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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难忘那次上门宣传
寒风飒飒，坐在图书馆外一棵银杏树下的
长凳上，我手拿着“垃圾分类”手册，再次翻开
那熟悉的纸页，抚摸着那一张张有故事的照片
……
酷热炎炎，
“ 和乐小队”在行动，学过了垃
圾分类的知识，拾捡了青山湖绿道的垃圾，带
上我的四个模型小垃圾筒上门给小区的爷爷
奶奶分发垃圾分类宣传单。轻轻敲了敲门，奶
奶接了我的宣传单，就急急关门，当我提议要
采访她时，表情是极不情愿的，看到跟随其后
的妈妈，
举着个摄像机时，立马撸了撸头发，顿
时来了精气神。当我滔滔不绝地讲解着垃圾分
类知识时，奶奶只是“嗯嗯，哦哦…..”敷衍我几
句。
突然奶奶从沙发上跳起来拍着大腿说：
“看我这记性，高血压片都忘记吃了。”她急急

教 师
手 记

一枝一叶总关情
—读《我的教育故事》有感
——
□ 实验初中 王丹丹
有幸拜读了于永正老师的 《我的教育故事》，忽
感随着教育生涯的渐长，我似乎忘记了刚开始教育时
的那份初心。看着于老师的一段段教育故事，仿佛心
里的那种呐喊越来越紧迫，也越来越深切。

从抽屉角落里拿出个瓶子，倒出来就想吞服。
我看瓶盖很是破旧就阻止道：
“让我看看”
。一
看居然过期了，我笑着对奶奶说：
“请你把这瓶
过期的药垃圾分个类吧，应该投到哪个模型小
垃圾筒呢？”奶奶把药品投到了可回收垃圾桶
中，我拉着奶奶的手，把药品从桶里拿出来：
“您别看这盒药没拆封过，但过期了，人服用了
过期药片可能会对身体有害，所以不是可回收
垃圾哦，
是有害垃圾！”奶奶听了连连点头，
还
有这么多讲究，我年纪大了从来没有垃圾分过
类，
今天真长见识了。
我便趁热打铁，带着奶奶去楼下实践一
下垃圾分类。奶奶拿着自家厨房垃圾去了楼
下，垃圾袋里什么垃圾都有：蛋壳、袋子、牛奶
盒、几个包装纸、破碎的陶瓷品……我指导奶
奶将各种垃圾归位，并对她说可回收的并不是

垃圾，所以都称为可回收物，为了方便奶奶记
忆，
我便问她：
“奶奶，你养过猪吗？”奶奶回答
到：
“当然，我可是咱们村的养猪高手……”我
灵光一闪想起了那个垃圾分类的口诀：猪吃了
会死的是有害垃圾，猪能吃的是易腐垃圾，卖
了可以买猪的是可回收物，猪不吃的是其他垃
圾。奶奶听了这口诀，
笑得满脸皱纹，
连夸我聪
明。笑着说：
＂小朋友啊，
奶奶活了这么多年也
不懂得垃圾分类的知识，今天听了你的解释，
我终于有点明白了，如果我还不懂，就来小区
里找你呀！＂我听了连忙答应，露出了开心的
笑容……
忽的，又一阵风吹来，清凉的风使我的思绪
再次归位。脑中想着那个暑假、那次活动、
那位
奶奶、
那次解说，我清清浅浅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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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小学
五(1)班
徐菁敏

指导老师
吴芳芳

“素质教育其实是教师素质的教育”
于老师的一句话，我深以为然：“课堂纪律不
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课上得精彩”。与其纠结如何
管理课堂纪律，不如静下心来琢磨下如何上好一堂
课。回想我们平时听讲座，如果老师讲得足够精彩，
谁会不愿意听呢？学生也是同样如此，每一个学生都
想学好知识，老师要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参与进来，
并且能够坚持有兴趣地听下去。课上得好，学生才能
够尊重你。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必须花大功
夫在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上。
当然，学生长久的习惯也的确很难改变，因此我
们也需要一些方式方法来辅助。简单地说，在电影院
和在家里看同一部电影，感觉完全不一样。由于在电
影院，环境较黑，因此在看的时候干扰的东西少，且
不能干其他事情影响到其他人。这时候，你就会专心
研究电影。
“儿童，往往因错误而美丽”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当学生犯了错误，多数时
候，暴力手段往往可能只解决了“表面”问题，而学
生并没有从错误中成长。作为教师的我们，真正要做
的应该是走进学生的内心，解决问题背后的东西。首
先我们应该去了解他犯错的原因，并且对学生主动承
认错误的行为表示肯定。书中写到，于老师刚参加工
作时，当班里出现混乱，他都是用 “硬实力”来解
决，但 慢慢 地他 都转 而用“软实 力”来解 决 问 题 。
“软实力”代表着包容，用温和的、灵活的方式解决
问题，同时不伤害到双方。随即，我想到很多情况
下，自己也是用比较硬的方式处理问题，当下效果还
好，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效果大打折扣。而且有些时
候，教师反应越大，学生反而越不能收敛。事实上，
在全班学生的“灼灼目光”下，也不能让双方静下心
来，真正地去解决问题。倘若我们能够通过灵活的方
法来解决，可能就可以避免很多矛盾问题的发生。

晒晒我家小幸福

城南小学
五（1）班
楼郑语涵

如果可以的话，谁不想成为最优秀的那个人呢？
然而现实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不可否认每
一个学生都有其闪光点，作为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
优点。尤其是对于后进生而言，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并
鼓励之，或许是他们迈开自信心的第一步。所以，当
我们看到学生有问题的时候，在批评指导的时候，也
要多去鼓励他好的、积极的一面，以便其扬长避短，
获得自信。于老师回忆中的“老班长”，就是通过看
到学生的这一优点，然后顺势进行鼓励的方式，让一
个较调皮的学生，转变成为能够“保护”其他学生的
富有责任心的“老班长”的。很多时候，只要你发现
了学生的优点，并且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那就会
事半功倍。
教育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

★

在线评估 0 费用，
便捷自助享普惠

★

最长个人 5 年企业 3 年，
安心又省心

★

住房最高抵 7 成，盘活资产助展业

★

随借随还循环用，
精明省息很实惠

★

最高可贷 1000 万，
经营周转贷无忧

杭临规划资源告﹝2020﹞3 号

序号 用地单位

扫码申请

交通银行小企业财富管理——
—展业通
★经验丰富的金融专家团队，度身订制稳妥方案。
★科学优化的融资审批流程，满足快速成长需求。
★评估 0 费用，抵押最高 7 成，贷款额度最高 2000
万元。

交通银行普惠金融——
—线上税融通
★
★

当今社会，很多年轻人追捧“流行”这个词，
每一年都会追赶流行款式的鞋子、服装、包包
……
在我的眼里，只有一件事永远流行，那就是
阅读。可能很多人会以为，
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不
是那个“四书五经”
十年苦读的儒学时期了，还流
行什么书籍阅读啊？
答案当然不言而喻。没有阅读，
人的思想会止
步不前；
没有文化，
就有可能会被社会淘汰。没有
阅读，
我们也许会失去自身最尖锐的武器——
—大
脑。大脑由于无法受到阅读的滋养，就会像铁器
一样，
日久不用，
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古董，一个摆
设，只能证明肉体的存在，而非思想与精神的存
在。
流行无处不在。流行其实是人的一种心理反
映——
—合群意识。我们知道，现实中往往很难靠
一个人单打独斗地生存下去，所以要依附群体。
但当这样的意识开始不断膨胀时，自己会开始觉
得行为举止、穿着打扮也要和大家一样。于是，流
行开始出现，
人人都在追逐它，停下脚步，害怕会
被淘汰，
潜意识会这样提醒自己。
然而，
流行终是一个没有定数的东西，看不
见，摸不着，与其这样，
为什么不及时去翻一本此
刻看得见、
摸得着的书呢？回来吧，
回到阅读的港
湾来，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流行”
，也是我眼
里的“流行”
。

依据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关于建立和健全土地供应公示制度的通知》
（浙土资发[2002]27 号）
文件精神，经用地意向者申请，下列单位用地拟以行政划拨方式供地，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交通银行普惠金融——
—线上抵押贷

★覆盖国内海外的强大网络，
随时服务在您身边。

石镜小学
六（2）班
王子豪

建设用地项目供地批前公示

详询电话：
63818225 、
63818226
交通银行杭州临安支行 地址:钱王街 396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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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萧萧，夜已深，我仍在奋笔疾书，半晌，终于做完。我从书桌前站
起身，
伸了个懒腰，转身走向沙发坐下休息。在一旁剥桔子的妈妈见我做
完了作业，将手中剥好的桔子撕下一瓣，塞在我嘴里，道:“作业做累了吧，
涵涵，
吃几瓣桔子吧。”我一咬，嘴里的桔子爆出丝丝酸甜的汁水，汁水溢
满了整个口腔，一种清凉的感觉顿时漾满全身。从口腔一直蔓延到肺腑， 指导老师
又弥漫到大脑，大脑立刻从刚做完作业的疲惫中苏醒，又回到了清醒的状 吴芳芳
态。
“妈妈，
我还要……”我嘴里含着桔子含糊不清地说道。妈妈看到我这
幅馋猫样顿时哈哈大笑，
笑出了眼泪，还不忘回答道:“好！都给你吃，
可别
再摆出这幅“馋样’了啊。”顿时母女俩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溢满了整个
家，
在小区里飘荡。
幸福，原来只需要一瓣桔子，如此简单而又令人快乐不已啊，我似乎
发现了什么。
周五傍晚，我仍在奋笔作业，平常只是偶尔速度很快的我，今天竟提
前飞速地做完了所有的双休日作业！老爸老妈都激动不已，老爸更是笑容
满面，
“来，女儿，难得作业做得这么快，今天晚上陪老爸看《疯狂动物城》
这部电影!”
“太棒了!”
我高兴不已，平常不太看电影的老爸竟邀请我一起看电影！
我走到沙发旁，坐下，爸爸伸出长长的手臂将我揽入怀中。父女俩坐在沙
发上一起看电影，
还边吃着水果零食，
其乐融融。这时，
妈妈把家里的卫生
也搞好了，坐在我的另一边也搂着我。这下子，
真成一家人一起看电影了！
随着电影情节不断发展，我们时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偶尔夹杂着阵
阵议论声，桌上的零食也由多变少。电影看完，一家人各自欢快地回到房
间睡觉，
带着愉快的心情进入梦乡。
幸福，
原来也可以是一家人一起看场电影，
令人愉悦又新奇不已！

“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

我眼里的“流行”

绎

扫码申请

土地座落

项目名称

供地方式

项目面积
土地用途
(平方米)

1

杭州杭临轨道 玲 珑 街 道 杭州至临安城际铁路工程 (临安段)
行政划拨 13692
交通有限公司 东山村
锦南新城站(地下)

轨道交通用地

2

杭州杭临轨道 锦 南 街 道 杭州至临安城际铁路工程 (临安段)
行政划拨 973
交通有限公司 兰锦村
锦临风井(地下)

轨道交通用地

3

杭州杭临轨道 锦城街道横 杭州至临安城际铁路工程 (临安段)
行政划拨 427
交通有限公司 潭居委会
临安广场站二期(地下)

轨道交通用地

4

杭州杭临轨道 锦 北 街 道 杭州至临安城际铁路工程 (临安段)
行政划拨 9090
交通有限公司 新联村
农林大学站(地下)

轨道交通用地

5

杭州杭临轨道 锦 北 街 道 杭州至临安城际铁路工程 (临安段)
行政划拨 6561
交通有限公司 新联村
农高区间(地下)

轨道交通用地

6

杭州杭临轨道 锦 北 街 道 杭州至临安城际铁路工程 (临安段)
行政划拨 8934
交通有限公司 新联村
高新园区站(地下)

轨道交通用地

7

杭州杭临轨道 锦 北 街 道 杭州至临安城际铁路工程 (临安段)
行政划拨 4004
交通有限公司 潘山村
高青区间 U 型槽段(地下)

轨道交通用地

上述地块的公示时间为 10 天，如有单位或个人
对上述公示的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具
名形式反馈给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行
政审批科，并注明联系方式，逾期视为无异议。公示

备注

届满我局将依照相关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
批 并 办 理 行 政 划 拨 手 续 。 联 系 电 话 :23616095
23616026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2020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