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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明白了
九中练影文学社 任岳轩

上舞台的那一刻，我没有回头，毫不紧张地唱
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白……

还记得四年级的时候，我被音乐老师选去了
合唱团，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唱歌，有时候就连写
作业也写着写着就哼上了。所以，当时被选进去
可开心了呢！到了后来，每天放学之后我都得收
拾书包赶去音乐教室参加一个多小时的排练，本
来还是挺乐意的，况且排练完了以后还会给每个
人发一个面包，可慢慢地，歌曲熟悉了之后就越来
越无趣了，不仅要唱歌，还要学习配套的动作，不
停地唱和练。老师也像是被上了魔咒，嘴里总是
在念叨着“不行不行再来一遍！”“好了，好了，再来
最后一遍！”“这次再来最后一遍！”“我保证这是最
后一遍了！”……每天排练就快要结束的时候，总
是会有n个“再唱最后一遍”在等着我们，回家了
还有作业要写……

光阴似箭，临近上台表演的那一天，老师带着
我们上台走场。台上和教室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啊！在台上时总感觉身边凉凉的，再看台下就有
点儿想发抖，而且我还是有自己的独白的，到时台
上的指挥官不是自己的老师，会不会更紧张呢？
每个团上台彩排的机会只有一次，当我们练唱到
最后，到我的那一份独白时，我突然慌了，我没看
指挥官，而是忙回头看了看老师。老师赶紧对我
摇了摇头，让我不要看她。我再唱时明显失去了
往日的那种流利和情感，还唱错了一处……下了
台，在大家都散了的时候，老师把我叫了去。我低
下了头，摩挲着手指，不知道该说什么。老师先开
口了：“孩子，你无需有那么大的压力，你也不要因
为指挥官不是我而感到紧张，我以前还不如你现
在呢。你是唱最后一段，是歌曲的点睛之笔，用平
常的心态去面对它，自信一点，老师相信你一定能
行！”我抬起头看向老师那充满希望的眼神，不禁
想起同学们之前认真训练的场景，我怎么能因为
自己的原因而让大家的辛苦白费——我可不能给
大家拖后腿啊。我重新振作起来，重重地点头答
道：“老师，我明白了！”

上台了，我带着自信的笑容，镇定地唱完了最
后一段，面对满席的观众深深鞠了一躬，耳边响起
了春雷般的掌声……

（指导老师：钱文军）

初 秋
第八中学七（6）班 陈言

不知不觉间，夏姑娘渐渐走远了，而此时这位
身着飘逸轻盈衣装，亭亭玉立在我们面前的，正是
秋姑娘。

她撒下一阵清风，魔术般地给天空换上了澄
澈的碧蓝幕布，给大树修整了黄绿相间的叶子，给
稻子穿上了金黄色的衣裳，给湖边的垂柳染了头
发……

瞧，她的家族成员——天上的大雁正排着整
齐划一的队伍俯瞰着大地，它们的领头儿好像在
开心地说：“这块地方真是太好了！我们来年还要
到这里来。”

她洒下清凉的汗水，任性地将夏末的痕迹冲
刷得一干二净。不信，你听：树上再没有知了烦人
的叫唤声，取而代之的是桂花飘香，沁人心脾。太
阳的威力也被她的温柔所震慑，早晚的空气里，多
了几丝清凉。

雨里，人们撑着伞，在市政府旁的公园散步，
欣赏着秋姑娘的独特魅力：原先姹紫嫣红的花朵
收敛了风采，取而代之的是那满地的金黄，在雨中
闪着光芒。

她给农民伯伯们带来了辛苦一年的回报。你
看，农民伯伯们正在田间不停地忙碌，呵护着一株
一叶，采摘着一瓜一果，喜形于色，互相诉说着丰

年。你瞧，她还给我们带来了累累的硕果，大街
上、小巷里，人们争先恐后地将新上市的梨、柿子、
橘子等水果抢购一空，享受着秋季的甜蜜甘醇。

初秋，像蓬莱仙境，如诗如画；初秋，像远航渔
民，满载而归；初秋，像顽皮孩子，用画笔将秋天涂
抹成了金色……

初秋，真是一个不一般的季节！
（指导老师：杨静芳）

等
里庄中学八（2）班 曹文锦

我无时无刻不在等。等待是那么美好，又是
那么痛苦。

“爸爸妈妈要回来了，回来过年啦！”奶奶摸着
我的头说。“耶！”我蹦了起来，奶奶沐浴在阳光中，
笑得灿烂如花。小时候，我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爸
妈只有在过年才回来一次，我和爷爷奶奶只是一
年又一年地等待。

这几天，奶奶忙着去街上置办年货。街上人
来人往，“卖瓜子、花生啦——”“春联，卖春联了，
快来买呀——”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好不热
闹！奶奶买了好些年货，将背篓塞得满满的。次
日，爷爷奶奶洗好锅准备炒瓜子了，瓜子在锅里翻
炒着，发出“哗——哗——”的声音，悦耳动听。不
久，香喷喷的瓜子就出锅了，我忙抓一把，“啊——
好烫！”“叫你贪吃！”爷爷笑着说。一切都置办好
了，爷爷打了个电话给爸妈，我和奶奶紧凑在手机
旁，听到手机里传出了的声音，既陌生又熟悉。一
年中，我们听到的来自他们的声音都是从手机里
传出来的，我们都在等，等待着听到他们真正的声
音……

一个暑假里，爸爸打来电话说要把我接到他
们工作的地方去。我期待极了，天天数着爸爸什
么时候回来。可这一次，爷爷奶奶不跟我一起等
了。餐桌上，我问爷爷：“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爷
爷只是淡淡地答了句，再无过多言语，奶奶对这事
也是只字未提。但不一样的是，他们对我格外的
好。奶奶还特地为我买了双新鞋。晚上，奶奶抱
着我睡觉，她问道：“你想走吗？”“想！说实话我其
实很早以前就想去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了！”我不
假思索地回答道。奶奶摸着我的头应道：“哦
……”我抬头向奶奶望去，在夜光中，我依稀看见
奶奶眼里泛着点点泪光。我鼻头一酸，抱住奶奶，
含着泪睡着了。我不再像之前那样盼着爸爸回来
了，我努力让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更充
实、美满。不久，爸爸如期而至，在家中小住了一
段时间后要带我走了。我提着行李，穿着奶奶买
的新鞋，踏上了远行的路……

现在，我远在他乡，爷爷奶奶还在老家苦苦地
等待，等待着我们，等待着重聚。去年爷爷奶奶送
我们的情景历历在目，灯光下，奶奶的笑容黯淡无
光，口里说着：“一路上小心点开车，今年过年早点
回来！”

早点回来！爷爷奶奶仍在等，我们也在等，我
们都在等待着——重聚！

（指导老师：茅伟云）

乡情
云阳学校八（4）班 蒋雯

他闭着双目立于土丘之上，裹着夕阳缓缓地
张开枯瘦的双臂，跨越千山万水拥抱那独属故里
的彩霞，拥抱那昔日金浪滚滚的土地。

流年似水，再见他，已不知是多少年的光阴流
转，眺望远方，只见得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于视野
的范围之内，他携一身风尘，归来探访。

他迈着蹒跚的步伐缓缓走近，略显脏乱的衣
裳缠绕于他瘦得只剩骨架的身躯之上，显得十分
臃肿可笑。一对深深的眼窝中镶着炯炯有神的双
目，似乎夹杂着别样的情感。布满胡渣的嘴一笑

便露出几颗参差几颗参差不齐的牙。他是我的祖父，一名
军人，由于早年驻守边疆，暮年得归，因此他在我
脑中的印象莫过于一抹摇曳不定的背影。

我邀祖父进屋，泡一杯绿茶递于他。我与他
对坐桌前，他叼一只老式的烟斗，烟雾袅袅，与他
头顶的银丝交融，使人看得有些不真切。沉默良
久，我望着杯中的茶叶沉浮，如三月里的春风拂过
松林，我抬头没来由地问：“祖父，那片松林可还
好？”祖父愣了愣，即刻那沟壑纵横的脸上便绽开
了一个微笑，“好得很呐！近日里来啊，这松林越
来越茂盛了，密匝匝的，快赶上以前的麦穗了。”望
着他的笑容，回想祖父的一生似乎都与那家乡的
土地有不解之缘。

祖父本是个贫困农户家出身的独子，母亲不
久便辞人世，他从小就担起了不属于这个年龄段
的重担。当同龄孩子们在河畔追逐嬉戏时，祖父
戴着草帽，赤足在田中割麦。风儿吹过麦田惊起
金浪翻滚，祖父那幼小的身影在麦田中起起伏伏
地忙碌着，似乎将要与那片土地融于一体。当他
望着被夕阳余晖所笼照着的成筐成筐的金麦时，
竟笑得比那群嬉笑的孩子还要欢快。

入夜时分，祖父总要跑到田埂中，仰卧在这片
麦田之中，好似一位孩子依偎于母亲宽广的怀抱
里。他枕着松软的土埂，嗅着泥土的清香，赏漫天
的繁星，轻吟小时候母亲哼唱的摇篮曲。或许于
他而言，这片土地便是他第二个母亲吧！

祖父虽然出身贫苦，但却未弃求学之路。他
自己存钱攒够了学费，走进了学堂，望着那些比自
己年龄不知小多少的孩子，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出
人头地。上天还是眷顾勤奋之人的，他考上了军
校，那个无数热血男儿向往的殿堂。他同时也娶
了祖母为妻，日子过得平淡也叫人向往。

可惜好景不长，祖父被调去边疆驻守。那一
日他望着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时红了眼眶，那一
日都深浸于离别的不舍与亲人苦涩的泪里。分别
时刻，他再次回首久久凝视那涌着金色麦浪的土
地，忽地脱下军帽，行了一个恭恭敬敬的军礼。

在驻守边疆的日子里，思乡之情愈加浓重，他
每晚的脑海中都会浮现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那
日思夜想的故里。

那日他怀着万分的喜悦解甲归田，归来故里，
只见那片夺目的金黄被高楼所取代，那本柔软的
泥路镀上了一层坚硬的柏油，那错落有致的田埂
被钢筋水泥覆盖掩埋。那一日，一个铮铮铁骨的
汉子哭成了“泪人”。

不久祖父又寻到僻远的一方，和祖母一起种
起了松树。他站于土丘之上，缓缓张开双臂，好似
将要飞翔；他久久伫立，披着斜阳宛若一座丰碑
——纵隔万水千山，纵有百丈高楼，那乡情仍不会
为之动容，为之改变。

思绪被祖父的轻咳拉回。望着祖父抽着烟
斗，凝望远方的眼睛，我恍然明了：任岁月变迁，沧
海桑田，都不会改变他那漂泊游子对故里的眷恋，
以及那紧系于心的乡情！

（指导老师：张维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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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一步
——六年级《圆柱的表面积》
课堂反思
折柳中心小学 钱金花

圆柱的表面积是六年级下学期
的内容，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在观察
和操作的基础上理解和掌握圆柱体

侧面积和表面积的计算方法，正确运
用公式计算圆柱的侧面积和表面积解
决实际问题，发展学生合作意识和主动
探求知识的学习品质和实践能力。目
标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不易，首先学生
对圆的面积和周长的计算方法已经淡
忘；第二，圆柱侧面积展开后的形状和面
积计算推导是重难点，必须让每个学生
都理解才会求侧面积；第三，表面积计算
要引导学生正确列出综合算式，有助于
思维的完整准确。如果把这些重难点都
放在一节课堂中全面用力，反而效果不
佳。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通过单元整
体备课，我合理规划整合：在前一课认识
圆柱特征时，老师引导学生探究发现，
把圆柱的侧面剪开，观察发现圆柱侧
面的秘密，为计算侧面积做好了准备；
课后作业中动手做一个圆柱，进一步
加深了曲面印象；在课前完成老师精
心设计的预习纸，熟练计算圆的面积
和周长，尝试计算圆柱的底面积和
侧面积。教师多想一步，学生向
前一大步，表面积教学成功完
成。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
了，但“我恨妈妈”那句话，以及
说这话时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
不屑神情，却常常浮现在眼前，
让我如鲠在喉，很不舒爽。

记得，那是“母亲节”前夕，
我布置班上的学生做个心意
卡，感恩母亲，和妈妈说说心里
话。谁知话还没说完，小朱就
站起来说：“我不做心意卡，我
恨我妈妈！”大家都很惊讶地看
着他。他越发得意，继续说道：

“我妈妈烦死了！逼我写作业，
不让我玩手机。”

我开玩笑地问他：“那，在
家里，你最爱谁？”“当然是我
爸。他给我吃，让我玩。还给
我买手机。”不用说大家可能也
会心生感慨。学生的问题大多
来自家庭，问题学生必然来自
问题家庭。

我也明白了，难怪平常和

家长沟通时，小朱的妈妈常常
说孩子难管。真想放弃之类的
话。遇到这样一个是非不分的
孩子着实令人头疼。不过，话
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孩子长成这样，与平时的
家教是分不开的。

小朱的个案也许有其特殊
性。但生活中以下这些场景却
不难见到：公交车上，座位让孩
子坐，宁可自己站着的爷爷奶
奶；上学路上，背着孩子沉沉的
书包，走在悠闲自在的孩子身
旁的父母；饭桌上不顾长幼，将
爱吃的菜拿到自己面前，独自
享受的小霸王；游玩时肆意妄
为，刻字留念，攀摘花果的小游
客；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意
追逐奔跑嬉戏打闹的孩童；进
办公场所不打招呼，随意往座
椅上一坐，顺手翻阅桌上书刊
的半大不小的孩子……更有甚

者，暑期，一位家长领着两个孩
子来校办转学，随行的小女孩
儿一进办公室，就往门旁的长
椅子上一躺，舒适地扭着身体，
跷着二郎腿不停晃悠。看得我
们目瞪口呆。

也许，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可能觉得孩子小，不懂事，理应
关爱呵护，大了就自然会好。
可事实并非如此，孔子曾说：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俗
话也说：“三岁看小，七岁看
老。”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想改，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有些习
惯、品行是深入骨髓，印记在言
行举止上的，正所谓“养不教父
之过。”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只
会增长孩子任性、霸道、自私、
脆弱等坏习性。

我深信孩子的人格和学习
能力都是逐步培养起来的。“不
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至江海。”孩子品行的
培养如是，学习习惯亦如是。
家长在教育孩子学好文化知识
的同时，也要加强思想道德教
育。多与孩子沟通，防微杜渐，
及时发现不良习性，及时矫
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应给
孩子人格精神上的滋养，让孩
子知书达理、明辨是非，身心
健康地成长。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
合是良策，也大有文章可做。
家长从小就要对孩子定规立
矩，严慈相济，引导孩子在不
同的场合，说什么、做什么，
才算得体。

如我校贯彻落实“八礼四
仪”，开展活动，对学生进行
针对性的训练。家长也应找准
教育的契机，认真学习，领会
每项内容的具体要求，在日常
生活中，引导孩子，认真落

实，养成习惯，内化为素养。
让孩子仪表仪态大方自然、行
为举止文雅得体，做明是非、
懂道理、会感恩、善表达的好
孩子、好学生、好公民。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
严，师之惰。”对孩子，家长
不能溺爱；对学生，教师不能
放纵。应当严在当严时，爱在
细微处。我们为人父母，为人
师者，要学会把爱藏起一半，
着眼学生未来，严格要求学
生，从小就应当教会孩子说话
做事应得体，言行举止应规
范。对规章制度、社会公德有
敬畏之心，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从细微处抓
起，从日常点滴做起，循循善
诱，春风化雨，用爱和规矩，
在孩子的幼小心田播下真善美
的种子。

和孩子们一起尝试仿写小诗
访仙中心校 孙玮华

让爱与规矩同行
新区实小 邹红梅

引子
记得上学期的 11 月 13

日（周二），那日阳光灿烂，气
温回升，真的可用“秋高气
爽”一词来形容。

上午第二节语文课，教
室的门窗都以最舒服的姿势
大开着，暖暖的秋风裹着一
缕缕阳光轻轻地从窗外吹进
教室，掀起了孩子们课桌上
的一页页课本……

我先用投影打上一幅极
为应景的插图，再带着孩子
们读作家沙白的小诗《秋》：
湖波上，荡着红叶一片，如一
叶扁舟，上面坐着秋天。

这首诗仅用一句话就写
出了“一叶知秋”的意境。尤
其这个比方：“如一叶扁舟，
上面坐着秋天。”最耐人寻
味，真可谓是神来之笔，令人
称奇！

那一刻，习习的秋风，美
美的插图，孩子们声情并茂
的朗读，三者完美合体，给了

我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思考

读完小诗，我突发奇想，
何不让孩子们当一回小诗
人，尝试一下仿写小诗呢？

我先给孩子们讲解仿写
的小诀窍：

1.数清例句的字数；
2.弄清例句所采用的修

辞手法（没有修辞手法的除
外）；

3.读懂例句与所要仿写
句子在概念和现象上的联
系。

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地
理解上述三点仿写诀窍，我
当堂提笔仿写了一首《四季
小诗》，作为下水文推给孩子
们。
春

小河边
飘着柳絮一片，
如一朵白云
上面躲着春天。

夏

草丛里
飞着流萤一只，
如一盏夜灯
里面闪着夏天。

秋

稻田里
垂着稻穗一束，
如一枚音符
上面跳着秋天。

冬

天空中
舞着雪花一片，
如一羽鹅毛
里面睡着冬天。

结合我的下水文，我又
提炼了一下仿写要点：

★原诗仅用一个比喻，
一个动词“坐”便捧出了一个
如小娃娃般可爱的秋。

★我觉得我们仿写小诗
也需在每句修辞手法和动词
的运用上多加斟酌，也试着
用四个小小的动词便能让春
夏秋冬这四个季节的可爱形

象跃然纸上。
后续

孩子们凝神读着我写的
小诗，陷入了沉思，教室里安
静极了。不一会儿，孩子们
便陆续打开作文本，提笔开
始了各自的小诗创作。

为了不打扰孩子们的写
作思绪，我静静地站在讲台
上。有孩子举手向我求助，
我才放轻脚步走下去，给他
（她）适当的提示。

我发现大部分孩子都是
在形容季节的动词运用上卡
住的。当我经过慎重考虑给
出用词建议后，他（或她）立
刻会展露出顿悟后开心的笑
容。

看着孩子们认真写诗的
模样，当时我想：大部分孩子
都会有自己的创作灵感，如
若通过今日的小诗仿写，能
领悟到古人“推敲字句”的真
谛，我会极开心；还有少部分
孩子，实在没有自己的创作
思路，如若今日照抄一遍我
的小诗，感觉多少有那么一
丁点儿收获，那我也会很知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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