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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沟通 少一些隔阂

我是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活泼

男孩，处于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家

长们总是抱怨，说和我们沟通不易，

我觉得那是家长们把我们想得太复

杂。老师也经常说，只要和我们多

聊天、多沟通，我们肯定会和爸爸妈

妈们无所不谈。

可是好多家长往往忽略了，进

入青春期的孩子有自己的思想天

地，而父母总是认为，不就是和孩子

交流嘛，有什么难的！那真的是交

流吗？我觉得大多数父母不是真的

在和我们沟通，而是唠叨，所以我们

难免会觉得家长好烦。我和妈妈也

就碰到过一次沟通“小事故”。

记得去年的一天，第二天就要

期末考试了，因为作业不是很多，吃

了晚饭，我很快就完成了基本的写

作作业。我答应妈妈把重点复习一

下早点睡，然后她就很放心地忙家

务去了。结果等她忙好，进来一看，

我正在看报纸，妈妈情绪一下就上

来了，朝着我的手臂和后背抽了好

几下，大声说到：“我那么忙，每天给

你做饭做菜，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以

为你会认真复习，结果你呢，你已经

破坏了我对你的信任。”

我一下子懵了，那一刻，我十分

委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回嘴了一

句：“老妈，我已经复习好了，因为我

的写作薄弱，这报纸的几篇作文正

好是例文，我就看看了。”妈妈一下

子冷静了，也含着泪水说：“作为妈

妈，我真的很在乎儿子的每一场考

试和每一次分数，所以看到孩子没

有按照自己期待的那样复习功课就

很生气，导致说出了那样一句伤害

你的话。”然后妈妈立马摸着我的头

说：“宝贝，妈妈很欣赏你的心态啊，

明天就是期末考试，你倒是不紧张，

还能看优秀作文，值得表扬。”我放

下报纸，笑眯眯地回了妈妈：“妈妈，

放心吧，该复习的我都复习好了，明

天的考试，我争取拿个好成绩。”其

实沟通也是一门艺术，也要讲究方

式方法，讲究互动。我要谢谢我的

妈妈，谢谢她陪伴着我，也敬佩我的

妈妈，发现自己有错，不会狡辩、不

会要面子，而是真诚地和一个小孩

道歉，这样勇于认错的好家风，让我

感受到了妈妈对我的爱！

在我家，还有个很传统的优秀

家风，那就是勤俭节约。从小我

就知道，我的家庭不富裕，妈妈一

个人做着普通的工作，一直省吃

俭用。每次有什么好的，她几乎

没有考虑过自己，都是为我考

虑。虽然我还小，不是很看得明

白，可是我能感受到，妈妈是多么

地爱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中了

一双品牌鞋，真的又好看又轻巧，

就是贵。那时，我就特别羡慕同

学们穿着，回来就说：“老妈，那双

鞋子好灵，好适合我！真的好想

要！”妈妈听了脸色变了变，没有

说什么，但是第三天，放学回到

家，我就看到鞋子安安静静地放

在我的书桌上。那一刻我的内心

有多么震撼，各种情绪汹涌而来，

价格不菲的鞋子，老妈竟然给我

买了。我知道妈妈一个人培养我

不容易，所以那时起，我变成了一

个不乱花钱，连过年的压岁钱也

交给妈妈的体贴孩子。当然，勤

俭节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

家风，应该发扬下去。

现在我初中毕业了，没有辜负妈

妈的期望，进入了理想的高中，我希

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能更上一层楼！

不让妈妈失望，不让爱我的人失望！

那声音，常在耳畔

我静静地坐在桌子旁，目光紧盯

着那杯水，那玻璃杯里透明而澄净的

水，占了杯子一半，平静的水面不见

一丝涟漪，令人感到安稳平和。耳畔

却响起了那声音，回荡起来……

曾回忆起，那是去年暑假的一

天，窗外是明朗的一片，天空不见一

丝风，朵朵硕大的白云正无忧无虑地

飘荡着，枝头的知了停歇下来，空气

中仿佛弥漫着成功的气息。

爸爸兴冲冲地捧着一张金光闪

闪的奖状，我接过那奖状，眼里突然

放出了金光，我一蹦三丈高，欢呼起

来，好像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丁点小

的荣誉。那个晚上，我得意不已，还

向同学四处炫耀。

“孩子你悠着点儿，看把你乐

的！要学会半杯水的心态！”爸爸拍

了拍我的脑袋。“半杯水？”我歪着头，

不解地说到，当时的我对此毫不在

乎、漫不经心。

书法的考级近在眼前，同学们都

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却悠闲地看着电

视。那个声音“孩子，你不练习怎么

考好？半杯水！你可别满杯了。”他

的声音是严厉的，是厚重的，带着深

深的忧虑，仿佛是灰蓝色的海水，涌

上我的心头，那苦涩的海水冲打着自

己，促使着我拿起毛笔。

漫长的两个月终是过去了，此时

是漫漫的冬月，窗外的寒风划过脆弱

的枝头，灰蒙蒙的云雾压低整个小

城，高楼被浓雾层层吞噬在黑漆漆的

空中，风怒吼着。我不想打开那张证

书，“合格”两字刺疼了眼睛，仿佛是

无法抹去的。那日，我低着头，泪水

不禁大颗地滚落下来。“这下你明白

了吧！半杯水的心态！”那几个字愈

来愈响，如同飞龙在我耳畔周匝数

遍。

我被那声音唤醒了，我擦干泪

水。是那声音让我懂得了做人做事，

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或荣誉便得意

忘形，不要骄傲、不要满足，成长道路

是那么长，学无止境，做个谦虚而平

和的人岂不是更好？永远保持半杯

水的心态，定能让将来的路走得更

远，走得更精彩！

望着那杯水，耳畔又响起了那个

声音……

指导老师：岳月清

学校“机器人班”要招生了！我高兴

得跳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机器人

班”的课程就是编写程序，而对我来说，

非主课的最佳爱好，非电脑编程莫属

了。因此，我积极备考，终于成了特招20

人中的一个。从此，每个星期五的社团

课，我都可以在这个班里连续学两节课，

编写程序，让机器人完成各种各样的动

作。

学了几节课后，我完成了几个简单

的编程，比如让机器人“走”到终点。因

为容易，我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几个月

后，老师布置的任务就有点复杂了，比如

让机器人把瓶子放在一个容器里，然后

敲响对面的小鼓，再去终点抓一个篮球

放在球框里，还要拉下“大桥”前面的拦

杆,走过“大桥”，最后回到起点。

能不能完成这个比较复杂的编程

呢？记得那次我仔细回忆老师平时教的

方法，一步一步在电脑上编程：左90度→

走到第一个岔路口→放瓶子……最后，

终于编好了程序，我大大地松了一口

气。随即一个问题又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编的程序能顺利运行吗？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电脑上

插上USB，连接机器人。等程序“送进”机

器人后，把机器人放到起点，点击“开

始”。此时，我又激动又担心。说时迟，

那时快，只见那机器人笨拙地一步一步

走了起来。它按照我的程序：左转90度，

往前走到第一个岔路口，伸起机械臂，夹

住瓶子，放入容器；再抓住打鼓棒子，后

退几步，重重敲下去；再去终点，抓起一

个篮球，放入篮框；右转拉下“大桥”的栏

杆，走过“大桥”。

成功了！那天，我竟然在两节课的时

间内，一次性完成了这个比较复杂的编

程，并一次运行成功！同学们投来了羡慕

的眼光，老师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我高兴

极了，再打开电脑，点击“小象编程”，按照

提示完成了基本操作：场景切换→添加人

物→添加背景音乐→添加跟随鼠标。然

后我即兴创作了一款捕鱼游戏——GSH捕

鱼，开始津津有味地玩了起来。

随着我编的程序越来越多，越来越

好，辅导老师就开始派我和其他一些优

秀选手出去参加比赛。每次比赛，我总

是和其他选手密切配合、全神贯注，获得

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我曾经与同学合

作获得了2017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

国华东公开赛“足球机器人”小学组二等

奖；单独获得了2018年青浦区首届电子

制作邀请赛“电子百拼”三等奖。

我爱电脑编程！因为它既可以锻炼

我们的思维，还可以参加比赛获奖。将

来，我要编制出好多好多程序，为建设强

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爱电脑编程
朱泾二小 五（4）班 顾盛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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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祚伟 朱悦
昕）9 月 10 日是第 35 个教师节。9
月 9 日下午，区委书记赵卫星率队

赴朱泾镇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并

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

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赵卫星一行首先来到罗星幼儿

园，认真听取学校情况介绍，实地参

观特色教室。其间，赵卫星与学校

幼儿进行了交流互动，并勉励教师

们要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引领和带

动全区幼儿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南圩托儿所是目前朱泾镇唯一

一所负责招收朱泾地区30至36个月

幼儿接受全日制教育的机构，同时还

承担了朱泾镇0至3岁散居婴幼儿的

优生优育指导服务项目。赵卫星实

地察看托儿所的环境建设，并深入班

级与教师交谈。赵卫星充分肯定我

区幼托机构建设，希望能以更优的师

资力量助推我区幼托事业发展。

在朱泾第二小学，赵卫星亲切

慰问来金交流的特级教师袁贇，详

细询问其在金的日常工作及生活情

况，并高度赞扬她为金山小学英语

教育所作出的贡献。据了解，袁贇

是上海市英语特级教师，曾多次获

全国和市区级各类奖项，2017 年她

来到金山，成立了区级名师工作室，

充分发挥了特级教师的示范引领和

辐射作用。

赵卫星还走进区第一实验小学

退休教师、上海市特级教师赵明华

的家中进行慰问，感谢赵老师对金

山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并对赵老

师在课程改革中深入一线，组织教

材与教学研讨，提炼“一课一得，得

得相连”等课程改革经验给予了高

度评价。

赵卫星希望，广大教师要向这

些优秀教师学习，在各自岗位上发

光发热，积极推行好的经验做法，不

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提高教

学质量，为金山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 （记者 刘
祚伟 朱悦昕）近日，“法

治山阳”探索与实践研

讨会举行，法制日报社

党委书记、社长邵炳芳，

市委依法治市办副主

任、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陆卫东，区委书记

赵卫星出席会议。

邵炳芳表示，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

基层、重点在基层、成

果也在基层。“法治山

阳”是一个生动、成功

的实践案例，在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过程中，上

海有能力有条件先行

先试，培育和挖掘更多

有影响力、有指导意义

的经验和样本。

陆卫东指出，金山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法

治建设，不断厚植法治

土壤，依法执政和依法

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断

提升，法治金山建设迈

上了新台阶。法治山阳

是法治金山建设的缩

影，凸显了创新实效，是

对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有效探索。

赵卫星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金山积极打造“升级版”法治金山，注

重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统一，注重

盯“关键少数”和抓“绝大多数”相统

一，注重补齐短板与打造品牌相统

一，努力把金山持续建成上海法治环

境最好的地区之一。山阳镇党委和

政府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导向和需求

导向，推进“法治山阳”建设，成为打

造“升级版”法治金山的典型样本。

希望研讨会围绕“法治山阳”主题，为

金山把脉问诊，提出真知灼见，使街

镇法治建设从点上“盆景”发展成面

上“风景”。

在研讨环节，来自山阳镇的四位

基层干部分享了在“法治山阳”建设

实践中的心得体会。特邀专家学者

结合“法治山阳”建设成功实践，分别

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这个学期，亭林中学学生发现

化学教师李秋霞在课堂上讲解的知

识点明显减少，吸收记忆也更简单

了。这一变化，得益于李秋霞在金

山区杨捷名师工作室得到的帮助。

原来，在听了李秋霞上的几节课后，

已经退休的上海大同中学化学特级

教师杨捷发现，李秋霞课上传授的

知识点过多，学生往往很难消化吸

收，导致事倍功半。杨捷建议李老

师对课上讲解的知识点进行优化。

加入杨捷名师工作室半年多来，

李秋霞所带班级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的化学合格考通过率明显提高。和

李秋霞一样，许多金山区化学教师在

杨捷的帮助下，工作都有了提升。例

如：王伟峰和罗兵的论文《基于“证据

推理与模型认知”的化学高阶思维引

领的教学实践——以“石油化工的龙

头—乙烯”为例》、马赟的论文《化学

教学中渗透生涯辅导的案例研究

——以高三复习课“化学中的平衡”

为例》先后被省级以上刊物录用发

表，大家在分享喜悦的同时也找到了

自己努力奋斗的方向。

2018 年 11 月，区教育局柔性引

进人才工作室成立，面向全市柔性

引进九位高端教育人才，学科涉及

语文、英语、化学等。为充分发挥柔

性引进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区教

育局还分别在上海师大二附中、干

巷学校、教育学院、青少年活动中

心、幼稚总园、同凯幼儿园等学校设

立名师工作室，以工作室为平台，借

力优质教育资源，引领本区教师发

展。名师们定期来金山，为教师们

定制活动计划和培养方案，并开展

专题讲座、集体研修等活动。目前，

9 个名师工作室中共有来自全区各

校的115名教师学员。

据悉，全区高端优秀教师数量相

对全市其他区较少。以一组数据为

例，目前全区正高级职称教师 6 名、

上海市特级教师 18 名、上海市特级

校长 8 名，但在如七宝中学、华东师

大二附中等学校，一个学校的特级

教师就可以达到十几名。区教育局

人事科科长陈艳表示，作为创新人

才培养的一种模式，柔性引进人才

工作室引进的名师都是全市范围内

本领域的顶级人才，对于全区教师

发展来说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作为上海远郊，金山历来优秀人

才引进难、留住难。近些年，区教育

系统在借助外力的同时，也不断在增

加内生动力方面做文章，帮助金山教

师队伍成长的平台不断增加。从

2000 学年开始推进的金山区“明天

的导师”工程，三年为一届。作为区

骨干教师培养的品牌工程，设计从骨

干教师—学科导师—首席教师阶段

的发展目标和履职要求，夯实骨干

教师成长的根基。从 2012 学年开

始推进的金山区实见习教师规范化

培训，通过暑期集中封闭式培训和

日常教育教学实践培训相结合，帮

助见习教师迈好入职第一步。在高

端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推出的金

山区“领军校长”和“拔尖教师”高级

研修班目前已选拔并培养领军校长

41 名、拔尖教师 45 名。此外，我区

还成立区特级教师（校长）联谊会，

建立双特“四名”工作平台，即名师

工作室、名校长工作室、名师讲坛、名

师课堂，推动区域教育发展。

记者 罗迎春

本报讯（记者 樊国庆 王佩永）
9 月 9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胡卫国率

队赴吕巷镇开展工作调研，并召开座

谈会听取工作汇报。胡卫国强调，要

高眼光、远谋划，努力把吕巷的生态

优势转化为生产力，打造百姓幸福生

活的后花园。

胡卫国一行先后前往上海蓝滨石

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尚跃马术、白

漾里，实地了解产业发展及美丽乡村

建设等情况。在座谈会上，胡卫国指

出，吕巷镇要清晰发展定位，着重围

绕“特”“精”“细”做文章，做到产业特

色突出、工作精益求精、发展研究细

化；要科学方法推进，坚持规划先行、

分步实施、看长看远，（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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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今天启动

金山多措并举破解优秀教师“引进难、留住难”问题

借外力修内功，“点燃”教师成长新动能

赵卫星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

向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胡卫国赴吕巷、张堰
开展工作调研
清晰区域发展定位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标题新闻

金山区庆祝第35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举行
退休教师高新、蒋明海荣获区教育系统“金爱心”奖

本报讯（记者 金宏 朱悦昕）昨天下午，金山

区庆祝第35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举行，来自全区教

育系统的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庆祝教师节。区

领导赵卫星、胡卫国、刘健等出席活动。

大会对全国模范教师、上海市园丁奖、区师德

标兵、区园丁奖、区十佳班主任等荣誉的获得者进

行了表彰，并向部分教师代表进行了《韶华远去

初心依旧》赠书仪式。其中，荣获金山区教育系

统“金爱心”奖的高新老师卖掉唯一住房捐资助学

的高尚事迹更是感动全场。

大会通过情景剧、微电影、诗朗诵等形式，以

“魂系杏坛·初心篇、情暖学子·爱心篇、梦逐金山·
匠心篇”三个篇章，充分展现了金山教育工作者辛

勤耕耘、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责任编辑 洪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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