维和
互相交流。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通
过活动的设计来引发学生进
行积极主动地思考，引导学
生辨析、概括文本信息，建构
新的概念；分析、推断信息的
逻辑关系，提升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确
判断各种思想观点，理性表
达自己的观点，促使学生对
事物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从而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多
元思维的能力。

模仿表达，创造性思维。

从培养思维角度看，在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同时，
让学生模仿课文中的语言进

行个性化表达，既巩固了所
学知识，又使所学内容变得
条理化，这是语言学习中的
迁移运用，同时这一活动也
达到了助人为乐的道德情感
的积极迁移。在绘本阅读教
学课《狮子和老鼠》中，我们
把狮子和老鼠的心理活动、
语言交流进行了有效拓展，
绘本中包含的思想教育也充
分挖掘，使教育和教学充分
融合，学生思维和活动充分
碰撞，从而展现出灿烂的火
花。

以培养学生思维品质为
宗旨的阅读教学活动的主要
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锻
炼学生的思考方式；不是向
学生解释什么是对的或是错
的，而是把“对、错”交给学
生，并协助他们独立做出判
断。

你的笑容，绽放在我的心上
华南实验学校 景虹霞

“知识角”投稿热线：
86983017，投稿邮箱：
113271323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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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音乐教学
与生活元素的结合
麦溪中心小学 李娟娟

“复印”钥匙
蒋墅中心小学 孙建琴

小议英语阅读的思维训练
正则小学 俞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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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茅老师
吕城初级中学九（2）班 倪文文

“Right？”尖利的女高音从讲台
旁传来，余音绕耳，久久徘徊在耳
边，冲击着我们的耳膜。她见无人
应答，又一次提高了音量，“Right?”
稀稀拉拉的回应声出现了。“Yeah!”
这位女高音不正是我们可亲可敬
的茅老师吗？

茅老师总是那么可爱！瞧，她
正在讲单词呢。她一手拿着竹棍，
一手拿着粉笔，指着黑板上那十分
眼熟的单词，“谁知道这个单词的
用法？”讲台下无一人回应，她转头
看了一眼黑板，又看向我们，眉头
紧紧地皱着，“学过没？”同学们异
口同声：“学过啦！”“那用法呢？”茅
老师的眼中露出了一点希望。“忘
啦！”茅老师眼中的希望之光被当
头一盆冷水浇灭了。她双手垂在
两侧，嘴角下拉，像个受了委屈的
孩子，接着无可奈何地说：“哼，我
鄙视你们！”她又略微停顿了几秒
钟，“这单词太麻烦了，我不想讲。”
然后，重重地呼出一口气，重新拿
起粉笔，转过身，“继续讲！”又一点
点地在黑板上写下这麻烦的单词
以及它麻烦的用法。

茅老师就这么可爱，但更多的
是敬业，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一天，茅老师的膝盖上套着厚
厚的护膝，像笨拙的企鹅，慢慢挪
进教室，她抱歉地看了我们一眼
说：“不好意思，我的膝盖不太好，
今天连续上了好几节课，膝盖特别
疼，只好戴上这个笨家伙。”茅老师
斜靠在讲台边，双腿交叉着站立
着，讲了一会儿题目，或许是腿疼
得厉害，她走到饮水机旁的桌子
边，戴了护膝的右腿跨上桌子，以
此来减轻疼痛。

又一次讲重点单词，茅老师左
腿先下地，紧接着是右腿。她端张
板凳放在黑板前，将黑板用力一
推，移至正中间，确保每个人都能
够看见，然后再将板凳放好，左脚
踏上板凳，左腿弯处用力，整个人
便站上了板凳。抬高手臂，行云流
水般地写下一个个英文字母，临近
下课，她放下了习题。“你们的英语
真的很差，不过，就连我这么笨的
人都可以学好英语，靠的是从前假
期里做的一本本习题，我在你们学
之前就先学好，先背好，我都可以
做到的事，你们有什么不可以？”茅
老师在说这段话时，眼中的坚定以
及自信，感染到了每一个人。

像茅老师这样可爱又敬业的
老师，又有谁不喜欢呢？

（指导老师：王丽娜）

由“巴黎圣母院
焚毁”想到的
延陵学校 曹彤

当地时间 2019 年 4 月 15 日傍
晚，法国著名地标建筑巴黎圣母院
起火，得知这一消息的网友站成了
三大派：一是幸灾乐祸派，认为他
们遭到了报应；一是惋惜派，哀叹
历史遗迹的焚毁；最后便是中立
派。

有的人在新闻里评论“想当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现如今圣母

院被烧，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如
此云云，不一而足。看到这一新闻
的我不禁想到了那个被称为“法兰
西的莎士比亚”的维克多·雨果。
他在 1861年 11月 25日致巴特雷上
尉的信中仗义执言，大加挞伐：“一
天，两个强盗（一个是英吉利，另一
个是法兰西）走进了圆明园，一个
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
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
毁了圆明园……我们欧洲人自以
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
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
蛮人的所作所为。”

还有一句评论触动了我：“卡
西莫多失去了心爱的姑娘，终究也
失去了他心爱的钟楼。”在雨果的
作品《巴黎圣母院》的结尾，卡西莫
多是抱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带着对
法国封建贵族的痛恨离开这悠悠
人世间的，而在我们生活着的文明
的新时代里，却是一场由于人为因
素的大火毁去了他爱的钟楼，这不
得不叫人惋惜，虽然她不属于我们
中华文明。

“痛惜巴黎圣母院≠忘记国
耻”，有的人认为身为中国人不应
该去感到痛惜，可作为全球人类，
拥有世界灿烂文明的巴黎圣母院
被毁怎能不让人去反思？反思我
们人类应有的文物安全与保护意
识，是否能够持久？包括我们中
国，殊不知那海外流失的不计其数
的文物何时才能认祖归宗？

有的人认为对此事不同情便
不够格提圆明园，可这两件事可以
画等号吗？

我认为一句话是对的：“我不
会哭，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会笑，
因为这是世界文明遗产的毁坏！”

乡 情
珥陵初级中学七（1）班 文周祥

“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
有家；没有家，哪有我……”家，是
避雨的港湾。我对家乡有种特殊
的情感——如果我是蝴蝶，我将要
飞向家乡这朵绽放的花朵。

春天，一切都复苏了，家乡成
了一幅充满生机的画卷；夏天，草
木茂盛起来了，一切都沉醉在知了
的歌声中；秋天，枫叶羞红了脸，一
切沉迷在一片片红红火火的枫林
中；冬天，大地银装素裹，一切沉默
在安静而和平之中。这就是我的
故乡！我热爱她的每一寸肌肤，她
怀里的每一个生灵。

家乡的小溪是美丽的。孩子
们在这里戏水、捉螃蟹、钓鱼……
在夏日，他们时而赤裸裸地浮在水
面上，时而潜入水中，时而自由自
在地仰泳……快乐极了。我最喜
欢捉螃蟹，沿着溪水一路向上，很
小心地翻开每一块石头，立即就准
备抓捕，但总会有一些落网之

“鱼”。我会高高举起这些战利品，
跑着、嚷着，向旁人炫耀，真快活
啊。

家乡的田野是有趣的。纵横
交错的田垄把田野“大卸八块”，每
一块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每当
风儿吹过，金色的稻子就涌起一阵

阵波涛，美丽极了。小伙伴们经常
在稻田里捉迷藏，但我常常在那温
暖的阳光下，在那柔软的稻子上睡
去，直到太阳落山。他们就会大声
叫喊：“快出来，我们认输了，不玩
了！不玩了！”可是我还在梦中跟
周公聊天呢。常常是妈妈找来，揪
着我的耳朵，把我提溜回去。鲜艳
的残阳下，回荡着我“哎哟，哎哟”
的呻吟……

家乡的小路是静谧的。幽深
的小路给了幼时的我一个奇妙的
世界。小路是美丽的，是优雅的，
她有波澜不惊的笑、深藏不漏的
美。每天清晨，我喜欢在小路上徜
徉。路两旁茂密的大树，总能为我
遮住夏天的骄阳，秋天的细雨……
路边没有耀眼的牡丹，没有出淤泥
而不染的荷花，没有香远益清的茉
莉花，有的是无数的小野花，它们
平淡无奇，却总在默默地倾吐芬
芳。这条小路虽然平凡，却承载着
我的童年，寄托了我对家乡的绵绵
情丝。

家乡是我儿时的乐土，有美丽
的风景，有童年的欢笑，有母亲的
守候。

（指导老师：孙建）

善，润了年华
实验学校九（9）班 朱雨珊

时间老人健步如飞，带来了先
进的机器，也掠走了人与人之间的
人情味儿，而他却让我在那个夜晚
倍感温暖。

时代的发展似乎比博尔特的
速度还要快。若不是要拍证件照，
还不知已有自助拍照的机器诞生
了，可却只能收纸币。

妈妈笑得轻松：“找个商店换
一下就好了。”我却心想，开商店的
都精明着，谁跟你换币？寂静的夜
晚，安静得只剩下了车鸣，引擎声
与摩擦声交杂，不停地刺入耳膜，
漆黑的天幕像泼上了墨汁，遮遮掩
掩，盖住整星。

终于还是踱步到一个小商店
前。

与别的商店一样的摆设，大大
的玻璃窗，折射着为数不多的商
品。

小店的老板肯定是不会给我
们换的！谁会为陌生人做这样的
事呢！

妈妈拿了一盒口香糖，便与小
店老板商讨。

那老板裹着一身黑，浓厚的黑
发油油地梳向一边，鼻梁上架着一
副镶了金边的眼镜，镜片擦得发
亮，镜片后那双灵活的眼睛也仿佛
闪着光。他一手清点着商品，一手
对着账本，生怕漏了一件……出乎
意料的是，他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他低下头，整齐的黑发梳向一
边，明亮的眸子透过镜片正寻找着
什么，他从木质的抽屉里取出一个
大夹子，夹着一沓纸币。

他笑着点出钱，递给我们。
他的年龄应该也不小了，一笑

便扯起了皱纹，宛如条条沟壑，倒
也十分柔和。他一边把钱给我们
一边笑着说：“现在人们出行，总是
不记得带纸币。”

“勿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
而不为。”也没人天生有义务要为
别人无偿付出，这不是他们的义
务，这只是标志着他们那颗善良的
心。

每个人点点滴滴的善意滋润
着我，它们让这个冰冷的机器时代
重新充满了爱与希望！善，润了年
华！ （指导老师：蒋淑萍）

人老心不老
华南实验学校八（21）班 周鸿源

有些人老了，他真的老了。有
些人老了，却仍活得异常年轻。

小镇的街道被月色笼罩着，略
显一丝沉寂。饭后，我独自在街上
游走，漫无目的。

不知何时，耳畔忽然听到阵阵
锣鼓声，循声走去，一幅热闹的景
象出现在我眼前。

前面人来人往，仿佛一个镇上
的人都集中在了这里。远远地站
在人群外，偶尔能看到鼓槌末端的
红绸带划过空中。“说不准又是哪
家店铺的开业活动。”我在心里默
默地想。

出于好奇，我快步向那鼓声走
去。

人群熙熙攘攘，鼓掌叫好声此
起彼伏。为了看到人群里面的景
象，我四处找缝，费了好大力气，终
于挤进半个身子。

理了理衣角，抬起头，只见三
位老者正奋力敲击着锣鼓，鼓声震
天，老者脸上一副激动又陶醉的神
态。

正中，摆放着一面大鼓。老式
的，略显破旧。虽说都是老人，但
却传递出响彻云霄的强劲鼓点。
鼓点阵阵，我的目光不由被中间那
位击鼓的老人吸引了。

他那两只布满皱纹的手举着
鼓槌，在鼓面上有力地敲击着。节
奏分明，快慢有致，那由鼓面传开
的鼓声仿佛由地底最深处隆隆而
来，震彻人心。这鼓声使我深深为
之感到震撼，联想到先前学习的
《安塞腰鼓》中的文字：

“它使你惊异于那农民衣着包
裹着的躯体，那消化着红豆角角老
南瓜的躯体，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
奇伟磅礴的能量。”

火红的绸带在空中飞扬，随之
而来的，是阵阵撼动人心的鼓声。
伴随着一旁的伴乐声，构成了一篇
美妙的乐章。

正当我望着这三位老者出神
时，奶奶却不知不觉已站在我身
旁。听奶奶说，这打鼓的人曾经是
这一片最热爱、最擅长打鼓的。在
他那七十多年的生命里，鼓陪伴他
走过了一半多的历程。即使他已
年逾古稀，但还是不愿放弃这陪伴
他多年的老伙计。

之前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这
样一段话：“有些人过了三十岁就
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只是循规蹈
矩，沿着旧路而行，这样的人已经
算是死了。”但是，看看眼前这几位
老人，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
不服输，依旧让自己发光发亮，这
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壮心不已！

（指导老师：王俊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