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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工作是学校管
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学生素质形成的关键。班
主任的信任是一个班级能
否成为“积极向上，勤奋
好学，团结互助”班集体
的关键。

一、抓住特点，以
“爱”施教。

班主任的身份是多重
的，既是老师又是家长。
作为老师来说，班上总有
调皮捣蛋，破坏纪律，不爱
做作业的学生。面对这些

“特殊”学生，班主任不能
片面地责备，要了解孩子
的心理。用“爱”去包容他
们，以理服人，让他们知道
自己的错误；用“爱”去感
化他们，让他们从根本上
改掉不良习惯。这些学生
进步了，班集体的凝聚力
就增强了。

二、以身作则，不断
充电。

班主任工作没有最
好，作为班主任要求学生
能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
到，要言而有信，一诺千
金，以“无声胜有声”，
以自己的言行为学生树立
榜样。班主任作为教师要

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
平，赢得学生的信服，得
到家长的肯定；不断充电
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
践能力，这样才能更好缩
短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开
展各项活动，与学生同进
同出，孩子们的信任一定
会使班主任工作锦上添
花。

三、家校沟通，共同
提高。

班主任工作中及时与
家长取得联系也很重要。
面对不同特点的学生，在
背后都有不同的家长，学
生的言行有时就是家长的
缩影。面对学生不良的行
为，要及时与家长沟通，
与家长共商对策，使学生
改掉恶习，提高素质。只
有这样，班级正气足，学
生学习各方面的
表现才会信心十
足。班主任
架起信任的
桥梁，我们的
学生才能茁
壮成长，
成 为 栋
梁 之
才。

让每一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
新桥中学 张永凯

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来说，
不仅要培养学生运用祖国语言
文字的能力，还要把心理素质
的培养贯穿在日常的教学过程
中，我在语文教学中主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了引导
与培养。

一、培自信，奠定学生良好
的心理素质的基础。

笔者曾经带过一批“特殊”
的学生，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
们都来自于外来务工人员家
庭，大多从小生活在偏远落后
的农村，来到当地以后，他们跟
随着父母居无定所，生活条件
差，在语言、学习基础和行为习
惯与本地学生有很大差异。即
使有个别成绩好一点的学生也
因为没有见过“世面”而显得自
信心不足，不敢“越雷池一
步”。2014年我们学校组织学
生参加“镇江市中学生作文竞
赛”，通过层层筛选，我班的顾
晨晖同学从诸多选手中脱颖而
出，获得了参加市级决赛的资
格。然而面对这来之不易的

“出彩”的机会，她却退缩了，因
为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获得过
这样的“礼遇”，她自认为比不
过，所以决定放弃。当她找到
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批评她，而
是在作文讲评课上为大家读了
一篇题为《记得那一次出发》的
作文，在这篇作文中，小作者和
顾晨晖同学有着极其相似的经

历，但是他在和一位卖桂花赤
豆汤的妇女交谈之后，明白了
自信对于成功的重要性。读完
这篇作文，顾晨晖同学心中的
那个结也解开了。她勇敢地接
受了挑战，并一举摘得了作文
竞赛的桂冠。

还有一个例子，我班有一
位同学，出身于单亲家庭，平时
不爱提问也不爱发言。在上
《范进中举》这一课时，分析胡
屠户这一人物形象，其他同学
都结合课本内容谈了胡屠户这
一形象的性格特点：趋炎附势、
爱财如命、嫌贫爱富……只有
那位同学在座位上轻声说了一
句：“其实胡屠户也并不全是坏
的。”他的这句话引来了一片
反对之声。甲学生说：“胡屠户
这个人，眼里只有钱，范进没中
举时就是‘现世宝’。中举了，
马上会有钱了，就是‘贤婿老
爷’。这样的人，还会有好的
一面？”乙学生也表示：“胡屠
户这个人，只要看他抓银子这
一场面，就足以看出他是怎样
的一个人了。”

在众多学生都发表完了自
己的看法后，我微笑着对他说：

“你的想法不一般，我想知道得
更具体一些，你能说说吗？”那
位学生低着头轻声说：“我觉得
胡屠户也不是无故骂范进，他
把女儿嫁给了范进，但范进却
养不起家小，时常还要靠他，而

且常常让全家挨饿，有这么个
女婿，当然针对骂他，这是恨铁
不成钢啊！”他说得有道理，在
他说完之后，我给了他热情的
掌声，其余的同学也投去赞赏
的眼光，那位学生的自信得到
肯定，使他受到了鼓舞。自那
次之后，他的自信心越来越足，
提问发言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学习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二、促竞争，充实学生良好
的心理素质的内涵。

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我
经常把学生分成几组，进行语
文知识的竞赛。学生在掌握语
文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了竞争
意识。2010年我带着这种课
堂教学模式参加了江苏省高效
课堂优质课大赛，并获得了一
等奖。

上学期，我为了让学生适
应议论文这种文体，掌握它的
论证方法，进而学会说理，在班
上搞了两场辩论比赛。辩论前
把题目要求及应准备的材料告
诉学生，指定八位优等生分成
两组作为辩论的正方与反方，
把其余同学分成两组，分别为
参加辩论的同学找材料。

同学们在找材料的过程中
学会了论据收集的方法，在辩
论中懂得怎样突出论点、说明
事理。第一场辩论由于准备不
足，学生一时无法适应。第二
场辩论大有进展，不仅调动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
生的集体荣誉感，还提高了学
生积极参与竞争的心理素质。
为了让学生多读一些课外古诗
词，我搞了一场古诗词朗读比
赛，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参加。
在朗读中要求学生口齿清楚、
诗句朗读流畅，读出情感。教
师在点评时做到重表彰、重指
导，赞誉中等生和差生的优点，
从而提高了学生参与竞争的积
极性。后来搞的名著知识竞
赛，采取报名参加的方法，结果
大多数学生报名参赛，连差生
也敢于自愿报名，迎难而上，最
终，这次活动也获得了成功。
能过上述活动，极大地提高了
他们对集体活动的参与意识，
培养了他们的团队精神，增强
了学生的竞争意识。

三、磨意志，提升学生良好
的心理素质的水平。

比如，第五册中的课文《岳
阳楼记》，主要表现了作者那种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博大胸襟，体现了范仲
淹身处逆境，奋斗不息的坚强
意志。我在教学时，着重引导
学生思考：他做这篇记的目的
是什么？他自己当时的处境怎
样？从中看出他怎样的精神品
质？从而让学生领悟到他的那
种身处逆境而不消沉，在逆境
中积极进取的品格。再引导学
生结合自己的学习实际思考：

如果你现在身处逆境，你会怎
么办？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就达
到了培养学生正确地对待逆
境，在逆境中积极进取的坚强
意志的目的。

比如，在教学《陈涉世家》
一文，我就有意识地推荐学生
去看一些有关作者写作《史记》
的故事，让学生知道司马迁是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这部长
篇巨制的，从而学习他那种逆
境中奋发有为的意志。另外教
师也可以有目的地组织学生观
看电影、电视，以达到教育的目
的。譬如广东台曾经播出过一
档栏目叫“生存大挑战”，要求
参赛选手在种种困难条件下完
成任务，达到生存的目的。这
需要选手们有顽强的意志和坚
韧的毅力。因此，我有意识地
引导学生收看，并在节目播出
的第二天在班上组织一场讨
论。通过讨论，学生们增强了
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意志。

再如，在我的语文课堂上，
就有一个课前五分钟演讲的小
活动，每天有意识地设计一个
有关意志培养的题目，通过第
一位同学的上台演讲，既达到
语文教学中锻炼学生口才的训
练要求，又是对学生意志教育
的一个最好时机。

总之，一切都要从学生的
实际出发，努力让每一个学生
都抬起头来走路。

信赖、尊重和鼓励学生
陵口中学 郦露品

本学期我们班有一个孩子
的问题非常突出，这引起了我的
关注。这个孩子叫郦钰梁，他自
己学习成绩并非太差，但他对自
己的要求很低，可以说是毫无要
求。这表现在他明明可以考及
格，但是每次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就是考十几分；明明可以比班上
其他同学做得更好，但是对自己
的要求就是班上倒数第一；上课
的时候明明听得懂他就是不愿
意认真听课。下课就变得非常
活跃，一下课就往学校商店跑，
而且还要拉上其他同学陪伴；上
课就变得死气沉沉，这让我在班
级管理上颇感头痛。有时候上
课不但不认真听讲还找其他学
生讲话或搞小动作，导致我每
节课都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
务。刚开始，我还信心十足，以
为凭借我循循善诱的教学方
式，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和风
趣激励的谈吐，能够转变他的
学习态度。对于这个不听话的
学生每堂课后我都会带到办公
室进行教育：批评、背书、写检
讨、找家长等，我使尽了浑身解
数，可一个多月过去了，情况没
有任何改变。原本笑脸的我看
到他就皱眉头，怎么也笑不起
来。

有句话说得很好，“态度决

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就在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偶然
一次在和他谈心过程中发现主
要问题是家长在家里没有正确
地对孩子进行引导，孩子的爷
爷奶奶只顾搓麻将，爸爸下班
后也从不管他，妈妈下班也是
整天批评打骂。这使得孩子自
己内心就很自卑，认为自己确
实一无是处，久而久之就破罐
子破摔，成为扶不起的阿斗
了。于是我决定从他入手，改
变他的学习态度和提高他的学
习兴趣。我每次上课在做题
时，都会走到他身边，他不会做
时我会给予他提示，有时在他
又想开小差的时候，用眼神提
示他或走到他桌旁轻叩他的桌
子，偶尔我也会提一些简单的
他能回答出来的问题让他回
答，让他找到一点自信和成就
感等。平时积极和他的家长联
系，让家长平时在家多关心关
心孩子，多陪孩子聊聊天，谈谈
心。同时也欢迎家长多到学校
来了解了解孩子的情况。后来
他妈妈真的非常配合我的工
作，甚至撇开手头的工作，来到
学校坐在他身边陪他一起听
课，每听完一节课就问问他的
感受，启发。记得那一次我上
课讲到一道阅读理解题，他回答

了一个有一定难度的问题，他的
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对他的回
答也作出肯定并大大地表扬了
他，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这时我观察到他快速而又细
微变化的眼神：高兴？感激？总
之非常复杂，于是我借此机会在
全班同学面前宣布他担任语文
组的小组长。没想到，以后上课
交作业，他果真变得积极懂事了
很多。不仅交作业变得积极主
动了，有时还会帮我管住那些爱
开小差的同学。我有点惊讶，没
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变化，于是我
就想，这个学生不是不可救药
的！我应该对他充满信心，在我
的尊重、表扬以及激励下，他各
个方面的表现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变化，短短一个多月，他的语
文成绩就从之前的三四十分提
升到及格了。

信赖，尊重和鼓励学生就是
爱学生，学生的心，敏感而脆
弱，所以，在教育学生时，我们
决不能简单地压制他们，用纪
律制度去逼他们就范，而应该
认真听取他们的心声，尊重他
们的意愿，想方设法化解他们
的抵触情绪，解开他们的心结，
在心与心的交流中，教育才能
取得应该有的效果。

班主任架起信任的桥梁
新桥中心小学 丁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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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满阳光的回忆
华南实验学校香草文学社七（1）班 周行

老旧的本子，黛色绒丝面，泛黄素薄
纸，两指轻捻，随意翻开，沙沙声响，好似
谁在轻声呢喃。凝视着那歪歪扭扭的字
体，和外婆相处的那段时光又重临心头
……

那年春天，父母由于工作原因，把我
送到了外婆家。一年之中，我难得几次见
到外婆，我们的话也很少，但外婆疼我，怕
我想家，每天都带我去小区里溜达，给我
做好吃的。

那日，我突然对外婆说道：“外婆，我
想吃你做的芝麻糯米糕，好久没吃了。”她
慈祥地笑了笑，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
角眯成了弯弯的月牙：“好啊！正好家里
还有些芝麻和糯米，我马上去给你做。”说
罢，外婆跑进厨房，把食材拿到院子里，开
始忙活起来。

外婆先将晒干的芝麻放入碗盆，洗
净，碾碎。又将糯米煮熟，放在一旁，冷
却。她拿起一些糯米饭，放在手中捏了
捏，揉了揉，成圆形。她又放入芝麻里滚
一圈，一按，一个糯米饼就成形了！我站
在一旁，春日的阳光，从稀疏的枝叶间漏
下来，印在外婆身上，斑斑驳驳，任阳光洒
落，暖暖洋洋的感觉，荡漾全身……

外婆年轻时手速很快，不一会便可以
全部做完。可现在人老了，头发白了，眼
也花了，手速也慢了。我不禁心头一酸，
外婆为了我们操劳了一辈子……

“宝贝，干什么呢？”外婆转过身来问
我。我一惊：“哦，没有什么，刚才发呆了。”

“哈哈，糯米饼做好了，等一下，我去煎。”外
婆笑道，慢慢走进了厨房……

不一会，外婆端着做好的糯米饼走出
来。“妮妮，快来尝尝我做的糯米饼，好不
好吃？”我尝了一口，这糯米饼里面又软又
糯，外面又脆又香，外婆的手艺还是老
道！我不禁赞道：“外婆，这么多年了，您
的手艺还是没有变啊！”“你爱吃就好，以
后回城里，想吃就打电话给外婆啊！”外婆
亲切地说。阳光洒满整个院落，温暖着我
的心……

在城里，我不曾有这种温暖，真想回
到那个洒满阳光的院子，和外婆一起坐等
红颜变老……（指导老师：唐逸仙）

家庭趣事
吕城初级中学七（3）班 王曦晨

吃过晚饭后，爸爸妈妈照例看电
视。我呢？照例是去书房做作业。作业
很快就写完了，我假装看书，开始偷偷观
察爸爸妈妈。透过窗户，他们的一举一
动尽收眼底。

此时，电视里正在演小品，爸爸看着
看着就被小品那幽默的语言和滑稽的动

作逗得哈哈大笑。妈妈看了书房一眼，
然后双手插腰。我有预感，一场“暴风
雨”将要来到，唉，我真替爸爸感到担心
啊！

果然不出我所料，妈妈见爸爸兀
自沉浸在小品节目中笑个不停，狠狠
掐了爸爸一下，爸爸“哎哟”一声，刚想
说什么，一看到妈妈的怒目，到嘴的话
硬是憋了回去。但是小品实在太幽默
了，爸爸忍了又忍，还是笑喷了。说时
迟那时快，眼看妈妈的“魔爪”又要伸
过来，爸爸向旁边一闪，躲过了。他忍
不住嘀咕起来：“笑一下怎么了？人不
都说‘笑一笑，十年少’嘛！”妈妈听后，
气急败坏地抓起爸爸的脚，对着他的
脚心就挠起来，边挠边说：“好，就让你
笑个够，看你这一家之主的威严上哪
找？”爸爸平时自称天不怕地不怕，就
怕有人挠他的脚心。果不其然，爸爸
笑成了“泪人”，只好双手合掌，不停地
向妈妈求饶：“掌柜的，饶了我吧，我再
也不笑了。”看着爸爸那“可怜兮兮”的
样子，妈妈终于忍不住了，笑弯了
腰。

我从书房冲了出来，边笑边说：
“哈哈，一家之主的名誉扫地啦，哈哈
……”这时爸爸的脸由晴转阴，板着脸
说：“好家伙，竟敢嘲笑你老爸，看我不
打你的屁股。”可爸爸的脚还被扣在妈
妈那儿呢，所以……妈妈嗔怪地看了
看我，对我说：“你别掺和，快睡觉去。”
又瞪了爸爸一眼，说：“明天再收拾
你！”爸爸立马喜笑颜开：“多谢掌柜的
饶命，多谢，多谢！”

我的家就是欢乐的海洋，我爱我
家！（指导老师：王丽娜）

道德是什么
新桥初级中学八（2）班周盼盼

道德是什么？
它是一双手，
推开封锁在心里的窗。

它是一片天空，
孕育着无数纯洁的心灵。

道德是什么？
它是最美丽的花儿，
隐藏在人们的心底，
散发出它那迷人的清香。

它是一种爱心，
当别人在需要帮助时，
给予最真诚的帮助。

它是一种诚信，
答应别人的事，要说到做到。

它是一种希望，
总是给堕落的人无穷的力量。

它是一瓶蜂蜜，
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道德是什么？
它是一种财富，
更是一种智慧。

父亲的思念
九中练影文学社左琦

父亲的脚步游离在我的目光之外
但我能清晰地看见他眼里晶莹的泪光
家温暖了他的童年
家里有慈祥的母亲和母亲那熟悉的饭菜
的味道
家里有母亲的千叮咛和万嘱咐
家里有屋前屋后塘边田头他曾经的足迹
和调皮的身影
家里有晚风里妈妈唤他回来吃饭那焦虑
的神情
家里有老妈妈那日渐衰老的容颜
和母亲盼儿归来的望穿秋水
音乐声响起父亲的思念被拉长拉长
多么希望来年春暖花开时
父亲那挺拔的身影再也不离开我的目光

（指导老师：钱文军）

西湖荷塘
云阳学校九（2）班吴志航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杨万里的这诗好像把我带到了荷花
池边，在欣赏娇美动人的荷花呢！荷塘佳
色，可真是夏天的一大盛景。

从远处眺望荷塘，宛如一片红绿
相间的海洋。荷叶绿绿的、宽宽大大
的，荷花红红的、嫩嫩的，相映相衬真
像是一幅动人的画卷。荷塘被清澈见
底的河水捧着，显得越发美丽。再走
近些看，荷花真是多姿多彩：有的含羞
待放，花苞绿里透粉，被撑得老大像一
只快破壳的鸡蛋，生怕下一秒小鸡就
会蹦出来；有的半开着，花口朝天，真
像一位害羞的小姑娘，害怕别人看见，
把自己的脸给遮住了；盛开的自然是
最多的了，花瓣毫无保留地分开，花心
露了出来散发出香味，甜甜的。一闻
真似自己也成为了荷塘的一份子，展
现出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咦？哪里来
的小蜻蜓，绕着花儿玩耍的这样快
活。蝴蝶也闲不住，在花上翩翩起舞
呢！一阵风吹过，水面上泛起一道道
波纹，荷花也迎风微摇，远远看上去，
可真是美丽的仙女们在跳舞呢！

“知了，知了。”是谁在为荷花伴奏
呢？原来是调皮的蝉儿，不知疲倦地
歌唱着。或许会有人认为他们叫得吵
闹，我可不这么认为，蝉儿和我们一
样，做着自己的一份事儿，让生活中充
满了交响乐，给宁静的夏天，多了一分
欢快和趣味。

忽然，风儿带着雨儿来人间巡
了。“呼啦哗啦”风刚刚吹过，雨就“哔
哩吧啦”地下起来。抬头一看，哇！可
真叫个“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
入船”。黑云从北边迅猛地压过来，整
个天地都被它的气势震撼了。雨儿忍
不住，从天边降落下来，不停地往我身
上蹭，豆大的雨点落在我视界的每一
寸地方，打得又湿又凉。“大雨来啦，快
跑啊！”我边叫边跑，往凉亭跑。咦，雨
呢？我抬头一看，太阳居然探出头儿
来了，雨和黑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
夏天的雨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招呼

都不打一声就跑了。”我懊恼又开心。
现在，太阳成了主角，又用它火热的

激情拥抱着人们。田地里劳作的农民不
停地挥舞着锄头，脸上虽然汗如雨下，但
是看到庄稼长势喜人，笑容就绽放出来
了。盛夏酷暑，有人在泳池嬉戏，有人在
工厂上班，有人在绿荫下乘凉。到处密布
着人的身影，高温，能奈我何？他们在想
尽一切办法和酷暑搏斗着……我相信，在
盛夏的人们，不是烦躁的，而是充满生机
和勇气的，趁我们年少时，朝着目标奋斗
吧！（指导老师：李甜）

谦让是温暖的
第三中学七（3）班 刘可馨

周日上午，阳光明媚，我和妈妈乘公
交车去乡下外曾母家。

我们上车时，车上已经人挤人了，我
和妈妈只好站在一旁。但是，我个子实在
不高，踮起脚尖儿，勉强能摸到公交车上
的扶手，偏偏公交车在行驶中还一晃一晃
的。突然，听到“吱”的一声，公交车第N
次的刹车，我又一次差点儿摔个“狗吃
屎”。“哎，今天也太倒霉了点儿。”正在我心
里无比不满时，坐在椅子上的一位漂亮的
小姐姐对我说：“小朋友，你过来我这边坐
吧。”

我愣了3秒，然后边点头边说“谢谢”
坐了上去。待我坐稳，才开始仔细打量眼
前的小姐姐。她是娇小型的女生，手上还
拎着很多东西，却能主动为人让座，让我
实在佩服。天气虽然十分寒冷，但是这个
小姐姐的举动让我感到十分温暖。

两站后，这位小姐姐就下车了。
紧接着，上来了一位抱着小宝宝的阿

姨，手上拎着一个很大的购物袋，里面装
着满满的东西，路不是很平整，公交车颠
簸得一晃一晃的，这位阿姨一只手抱着孩
子，一只手抓着公交车的扶手，左右晃动，
仿佛下一秒就要跌倒了。

我看到后，正准备给她让座，可话到
嘴边，不知为何就是说不出。我的心里仿
佛很是纠结，道德上我认为应该让座，心
理上有些羞涩、有些认为没有必要，我也
是个小朋友……正在犹豫时，我想起刚才
那位小姐姐为我让座时心里的温暖，对
啊，我作为少先队员，也有责任把这一份
温暖延续下去！

我毫不犹豫地起身，对那位阿姨说
道：“阿姨，您到我这儿来坐吧。”那位阿姨
先是一愣，随即对我投来了感激的目光：

“小朋友，谢谢你啊。”“没事的。”我笑着
说。妈妈也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深秋的阳光洒进车窗，照耀在每一个
人的身上。这时的我，心里比身上温
暖多了。这，或许就是谦让，带给我们
心灵上真正的温暖吧……

（指导老师：毛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