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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还是身边？
里庄中学九（1）班 郁林斐

“哎，看！我新买的鞋子。”
门前传来朋友呼喊的声音，我

循声望去，看见朋友脚上穿的是最
新款的鞋子，很耀眼，我也很羡
慕。再想想自己，才记起已有多时
不曾买鞋了。别人的父母怎么就对
自己的孩子那么好？我的父母可真
狠心！

朋友与我以及我们的父母都非
常的不同。朋友想买鞋子了，买；
朋友想玩游戏了，玩；朋友想充钱
了，充；朋友想……而我呢？

“妈，我想买双鞋。”
“不行，鞋子够穿就行了，自

己去看看鞋柜。”妈妈果断地拒
绝。

“妈妈，我想玩游戏。”
“你没事干了？是不是嫌自己

的眼睛度数不高？”
……
正当我忿忿不平地想着两家人

的差异时，背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
音：“你在做什么？”吓得我一个哆
嗦，是妈妈。我赶紧握正手中的毛
笔，摆出好好练字的样子。妈妈看
了我一眼，抛下一句“好好练”就
转身离开了。我用力将字写下，那
浓重的黑色仿佛要穿透宣纸底下的
毛毡，染黑木桌。为什么别人玩我
要练字？！气愤的我看着眼前的宣
纸，烦躁地将写下的字全部涂成黑
团，好借此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些
黑团正如我心中的不平事，郁结在
心中，不得化解。

可再怎么样还是要练字的。我
揪掉眼前面目全非的纸，揉成团丢
入垃圾桶中，正待再换一张，却猛
地注意到了桌上的毛毡。毛毡上深
深浅浅地有着墨迹，揭开，桌上却
不曾留下些许墨。是布将墨都挡在
了外面吧？我突然间想到，这不就
像我和我的父母吗？我是桌子，而
父母则是挡在我前面的布，将那些
墨迹全部挡下。墨迹即为我那不知
名的攀比心，身边的不良诱惑，生
活中的黑暗等等。父母定是担心我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才如此对
我，不至于使我这张桌子染上污
点，走上弯路。而教给我平淡，不
攀比，知足，朴实等品质。我怎生
就这般不明苦心？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他们又
怎会不爱我，对我狠心？只是我不
能理解罢了。他人自有他人之乐，
而我亦有我的幸福。不远，就在身
边。

（指导老师：蒋清珍）

活到老，学到老
吕城初级中学九（2）班 蔡晨夕

世界日新月异，变化无处不
在。我的奶奶爱赶时髦，总是不断
地学习新事物。当她旺盛的求知欲

被点燃时，她能求助的对象当然只
能是家中最闲的那个——我了。这
不，又被我赶上了。

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走进
奶奶的卧室，看见奶奶坐在床上捣
鼓着什么。走近细瞧，哇，竟然是
一部崭新的智能手机！“奶奶，你的
老朋友——老年机不用啦，玩上高
科技了？”我打趣道。奶奶似乎没听
到我说话，只见她后背倚在床上，
左手端着手机，右手在上面不断地
滑啊滑，两只眼睛散发着光亮。我
见奶奶如此专注，便满怀好奇地向
她走去，弯下身子，探过头去看看
她在干什么。可是手机屏幕上一片
空白，奶奶只是漫无目的地在上面
乱滑，看来智能手机对奶奶来说是
一个未知领域。奶奶终于发现了
我，忙不迭地问道：“你知道怎么视
频通话吗？”“奶奶，你为什么要学
视频通话啊？”“因为我看见别人都
能视频通话，我也要学，这样就可
以和你姨奶奶面对面聊天了。”哦，
原来如此！我拿过手机，俯下身
子，用手指把微信移到主屏幕，然
后跟奶奶说道：“你看，这个绿色的
就是微信，点一下就进去了。”我边
说边点向微信。奶奶在旁边专心看
着，眼睛一眨也不眨。经过一阵等
待后，白色界面映入眼帘。我指着
一个像人半身的图标说：“点这个可
以查看联系人，找到姨奶奶。”奶奶
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那么，怎么
和别人视频呢？”“你别着急，看我
给你变戏法。”我从联系人里面找到
了姨奶奶，奶奶看到后，瞪大着眼
睛说：“这不是你姨奶奶的名字吗？
怎么出现在了这里？”我得意地抿嘴
一笑。我点开，画面马上闪了过
去，又出现了新的图标。奶奶用迷
蒙的眼神看着我，我不厌其烦地对
她说道：“现在的界面就是对话框
了，你点击那个加号，再点击那个
像屏幕一样的键就可以了。好了，
奶奶，你来试试吧！”

奶奶听完，抢过手机，马上动
起手来。我站起身，伸个懒腰，准
备离开，架不住好奇，于是躲在门
后看着。只见奶奶低着头，手指在
屏幕上点击着，神色凝重。是出了
什么问题吗？奶奶的眉头紧皱，她
挠挠头发，头仰着，似乎在努力回
忆着什么，一会儿眉头又舒展开
来，露出会心一笑。“孙子，你过来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我走过去看见

“正在连接”的字，点点头。当对方
传来姨奶奶的说话声，奶奶的脸笑
成了一朵灿烂的花。

“孙子，听说现在的人都不用
人民币付钱了，改用手机支付啦，
你教教我怎么用啊！”瞧，我有一个
努力追求新事物、永远不服老的奶
奶。

（指导教师：王丽娜）

《亲爱的安德烈》读
后感
实验学校八（1）班 金晓雨

轻如鸿毛的阳光钻过树隙，跌
落在指尖。

“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
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
烈。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就讲述了
龙应台母子两国异地生疏，以这36
封家书慢慢建立起来久违的母子亲
情。这是一部两代共读的暖心作品。

使我有着较深感触的，莫过于
《给河马刷牙》这篇了。前文安德烈
不屑于回答母亲关于理想的问题而
胡诌一通，引起了她的深思。她列
出了一组数据：联合国青年失业
率。再加上自杀率，这怕是让所有
家长都退避三舍的问题了。21岁的
安德烈是否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
呢？大作家提摩，一直过着不稳定
的生活，身为人母的龙应台自然出
于母性本能担心自己的儿子沦落成
如此。

记忆追溯到那个美丽的夜晚。
清晨三点，安德烈点起烟。他告诉
母亲：他，很平庸。到这个时候，
他的母亲终于能回答他了。“对我最
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
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这让我的眼
睛蒙上了一层雾，也让那个夜晚变
得更加寂静。一位母亲，她放弃了
自己的儿子可以带给自己的体面和
荣耀，只是用一种更无私的爱去带
给他关怀与希望——安德烈，如果
为钱要去勾心斗角，还不如给河马
刷牙……我不知道给河马刷牙这个
题目有意或无意，帮我略解了一位
母亲一颗包容的心。

我的母亲，现在还希望我能过
上高品质的，社会上层人的生活。
严格吗？其实更多的是宠溺吧。或
许多年以后，她也会跟我这么说，

“孩子，只要你快乐就好。”
阳光笼罩着我，慢慢淌进我的

心间。
（指导老师：石玉琴）

走近了才知道
九中练影文学社 任岳轩

“滴滴――嘟嘟――”“怎么总
是这样啊，还让不让人住了啊？”

“就是就是，真不是个东西！”“没交
钱总不能让你车进去吧！”“那堵在
大门口算个什么事？”……汽车的喧
鸣声伴随着人们的嘈杂声真的是让
人头疼！

这种汽车堵大门的事在我们小
区早已经不是偶然发生了，而是三
天两头地闹事！

事实呢，是我们小区来了一家
新的物管公司，想把我们小区各方
面存在的问题好好改善一下，小区

路面本来就不宽，而且两边停满了
汽车严重影响了小区内部交通，所
以“地下室停车收费”就是其中之
一的改善措施。这下问题就出现了
——路面不让停地下室要收费，不
及时缴费连小区大门都进不来，但
是很多业主都不愿意缴费，所有矛
盾开始激化了。那些没缴费的住户
直接把车往大门口一停，你大门爱
开不开，反正我进不去别人也别想
进，完全不考虑后果。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很赞成那
些堵大门的人，感觉物业公司就是
想要诈骗，那时候我妈已经把停车
费交了，爸爸知道了也随她了，但
是后来爸爸想想又觉得不对了，物
业管理不当让交了停车费的业主出
入小区也很麻烦，而且不交费的闹
着闹着物业无能为力也把他们放进
来了，这下缴费的心里又不平衡
了，爸爸也老念叨着，凭什么他们
不交钱也能进？虽然妈妈会为物业
说说好话，但却被爸爸的各种歪理
压倒了。久而久之我也站在爸爸这
边，觉得大家堵在大门口和物业吵
也没什么不对的。

让我思想发生转变的是那天傍
晚，妈妈在家烧晚饭，让我带弟弟
出去玩。走到楼下，只见保安正扛
着粗重的水管给草坪和大树浇水，
一个老人站在那里与他聊着：“辛苦
了师傅。”保安停下来擦了擦汗，感
慨道：“唉，现在钱不好挣，劳动也
打动不了人心，想必最近的纠纷您
也知道，除草绿化要请工人，保洁
需要工人，水电费，电梯维修费，
保安三班人员都需要费用，领导发
话了我们也是很无奈的。”听完他们
的对话，我很有感触——是的，就
像家里开支我也经常听妈妈在算账
的。而且，情况似乎也没老爸说的
那么恶劣嘛，保安也尽力了，而且
他们也是先礼后兵，只是有些人不
明事理罢了。我又想起今天下午
——修正带用完了到楼下小店去
买，只见几个保安手里拿着单子正
在给停在小区路边的每辆汽车挡风
玻璃上夹上一张。在炎炎烈日下每
个人脸都晒得红红的，汗珠子顺着
鬓角往下流……很多事不能光看表
面跟风，走近了才会发现真正的事
实。 （指导老师：钱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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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家长会，我们做教师
的并不陌生，家长会无非就是
学校向家长展示学校的窗口，
要么就是让家长有了解孩子
学习情况的机会。这次又开
家长会，我陷入沉思。想起以
前孩子日记上“家长会后将有
暴风雨”“男女混打”的句子。
我想如今的家长会该怎样更
有效呢？有的孩子怕开家长
会，是因为怕被老师数落在校
的种种“不是”。家长会前，他
们就开始提心吊胆，寝食不安
了。家长会后，父母的脸色便
成了“晴雨表”。如何让家长
会不再成为“控诉会”，我绞尽
脑汁，费尽心机，想来个别具
一格的创新。对，家长会绝不
开成“形式会”“过场会”甚至
是“批斗会”。何不让学生自
己给自己写一份表扬条？扬
长避短不更有效果吗？也为
家长会增加丰富的表扬素材。

当我在班级宣布这个决
定的时候，原以为孩子们会欢

呼雀跃。谁知，却受到了冷
场。几个女生在暗地使着眼
色，几个男生在挤眉弄眼，还
有些孩子一副事不关己的表
情，对孩子的这一切反应，我
尽收眼底。是的，哪有自己表
扬自己的？不符合国人一贯
推崇的谦虚美德。哪有家长
会上，老师表扬学生的内容由
学生自己写的？如这样，学生
不就行使了老师的特权吗？
我能理解孩子的心情，他们不
相信，准确地说，是不敢相
信！于是，我就先毛遂自荐地
表扬自己一通。如：丁老师工
作认真负责，批改作业及时，
上课准备充分，对学生也很少
发脾气。如此抛砖引玉，同学
们也纷纷效仿。

表扬条内容摘录如下：
蒋学生的表扬条：我说话

大声了，我开始发言了，我总
是帮老师发本子。

何学生的表扬条：我想让
丁老师在我妈妈面前说我写

的字比以前好看了，不完成作
业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

朱学生的表扬条：希望丁
老师表扬我字写得好了，劳动
也积极了，表扬我作业快了，
认真了，爱动脑筋了。

周同学的表扬条：我希望
丁老师在家长会上对我妈妈
说，每次吃饭时，我都全部吃
完，从不浪费。吃完后负责擦
桌子、排椅子，搞卫生，总是最
后一个离开食堂。

陈同学的表扬条：表扬我
课间不打架了，也不惹是生
非。

孙同学的表扬条：希望老
师说我上课积极发言，乐于参
加各项活动。善意的谎言啦
（旁边还画了一幅笑脸）！

让我意外的是，这学期刚
从外地转过来的胡学生这样
写：妈妈，你辛苦了。我一定
要感谢你，妈妈。你为我的学
习操碎了心，请放心，我有进
步了。

当我当众面对胡同学的
妈妈转述孩子真情的告白时，
那位来自安徽的妈妈动容了，
长长的睫毛也掩盖不了那双
潮湿的眼睛。也许在这一刻，
胡妈妈那初来异乡的陌生、那
为孩子适应新环境的担忧，得
到了久违的安慰和补偿。

……
孩子的表述还不太完整，

表达还不太具体，表扬的内容
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每一张表
扬条的后面都有一颗闪闪的
童心。毋庸讳言，我以前没有
关注到每个孩子的全部优
点。在大人眼里芝麻绿豆大
的事，孩子都记在心间。更重
要的是，孩子眼里的优点和成
人眼里的优点是不一样的。
成人眼中的优点大部分通过
横向比较（与同龄孩子比）得
到的，而孩子眼中的优点更多
通过纵向比较（与自己的过去
比）得到的。这些表扬条难道
不能给我们以后的工作一些

启发吗？
家长会上，我这样总结

的：这是孩子写给自己的表扬
条，针对每一张表扬条，我都
作了相应的评点。请各位家
长完成一顶任务，把我说的内
容和点评的内容真诚地转告
给孩子。因为我们认为，在鼓
励中成长的孩子会多一份自
信，多一份宽容。我提倡：优
点大声说，缺点小声讲。

让孩子写一份表扬条给
自己，又何妨呢？对孩子而
言，也许会写出一份自信、一
种自我接纳，一种自我鼓励，
这也许会成为孩子新的起点，
努力的航标。对大人而言，多
一个看待孩子、评价孩子的新
视角，少了一份高高在上的师
道尊严。愿这些表扬条伴随
着孩子们成长，愿你们的明天
如花儿一样幸福。

写张表扬条给自己
荆林黄荻小学 丁淑红

社会无论多文明，都离不开
厕所。随着各级评比卫生市、镇
的升格，各地的厕所也改造得越
来越漂亮。如何才能使学校厕
所成为一片净土呢？本学期，我
有意进行了尝试。我校的厕所，
不像其他地方的厕所，没有专门
的清洁人员，而是由“厕所保洁
自愿者”打扫。人数由少到多，
逐渐扩大。发展到每一个上厕
所的学生除了方便外，还要关心
厕所的卫生。自愿地捡起地上
的一张废纸或擦去墙上的一处
污迹，现在厕所成为我校的一种
教育资源。通过学生自我实践，
美化环境，活动教育等一系列扎
实有效的措施，收到了十分明显
的效果。

一、自我实践，感悟他人的艰
辛。

厕所是全校师生每天都要
接触的，如何让学生用“心”去保
洁？我的做法是首先让学生自
己去打扫，亲自体验一下其中的
滋味。感受到别人打扫的艰辛，
品尝到其中的酸甜苦辣。在学
生自我打扫的同时，本身就是一
种教育。

下面是几个学生自己打扫

后的感受：
汪锐同学：要说我，比任何

人都讲卫生，可今天我去打扫了
厕所，用我干净的手捡起地上脏
的废纸时，感慨万千，今后再也
不能在厕所中乱扔纸了。

袁梦同学：一向讲卫生的我，
今天去打扫了厕所，花了好多精
力把墙上的污迹擦干净了。想
想每天打扫厕所的同学是多么
辛苦啊，今后，我除了自己保洁
好厕所外，还要教育其他同学都
要注意厕所的保洁。

张蕾逸同学：我参加了“厕所
保洁自愿者”，从小就很讲卫生
的我，看到自愿者们不怕脏、不
怕累地把厕所冲刷干净，想想自
己今后也一定要为厕所保洁出
一份力。

同学们从自己的实践中感
受到打扫厕所的艰辛，从而从心
灵深处认识到上厕所一定要保
持整洁，不能让废纸、污迹遗留
在厕所中，把厕所当成自己实实
在在的“家”。

二、点缀景点，丰满厕所文
化。

围绕厕所，各班开展了许多
扎实有效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活
动。高年级各班除了起好示范
作用外，还到低中级去举行演讲
宣传。围绕“理想中的厕所”“让
厕所美起来”“厕所笑了”等主题，
以一颗颗幼稚的心描绘了一幅
幅保洁厕所的蓝图。通过一系
列宣传教育活动，让全校学生的
心受到感染，纷纷把厕所当成自

己的家来打扮。有的低年级学
生在厕所某个角落摆放了盆花；
中年级学生在大便坑旁放上了
纸篓以减少废纸的流入；高年级
学生不由自主地为厕所设计了
许多条文，如“讲究卫生，人人有
责”“请勿乱扔纸屑”“地面洁净，
何忍污损”等，贴在了鲜目处
……真正做到了大家动手、用心
布置的规范作用。

三、凭借环境、熏陶生活中的
自我。

在厕所保洁上，洁、怡、美的
厕所环境，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每
一个上厕所的学生要注意保洁，
每一个上厕所的人看见厕所整
洁的地面、雪白的墙壁、清香的
气息，怎么忍心去污损呢？因
此，班上一位平时不注意小节和
卫生的小华同学在《让厕所美起
来》的班队活动中说：“我是一名
不讲卫生的学生，可看到同学们
把厕所打扫得如此美丽，我到厕
所去怎么忍心把地面弄脏了
呢？从今以后，我也要经常打扫
厕所，让厕所更美，更亮。”刘冰同
学在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什么
活都不要干，可看到如此亮丽的
厕所，在日记中写道：环境能教
育人，我从前是个不爱劳动的孩
子，今后，我也要参加“厕所保洁
自愿者”，与同学们一起保洁厕
所，让厕所永远美丽……”总之，

“厕所”这一不起眼的生活之地，
只要教育者用“心”去教育，也
能陶冶学生思想，升华学生灵
魂。

厕所——不可忽视的教育资源
访仙中心校 邱锁华 孙丽娜

学困生更渴望得到
别人的重视，就像干旱
的 小 苗 ，渴 望 得 到 甘
露。那么，作为任课教
师，就要抛开成见，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把“甘
露”浇到他们的心里。

献爱心，筑基础：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在教
书育人中，教师要用爱
心去教育学生，不论是
优生还是学困生，我们
都要满腔热情地去教育
他们。特别是学困生，
更要“偏爱”他们，使他
们知道自己没有被学校
教师遗忘。

多微笑，近距离：微
笑是友善的表露，是相
互交流的基础；冷漠是
离心力，它使学生离我
们越来越远；微笑是同
心力，它不断拉近我们
与学生的距离。教师要
时刻调整好自己的心
态，用微笑去面对学生，
使他们觉得老师是平易
近人的，是可以交心而

谈的。特别对于经常被
冷落的学生，我们不要

“吝惜”自己的微笑。学
困生一旦得到教师的微
笑，他们会把它当作最
珍贵的礼物。微笑给了
他们一种安全感，一种
温馨的环境。考试成绩
差的学生，我们可以用
微笑去鼓励他下次考
好；纪律差的学生，我们
可以用微笑机智地告诉
他们怎样去遵守纪律
……

勤鼓励，促进步：教
师要随时捕捉学困生的
闪光点，对他们要勤鼓
励，鼓励他们要具有吃
苦耐劳的精神，鼓励他
们多参加一些集体活
动，完成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学困生就像在
黑夜里摸黑走路的人，
有火把才能找到前进的
路，而这把火把就是老
师的鼓励。

让甘露润泽学困生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