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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山田本一是日本著名
的马拉松运动员。他曾在1984
年和1987年的国际马拉松比赛
中，两次夺得世界冠军。记者问
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
山田本一总是回答：“凭智慧战
胜对手！”

大家都知道，马拉松比赛主
要是运动员体力和耐力的较量，
爆发力、速度和技巧都还在其
次。因此对山田本一的回答，许
多人觉得他是在故弄玄虚。

10年之后，这个谜底被揭开
了。山田本一在自传中这样写
道：“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
把比赛的路线仔细地看一遍，并
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
比如第一标志是银行；第二标志
是一个古怪的大树；第三标志是
一座高楼……这样一直画到赛
程的结束。比赛开始后，我就以
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
标冲去，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
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

冲去。40多公里的赛程，被我分
解成几个小目标，跑起来就轻松
多了。开始我把我的目标定在
终点线的旗帜上，结果当我跑到
十几公里的时候就疲惫不堪了，
因为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吓
到了。”

反思：目标是需要分解的，
一个人制定目标的时候，要有最
终目标。

措施：比如在教授初中女生
800米跑时我是这样做的。九月
份开学的时候，我便摸测一下学
生的原始真实成绩，一般正常情
况下，初三年级女生800米跑成
绩大概都在4分钟到5分钟的样
子，我取中间成绩，假定这个女
生的初始真实800米跑成绩是4
分30秒，如何在六个月的时间里
把她的成绩提高到3分30秒（中
考体育女生800米跑满分成绩
标准）？我就多次运用了山田本
一的做法:一、思想上引导学生。
告诉学生六个月只需提高60秒，
就是平均每个月提高10秒，每周

就是2～3秒，一周三节体育课，
这样一来就是每节课提高1秒，
大概3～4米的距离。如此这般，
学生就会觉得好像也就没有那
么难以做到，她就会信心百倍地
投入到你的体育课中，积极参加
锻炼，一旦学生尝试着练习，一
切问题都将容易多了；二、我把
800米再分成若干段。一开始让
学生以稍低于100米跑的速度全
力跑，看她能坚持多少距离。比
如我们学校的田径场是300米
一圈，帮助学生记下她全力冲刺
的距离，用醒目的标记标好，告
诉她下节课目标就是前方4～5
米处，以此类推，只要学生认真
练习，假以时日是一定会达到目
标的。在列次学生竞赛、初二学
生素质调研、体育中考中我都是
这样教授的，学生都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对于男生1000米跑也
是一样，我通常是让男女生一起
跑（起点不一样），400米以内男
生比女生多跑50米，400米以
后，男生比女生多跑100米。男

女同跑也提高了学生练习的积
极性、竞争性、趣味性，如果再增
加一点激励措施，比如男生追上
女生，女生要罚做仰卧起坐，如
果男生追不上女生，男生要罚做
俯卧撑等等，追上多少女生都要
计算在内，这样会大大增加学生
练习的趣味性，学生也乐于练

习。一旦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跑
步练习中，我觉得只要是一个正
常的人都可以达到目标。

其实，教学效果关键在于教
师对课堂的把控和掌握，对学生
的了解，运用教师的教育智慧做
到有的放矢，一切教育问题就会
迎刃而解。

图形，是我们数学学习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活中
有许多东西都是我们熟悉的
图形，每一种图形也有每一
种图形的优势：三角形的稳
定性高，所以人们把它安装
在自行车上，提高稳定性；
而圆形善于滚动，所以汽车
等交通工具的轮子都是圆形
的……

然而，同学们经常不知
道怎样计算这些我们常见的
立体图形的体积，许多同学
在这方面出现了错误。今天
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些常
见图形的计算公式吧！

先来说一说平行四边形
体吧，它的体积计算公式是
怎样的呢？同学们可以通过
切割、平移等方法来解决。
可以把左边多余的三角形体
切割下来，平移到右边，把
它拼成一个完整的长方体。
长方体的体积计算公式是长
乘宽乘高。所以平行四边形

体的体积就等于这个长方形
的体积。从而我们研究推导
出平行四边形体的体积等于
底面积乘高。

我们在认识了平行四边
形后紧接着学习了三角形。
我们用两个完全相同的三角
形拼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
从而知道三角形的面积计算
公式是底乘高除以二。以此
类推知道了它的体积也是平
行四边形的一半等于底面积
乘高除以二。

这一学期的形体也是如
此。我们学习了圆柱的体积
计算方法。我们可以把圆柱
切割成16、32、64等个大小
相同的三角形体，然后把它
们拼成一个近似的长方体。
同学们知道，把一个物体切
割成另一个物体，它的体积
是不变的，表面积会改变。
所以通过切割和拼，我们可
以知道长方体的长就是这个
圆柱的底面周长的一半，宽

就是圆柱的半径，高
就等于圆柱的高。长方
体的体积计算可以用底
面积乘高，所以圆柱的体
积也是底面积乘高。字母表
示v=sh。

刚刚我所介绍的几种都
可以统称为直柱体，它们的
体积都可以用底面积乘高来
计算。由于底面的形状不
同，所以底面积的计算方法
也不同，同学们计算时一定
要看清楚。

每一个图形有每一个图
形的特点，也有他们各自的
作用。它们的体积计算公式
的由来各不相同，每一个图
形都是美丽的，它们有它们
自己的魅力。数学，是一门
十分有趣的学科，我们的
生活处处离不开数学！

尊重、理解、信任学生是消
除教育盲点的基础。尊重学生
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教师与学
生虽然处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
不同的地位，但在人格上应该是
平等的，这就是要求教师不能盛
气凌人，更不能利用教师的地
位和权力污辱学生；只有这
样，学生才能与教师缩小心
理距离，学生才会对教师
产生依赖感。

比如我班的乔
阔同学聪明、个性极
强，学习成绩是男
生中的佼佼者，
但他的身上却
有 许 多 缺
点，课上总
爱说话、
搞小动
作 、接

话等等，在
他的身上根

本看不到好学
生的影子。由于

我刚接班时管理比
较严格，他很难适应，

广播操中他松松懈懈。
有一天我当着学生的面把他

狠狠地批了一通，他有些挂不
住劲了，当时就和我顶撞了几

句，我也是火冒三丈，我们俩人
僵持在那。我压住自己的火气
把他叫到走廊，问他：“你刚才做
的对吗?”他也低头承认自己有
错，“可在学生面前批评我，我感
觉自己没有面子”……我突然明
白了：对于自尊心比较强的学
生，批评教育学生时一定要懂得
方法，既要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又不要伤了学生的自尊心。
为了帮助乔阔改掉坏毛病，我还
让他担任班长职务，用班长的职
责来约束自己，经过半年多的磨
合，我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对
于他的每次转变，每一点成绩，
每一个进步，我都很珍惜，并加
以鼓励和赞赏。我相信：在我们
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乔阔一定能
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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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教学生800米跑的
新桥中学 何光周

图形体积的公式由来
访仙中心小学 邱心培

爱就是尊重
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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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里庄中学八（2）班 张哲

我等过车，等过人……很多时候，等待的滋味很煎
熬，但等到后的喜悦是倍增的。我就有过这种等待的经
历。

去年过年，大伯、姑姑他们早早就回到了家，堂妹
和堂哥也回来了，我们在一起玩闹，给平日冷清的家中
增添了不少欢声笑语。可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没有回
来，直到除夕那天，我也没见到他们赶回家过年的身
影。

除夕下午，姑姑打电话问爸爸回不回来吃晚饭，爸
爸说不一定能赶得上年夜饭，让我们先吃饭，不用专门
等他们。我凑在姑姑身边，听到了爸爸的话，心里觉得
空落落的。别人家的父母早就回到家了，可以温馨地团
聚，而我的爸爸妈妈却连吃年夜饭都赶不回来，工作难
道比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年还重要吗？我的情绪很低落，
快要吃晚饭了，这时门外传来别人家放烟花的声音，我
走出门，看见许多小火星猛地窜到天空中去，在天边划
过一道道灰白色的烟雾，那是小火星的轨迹。随后，那
些小火星发出“嘭嘭嘭”的响声，在响声中化为星星点点
的彩色亮光，在黑夜这块大幕布的映衬下，显得美极
了。那些亮光没一会儿就暗了，不过总有新的亮光出
现，它们映亮了黑夜。看烟花，这是我觉得最有年味儿
的一件事了，可惜爸爸妈妈不能与我一起。

吃年夜饭时，堂妹与堂哥边聊天边吃，脸上洋溢着
独属于过年团聚时的笑容。我呢，只顾埋头吃饭，没心
情跟他们聊天。“嘭”，外面突然传来关车门的声音，这声
音很近，它好像是从门口传来的，我兴奋地冲到门外，果
然，是爸爸妈妈回来了！我激动地给了他们一个拥抱，
然后帮他们提些东西一起进屋了。他们和大伯、奶奶打
了招呼，便与我们一起吃饭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兴
奋，吃鱼时竟然被鱼刺卡住了，爸爸妈妈立即带我去医
院取出了鱼刺，回家路上，妈妈说：“你真不小心，这么大
了还被鱼刺卡。”这虽是责备的话语，但我却听出了其中
饱含的关心与担心。透过窗，漫天烟花流光溢彩，听见
了那充满年味的声音，街道边的高楼、小店个个张灯结
彩，彩色的灯光闪烁着，天空中、地面上皆是美丽的星星
点点亮光，车中收听的电台里，正播着春晚，我们一路踏
着烟花和欢声笑语回到家中。

等待，虽焦急，但等到后却会让你倍感温暖。
（指导老师：茅伟云）

我的同学
实验学校七（4）班 殷昊东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哎，那个谁？”
“谁什么谁？”“老梁！”“殷昊东！”“还记得我？”“怎能不记
得？想想以前认识的人中还有谁有这样魁梧的身
材？”……七年时光如同白驹过隙，真是没有想到，我与

幼儿园的老朋友梁俊轩又再次成了同学。
“还好吧？”“好着呢！”“额前的头发好像又少了嘛！”

“没办法，谁叫我更聪明了呢！”一样的贫嘴，一样爽朗的
笑声，一样狡黠的笑容，还有更加光亮的额头。不错，这
就是老梁的标配！

在从食堂回教室的路上，“嗖”地一声，一道闪电从
我身旁掠过，我下意识地一挥巴掌。“啊！”一声惨叫，老
梁从地上爬了起来，缓缓揭起自己的上衣，一脸痛苦地
问我：“你这是要干什么？”“啊，我看见有人超速行驶，就
拉了手刹。”我一脸认真地回答道。“你，我，啊，稀吧！”一
看老梁这语无伦次的样子，我心头一惊：不好，这货要
疯，赶紧脚底抹油。但老梁却很镇定：“three，two，
ready，go！”然后才像支离弦的箭一样追了过来。没办
法，他太了解我的速度，就像我了解他的速度一样。“站
住！”一声断喝，一位“交警”（值日老师）结束了我们的竞
赛。“咔嚓！”我们上了老师的镜头。甭问，老梁一定又
是一脸的灿烂！

一入课堂，老梁完全换了个人。只见他正襟危坐，
目不斜视，老师提问的话音还没有结束，他已端端正正
地举起了他的右手。这反应，不比他跑步慢。

“来，下面我们讲小练习。同学们把小练习拿出
来。”老师换了上课的内容。“梁俊轩，你的呢？”不是老师
眼尖，而是这样的故事经常上演，老师已形成条件反
射。“我忘家里了。”老梁出奇的淡定。嗨，这个老梁，每
次都是这个理由，你就不能换个别的吗？“换什么换，老
师又不是傻瓜！”嗳，也是哦！

咦，老梁今天特安静，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我跑
过去一看，好家伙，正在看《八十天环游世界》。我赶紧
知趣地躲开。

老梁，我昔日的发小，今日的同学，但我真的不敢说
很了解他。

（指导老师：周建栋）

追忆温馨的时光
云阳学校八（10）班 严可欣

“沙沙沙……”风儿轻轻地吹拂进这一大片玉米
地，玉米们轻轻地点着头，夕阳西下，映得这玉米地如同
一片金黄的海洋。望着这片宁静的玉米地，我的思绪不
禁飞往那温馨的时光……

小时候，每逢假期，我都会去乡下外公外婆家，他
们小小的房子前，便是这一大片金黄的玉米地，那里就
是我的乐园，那里，填满了我温馨的童年记忆……

外公外婆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即使年纪大了，腿脚
不便了，也不愿跟随我们住到城里去。他们总说：“城里
没有玉米地！”原来这片玉米地，便是他们最割舍不下的
牵挂呀！

秋天收割玉米时，便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我总嚷
着要去帮忙。外公拗不过我，便只好答应，他用那双粗
糙的大手，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掰玉米，可是个子小小的
我，费了好大的劲，怎么也掰下来。他们看着累得满头
大汗，却依旧咬牙坚持的我，开心地笑着。

等到太阳落山，他们便收工回家了，我这个累得半
死的“功臣”，此刻怎么也走不动路，成了累赘。没法子，
他们便只好背着我走。那时那刻，趴在外公宽大的背
上，是那么的舒服……

回到家，天已经大黑了，顾不上休息，外公外婆还
得忙着准备晚饭，煮玉米是我的最爱。

外婆将熟玉米小心翼翼地端上桌，我已迫不及待
地伸手去抢。外婆一边嘘着气从热锅里往外拿着玉米，
一边轻轻地拍了我的小手制止：“捣蛋鬼！别烫着！”我
吓得连忙缩了手，睁大眼睛呆呆地看着香喷喷、冒着热
气的玉米直咽口水，外公在一旁笑弯了腰。

我们围着桌子坐着，我喜欢边大口啃着玉米，边听
外公讲故事，讲他小时候的事……听到精彩处，我忽开
怀大笑，忽黯然神伤。外公讲着讲着，也入了迷，眼睛闪
着光，有时激动得突然站起来，手舞足蹈，仿佛又回到了
年轻的时候一般……倏地，他又醒悟过来，自嘲道：“时
间不等人呀！已经是个糟老头子了……”我便抢着说：

“外公不老，还是个小伙子咧！”旁边的外婆用手点着我
的额头，笑着说：“你这鬼丫头！学会忽悠人啦！”……

往事历历在目，他们那爽朗的笑声，至今时常回响
在我的耳边，令我难以忘怀。

如今，老家的房子在推土机无情的隆隆声中脆弱
地崩离，而外公，也已永远地离开我们。望着这一片依
旧金黄的玉米地，依然闪着耀眼的光芒，一滴热泪滑落
下来，滴落在萧瑟的秋风里——那里，依然回荡着爽朗

的笑声……
（指导老师：蒋秋萍）

有趣的义卖会
九中练影文学社 梅思涵

“把那只熊放下！”“不放！有本事来抢啊！”拥挤
的人群显然挤不散我的热情，却把身后的钟大树给
挤得喘不过气来，时不时地踉跄一下，却还是追不上
身怀轻功的本小姐。

跑到了摊位，我将带有我体温的一米六高的熊
放下，拍了拍它的头，仗义地说：“小子，以后跟我，吃
肉少不了你！”“我可去你的吧……哈啊……呼……”
一回头，大树正面带愠色地望着我，微喘着气走过
来，摸着大熊的头说：“这可是咱班的新团宠，你这个
旧任已经下岗啦！”“喂，不还是要卖出去嘛。”“你！”

“好了，赶紧整理东西吧。”班长的声音打断了我与大
树的大战。挥了挥手，我坐下开始准备抽奖物品。

“三哥，咱下班了，你和菲该上了。”班长的声音
再次响起，我站起身，掏了掏被广播以及人声震聋的
耳朵，问道：“那菲跑哪去了？”“咦？对哦，菲去哪了？”
我望了望正在扮木鸡的班长，笑了笑说：“不然大树
留下吧。”“也行，我去啦。”

于是乎，大树被我以菲不见了的理由留下了。
别问这是为什么，那只熊还没卖出去，我要让大树尝
到宝贝被贱卖的感觉。

人群熙熙攘攘，虽已近五点半，可天气还是十分
炎热。我嘴里叼着雪糕勺，躺在毛茸茸的大熊身上，
百无聊赖地记着姓名和收入。突然听到有声音，烦
躁地抬起眼皮，看到一个短发女生。对方说明来意
后，我饱含笑意地说：“你是今天第十一个想买咱团
宠的人了，出个价，你认为的价。”“唉，那……就一百
一十？”“太高。”“一百？”“走吧，不卖。”她估计也是个
娇惯的女生，受到一点委屈便眼含泪水跑开了。

“真是……”我翻了翻眼，一旁负责吆喝收钱的
大树听到了动静，撇了撇嘴：“喂，还不是因为你脸上
笑嘻嘻，语气冷得比冰还解暑。”“那我这也是在帮她
消暑，不是吗？”这已经是我们之间不知道多少次嘴
炮了，我也懒得理他，随口一说便又躺下来了。

这时，广播又开始了：“各位同学，请抓紧时间，
现在进行清仓大甩卖！”

好机会！我一改前态，立刻站起身来，大声喊：
“各位！这只熊清仓！价格任你出！”想了想又看了
眼旁边震惊于我发言的大树，觉得这对不起我善良
的心，于是叹了口气喊：“这只熊原主人过于可怜，于
是我们升价升到四十元以上！”

钟大树扭过头看了我一眼，我知道，那是带着感
激的一眼。于是我也扯出一个笑容，比了比大拇
指。

不过最后，这只熊卖出了80元。大树也没说什
么。

因为这场“义卖”不只有“卖”还有“义”，“仗义”
的“义”。

（指导老师：钱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