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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验小学

里的花，怎不叫人心潮澎湃。在这个火一
样的秋日里，能够领略到花的婀娜多姿、美
丽动人、含苞欲放，怎不叫人心花怒放！秋
天里盛开的花，姿态美，颜色多，色彩斑斓，
笑意盈盈。我仔细数她细长的小花瓣，每
一株花瓣都整齐地围着一束束花芯。站在
花丛里，就仿佛置身于浅蓝色的海洋。我
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靠近她，轻轻地触摸
着横陈的枝桠，小心地亲吻着她，深深地呼
吸着她吐出来的幽香……
夜深了，朋友在一起不愿离去，为了
谁？谁也不回答，都说是为了留住那秋日
里盛开着的花！

泉都文韵
quan du wen yun

李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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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理念:纵然路途曲折坎坷，
我们也会勇往直前；即使蜀道荆棘丛生，我们也会直挂云帆！

罗琛

位，吃的是一样的牛杂，同样的味道。墙角
边，那束秋日里盛开的花，依然那样鲜艳。
不同的是，老板的脸上多了几道岁月的痕
迹，为钱奔波而印上了永远的痕迹。
朋友相聚，相簇小憩，谈笑品饮，虽不
如酒后意气风发，却能带来一片祥和。皆
尽情意，友情缓缓流动，成为感情的纽带，
友情的收获。秋日的一缕阳光渐渐散落西
头，火锅热腾腾的的香气布满了整个大厅，
那味道，
沁人心脾。
天，渐渐暗了下来，带着余味，一起漫
步美丽的淦河之滨，径直走在鲜花絮绕的
林荫小道，一道欣赏秋日里盛开的花。秋
天到了，树叶黄了，金灿灿的叶子在风中飞
舞，在风中低吟。都说秋天过后草木枯萎，
但这里的花却绿叶相拥，分外妖娆。在这
个火一样的秋日里，有如此盛开着的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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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在教师
岗位上我已经坚守三年
了，回想最初的我，作为
一名新教师，满怀教育
的自信和热情踏入了工
作的岗位。那时的我荣
幸地被分配到寄宿班，
听其他老师说，寄宿班
的孩子大部分都缺乏家
长的关心，让我多关注
孩子。
在接下来的时间
里，我用自己所理解的
“爱与宽容”对待每一个
孩子，渐渐地我发现孩
子 们 似 乎 有 点“ 过 头 ”
了。终于，在期中考试
结果出来之后，我彻底
崩溃了。看着那一张张
没有完成的试卷，鲜红
的数字仿佛在嘲笑我的
无能。那一段时光让我
备受煎熬。
在下半个学期里，
我便开始了我的“铁血
政策”，可是，孩子们丝
毫不领情。期间，我发
现了一个总爱和我唱反
调的男孩，个子很瘦小，
嗓门却成反比增长，只
要我上课抛出一个问
题，不管他是否知道，总
要喊叫一声，顿时，我上
课的思维与热情瞬间不
复存在。于是，他成功
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也让我对他的“关照”多了几分：上课读书
时，
用书挡着脸，
嘴巴却没动静；
写课堂作业
时，
字迹潦草，
作业本也是揉得破破烂烂；
讲
课时，
却是用尽全力打断我的思路……
终于在某堂课上，我实在忍不住了，胡
乱对他发了一通脾气，
当时他只是睁大双眼
望着我，像是受到了惊吓似的。于是，在周
五放学时，我单独留下他妈妈，可能是自己
还带着情绪，和家长交流时，也是一味地在
指责孩子的问题，规避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家长也向我反映：他很调皮，在家也是不肯
写语文作业。
“不肯写语文作业，
这是跟我自
己的教学有关吧？”这是我第一次正视自己
的问题。第二个星期，
我单独找到了闹事的
“小不点”，与他好好谈了一番，了解到他是
因为不会写，
所以十分抗拒写语文作业。
后来，我自己深深地反思了一段时间，
请教了一些有经验的老教师，虽然分数重
要 ，但 孩 子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和 习 惯 更 加 重
要。于是我重拾爱与宽容，这一次，我要将
他们引导上正途，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从这
个“小不点”做起，上课读书时，我就一直站
在他身旁，如果没有认真读就用手摸摸他
的头，他会立刻消停下来，慢慢地，我发现
他会读书了，而且上课也会慢慢知道要举
手才能发言。在一次课堂发言中，我指名
让他回答，他的答案带有自己思考的痕迹，
于是在请他坐下后，我狠狠地表扬了他：这
是他第一次很认真地举手发言，并且他现
在能够坐得住了，不用老师强调纪律了。
大家一起鼓掌表扬表扬他，以后也多多监
督他，帮他养成好习惯。这以后，课堂上我
也轻松多了。
“小不点”也干劲十足，作业也
愈发干净整洁了。一次又一次地被表扬，
小家伙也得到了不少小奖品：橡皮擦、铅笔
……在一个又一个周五，他妈妈告知我关
于他的一点一滴的进步。我看在眼里，喜
在心里。
作为一名新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我
有着许许多多的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用爱可以浇灌守护着孩子们学
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在成长之路中尽管荆
棘遍野，但回首来路时，将会一路芬芳，花
香满园！

得去，还得主动买单。理由很简单，你是领
导，工资比俺高，还指望下次俺们还能想到
你，你不买单谁买单。得，买单就买单，别
谈钱，谈钱伤感情，不是吗？再说，你将在
座的一瞅，嗨，还真得你买单。其实，这个
城市太小，生活圈也不大，有几个相知的朋
友能常在一起聚会也是件令人愉悦的事。
图啥，
图的是一个高兴。
秋日的夜晚，总伴着一丝寒意。迎面
而坐，嘘寒问暖，总有说不完的话题。那个
熟悉的小店，牛杂还是那样好吃。我们算
是来得早，占了个好位置，一会儿，店里就
人满为患，老板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几位，好久没来了，想吃点什么？”好
像我们是他的常客，热情相迎。虽说有半
年没来了，却还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记忆
中，那次相聚也是这几个人，还是这个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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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守护孩子的学习兴趣

秋日，草木枯萎的季节。一缕秋日的
阳光从窗外如约而至，带着一丝丝余温，一
丝丝喜悦，给这个近日绵绵细雨笼罩着的
秋日凸现一丝丝暖意。连日来困扰在心中
的那份郁闷的情绪被绚霞一样的心境冲击
得无影无踪。
新的一天，一切都是新的模样。生活
就像一杯茶，把盏一杯香茗，任丝丝幽香冲
淡浮尘，沉淀思绪，体会人生。品着，品着，
品出的是茶的浓香，茶的清雅，茶的落寞，
茶的清醇，茶的绵延。在每一个秋日里，推
开一扇窗，打开一扇门，都能感受秋的绵
薄，秋的深邃，秋的芬芳，
秋的深情。
朋友说秋日是吃火锅的时节，而且还
不能只一两个人吃，吃的人多了，香溢四
里。说着，说着，电话来了。
“ 嗨，出来吃火
锅啦！嘿嘿，你买单哟！”没办法，人太熟，

刘安平

书香校园中的学习历程

秋日里盛开的花

时光荏苒，我来到实验小学已经四年
了。四年的学习生活里我不断在教学实
践中汲取经验，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了丰富
的知识，提高了能力，也在这段时间与同
事、学生的相处中，增强了对教育事业和
实验小学的热爱，明确了自己努力的目
标。
一、学会教育孩子
小学是孩子们成长的起步阶段，极为
关键。学做人和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的
重要性在小学教育中开始取代人们对应
试的关注度。我们首先在大的方针上遵
从学校强调的大语文观，古有林善甫路不
拾遗、孔融让梨、游酢程门立雪，现在我们
继承传统美德并取其精华来教孩子增强
自身素质：校园里种的观赏果树不可以
摘，这是一种公德；教育孩子上课要坐得
端端正正、认真听讲，上课回答问题要举
手，这是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要求。慢慢
的，我学会了做好学生养成教育。在学校
倡导下，我学会了吹奏巴乌，和班上的学
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二、学会教学研究
学校在系统的树立良好的教学氛围
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青年教师多方面高
素质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师能力
的培养，学校开展青蓝工程，加强前后辈
教师以及同课程教师之间的交流。在青
蓝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每一个新人都
由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从教学的各方面
进行指导，作为徒弟每周要旁听师父的授
课进行学习，每周师父也会来听一节徒弟
的课来检验我们是否进步。每周我们还
有专门的集体备课时间，同年级的语文老
师会在一起交流经验，讨论如何才能更好
地授课、备课，
如何更好地把握学生学习心
理。在研究教学大会上，领导还会随机抽
取老师进行现场讲课并进行点评，并请来
了湖北科技学院的专家来对我们进行评
课。我在不断的锻炼中成长着，这些都让
我受益匪浅，
在听课、磨课、评课的过程中，
将书本中所学知识灵活应用，更重要的是不断学习前辈的经验，
以此不断充实自己。
三、学会发展特长
在课余时间中，学校也十分关心我们教师的学习提高，开办
了教师书法兴趣班来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我对毛笔字有兴
趣，选择参加了卢方祥老师的书法班。每个星期二都有训练活
动，这些活动提高了大家的练字热情。具备优良素养的老师才
能给学生更好的正面影响。同时，多方面发展也是我对自己人
生的期望，学校提供的平台就能让我们更多人受益，更好地提
高、完善自我。
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我沉浸在浓浓的书香之中，把“学无
止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锻炼自己
处理事情的能力。我热爱小学教育也希望自己能不断磨练自
己，能肩负起小学语文教师这个重要的职责。

如何正确对待孩子之间的矛盾
市实验小学
“老师，他抢我纸飞机！”小雨和轩轩在
玩游戏的时候发生了矛盾，这两个小朋友
都很争强好胜，谁也不让谁，轩轩叫我，我
并没有立即走过去处理他们的矛盾，而是
在旁边观察了一会，看看如果没有老师的
介入，
他们会怎么样自己处理争抢的事件。
见我没有走过去，小雨就默默地自己
回了座位，看到他的纸飞机在轩轩手里拿
着，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轩轩看到小雨
哭了，也慌了，连忙对小雨说:“我们一起玩
吧！我叠纸飞机都给你玩。”小雨一听到这
句话，立刻就不哭了，很高兴地和轩轩共同
玩起了纸飞机。
在平时的活动中，孩子相互之间总会
闹一些矛盾，孩子就会拉着大人帮他们去
解决矛盾；久而久之，孩子有了很强的依赖
性。现在我深深地意识到，大人的介入只
会更加激化孩子之间的矛盾，孩子有孩子
自 己 的 想 法 ，也 逐 步 树 立 了 自 己 的 是 非
观。我们应该学会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试
着解决矛盾。

一次课间活动，孩子们都很开心地进
行着活动。小逸的妈妈在把孩子送来之后
并没有走开，而是在边上看着。就在这个
时小逸和辰辰为了争抢一个球发生了争
执，小逸的妈妈看到了这个情况，走了过
去，劝说辰辰将球让给小逸，
“ 那给你吧！”
辰辰只好不情愿地将玩具让给了逸。放学
的时候小逸却被辰辰的妈妈一把拎起了耳
朵，更没想到的是辰辰的妈妈开口就骂：
“你再这样欺负我孩子，我就打死你。”说完
就气势汹汹地走了，而这个时候，小逸被吓
得哭了起来。原来小逸和辰辰同班几年，
两个孩子一直在一起玩。辰辰的妈妈说孩
子脸上的疤就是以前给小逸掐的。可能这
次看到自己的孩子受到欺负和委屈，就忍
不住地将以前的事情一并发泄了出来，出
手教训了小逸。
这样的处理方式实在是有些过头了，
一个家长和孩子较真，有些说不过去。试
问辰辰的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受到委屈都
会这样，如果小逸的爸爸妈妈在场看到自

翰墨情缘
市实验小学
中国书法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之一。
它不是诗而有诗的韵味；不是画而有画的
灵动；不是舞而有舞的飘逸；不是歌而有歌
的悠扬。它是图解的诗、抽象的画、纸上的
舞、心中的歌……
上大学时，学校开设了书法课。灵动
隽秀的赵体字，以它独有的魅力深深地吸
引了我。当时不禁暗自感叹：我要是能写
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件多么骄傲的事！
小小的目标已经在心中发芽，我对书
法课充满了极大的热情。课上认真听讲用
心琢磨，课下勤加练习领会技巧。写得越
投入，越是发觉书法门道的精深。作为初
学者我深知“师傅引进门，修行看个人”的
道理，不下苦功夫是难有成效的，看书法视
频、买书法字帖，请教书友，求教老师，日日
写，天天练，我利用一切课余时间，把握一
切学习途径，在一群志同道合的书友的陪
伴下，我的书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随
着大学的毕业，我的书法爱好也由此搁置
了。
工作后，多次想重拾毛笔，重温当年的

杨丽
己的孩子这样被别人拎耳朵肯定心里也会
不好受。孩子处在这个年龄阶段有些事
情和道理还不明白，极易在相处过程中产
生 矛 盾 ，需 要 我 们 老 师 和 家 长 的 共 同 教
育，但是作为一个家长，应该要用一颗宽
容的心去原谅去包容。辰辰的妈妈对小
逸这样说话，这样的威胁对于一个五岁的
孩子是很严重的。但是作为孩子的家长
们如果在自己的孩子受到委屈和欺负的
时候都这么的较真，相信之后的事情就不
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争吵，而会变成家长
们的矛盾了。
在孩子之间产生矛盾时，我们要冷静
处理。首先，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学会辨别
是非，有则改之。其次，家长要相互宽容，
理智地对待矛盾，不激化，各自教育好自己
的孩子如果我们家长能够平心静气，以宽
容之心待人，好好地和别的家长沟通，相信
不仅孩子之间的关系会变好，同时也教育
了孩子们，人和人之间可以通过沟通来解
决问题，
化干戈为玉帛。

心墨溢香
刘亚莉

热爱，但总因为各种理由而放弃了，偶尔也
会写写，
总会有些力不从心。
教师书法班开设，点燃了我的心灵之
火，重启了我的学习信心。作为助教的我
干劲十足、激情满怀。书法课由陈老师、卢
老师亲临执教，他们深入浅出地讲解、耐心
细致地指导，极大的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
每周二的晚上六点，我总会早早地来
到书法教室练习，与老师们相互切磋、沟通
技艺。到了讲课环节，大家纷纷聚合到一
个教室认真聆听书法老师的讲解。他们恰
如其分地点评，既鼓舞信心，又适当指出不
足；精妙生动地讲授，让我们受益匪浅；用
心 细 致 地 示 范 ，让 我 们 都 争 相 观 摩 学 习
……浓厚的学习氛围深深感染了我，让我
更加沉心静气地临帖练习，徜徉在行云流
水的书法线条之中……
在浓浓墨香的熏染下，我对书法的热
爱也日益加深，练字的时间也更频繁了，每
当走进书法教室，心就格外的惬意宁静，铺
开宣纸，闻着墨香，饮一口清茶，聆听一曲
曼妙悠扬的古乐，顿时觉得无比轻松愉悦

……
篆书《千字文》以匀净修长的形态，流
畅通达的笔法见长，我在反复临写中，线条
日趋流畅，用笔日渐纯熟，愈发觉得妙趣无
穷。为了取得更大进步，必须博采众长、多
方学习，在勤奋练习的同时，我加深了理论
学习，多请教、多看书。一段时日后，有了
一定书法功底，悟性也提高了，对于书法的
热爱更为痴迷。清晨醒来的时，总想着练
字计划；课余之时，总惦记着去写几笔，夜
晚临睡前，总会看看精讲视频……每当练
字时，享受笔墨地流淌、线条地舒展，兴致
高时，投入其中，练上几个小时，也不觉疲
惫。瓶颈之时，不免会心浮气躁，尽量调整
心态，以悟为主。循环往复，我渐渐领悟了
一些学书心得，总结了自己学习方法，再临
其他碑帖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短短三个月的书法学习，再续了我与
书法的不解之缘，有幸与老师们共同交流
学习，不仅提升了书法技能，更让我笃定了
对书法热爱。在今后的时光里，我愿以墨
香为伴，
在墨香里细数流年！

快 乐 骑 行
市实验小学

汤荣霞

愉快的周末，令人向往的时光。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邀
约了一帮朋友，
开始了我们的精彩活动——骑行。
四面八方的朋友相聚，快乐与我们同行，一路欢歌笑语，变
成欢乐的旋律。我们就像插上飞翔的翅膀，欣赏着沿途变幻的
风景，编织着美丽的梦！很快，队友们便拉开了距离，你追我赶，
欢乐的笑声飞上云宵。
慢慢地，我觉得有点累了，踩踏的脚感到吃力。遥望前面的
队友越来越远，看看后面的队友即将要赶上来了，此时的我不能
有半点放松，否则就会落到最后了。我渐渐地明白了，原来骑车
和人生一样，你上路了，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抬头看路在你的
前面延伸，不能跨越，因为你不会飞，只有一点点地征服它。坚
持才是骑行中最重要的，因为不坚持就会被人抛下很远很远。
自己的路，只有自己走下去，没有任何人会替你走，哪怕只有一
米的距离。走在前面的人只会等你，但决不会推你，因为他在你
前面；走在你后面的人，也许在下一个拐弯处就会赶上你，因为
你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有多少能量。
我咬着牙坚持着，为了不让自己落到最后。原来骑行是快
乐的，更是苦累的。每一次的成功都是战胜自我，征服困难，独
立前进，一步一步到达目的的过程。骑行的快乐不在于沿途的
风景，
而在于骑行的过程。骑行一旦开始，
没有倒退，
只有用力地
往前。你并不知道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
下一个转弯也许是继续
一段同样的路途，也许是一条让你更加痛苦的上坡，也许是你极
速期待的下坡，总是充满着苦痛或者兴奋，你始终无法预知的神
秘感。人生亦是如此，你无法预知你的未来会是什么，但请你一
直一直往前，无须抱怨。当你遇上平坦之路请谨慎小心继续努
力，
当你有机会一展身手时，
更不能骄傲，
方能到达你的目的地。
坚持，坚持，再坚持！尽管腰是酸痛的，腿是麻木的，汗水湿
透了衣裳，仍然没有一个人放慢速度，大家互相鼓励着，朝着目
的地前进。此刻的我们抛下所有的烦恼与不快，心中只有豁然
开朗的顿悟和大汗淋漓的快乐！看茫茫人海，赏处处风光，行条
条大路。有的时候只是想走走先人或是别人走过的路，找一点
点回忆，
亦是一种快乐吧。
极目远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青翠葱茏的田野宛如展
开的一幅山水田园画，
恬淡、清新，
回味如甘饴。欣赏着如此美丽
的景色，
心中竟多了几分得意。平日里所有的忧愁、痛苦、烦恼都
抛到九宵云外。原来大自然就是最好的清洗剂，
可以洗掉我们身
上所有的尘埃与凡俗，
净化我们的心灵，
启迪我们的人生！
怀着留恋的思绪，带着深深的依恋，我们踏上了回家的旅
程，又骑行在那绿树掩映的道路上。远方，已是夕阳西下，一股
清风迎面扑来。这是一次毅力、体力、耐力的磨练之旅。我们追
求的是一种乐趣，
收获的是一份喜悦。
骑行快乐,快乐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