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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梦想是火，
点燃熄灭的灯；梦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梦想是路，引你走向黎明。不要说,你没有
梦想。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勇敢追
逐梦想的民族。历朝历代的能人志士，怀
抱伟大梦想，不断奋斗,创造了数千年的辉
煌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为
了实现祖国富强的伟大梦想，无数炎黄子
孙前仆后继，奋斗不息。他们的心里都孕
育着一个梦想，一个国家富强的梦，一个民
族重新崛起的梦。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
则国强，少年有梦则民族有望，少年追梦则
国家昌盛。

在人生的里程里,你认为梦想是什么?
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苟
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还是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我觉得梦想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 它不一定要听起来要多么宏伟,
多么高尚,只要是你真正想实现的那个目
标,只要是正确的,就可以叫做梦想。

从小到大每个人每个阶段的每个梦想
都不一样，童年的我想做超人拯救世界，想
成为机器猫能拥有一扇任意门和竹蜻蜓，
渐渐长大后梦想也逐渐趋于现实，青年时
代曾梦想成为一名空姐，整天幻想自己拉
着箱子穿梭在机场，无奈自己长不高呀，后
来看盗墓电视剧看多了又想成为一名考古
学家，去挖掘宝藏，奈何智商有限呀，成年
工作后我才抛开那些所谓的不现实，想实
实在在地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说来也
巧，或许是种缘分，我与这教师的岗位结下
不解之缘，回想之下我的爷爷奶奶是人民
教师，妈妈是人民教师，就连我的爸爸以前
也是教师，如今我也步入了这个像是带有
基因似的职位，实在是感觉人生的神奇。
也许是受到家庭的影响让我觉得教书育人
是件很伟大的事情，就像是父母给予了我
们宝贵的生命，而老师这个职业就是你生
命的第二孕育者一样。

刚入校时，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黄毛
丫头，我深知自己不足，在寄宿部的日子里

老前辈们悉心指导我，学校的每个老师都
笑脸相迎，让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记
得初带一年级的孩子，还不知如何处理事
务，是老师们教会我以组织教学为主，培养
孩子的好习惯，抓住孩子的心理来尽可能
地掌握好课堂的节奏。我也跟孩子一样每
天都在成长，每天都在吃前辈们的营养
粮。但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我还
远远不够，古人说过：“成大事者，必先苦其
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我知道,追逐梦想的道路从来不会是
一帆风顺的,但只要不懈的努力,总会到达
理想的彼岸.只有经历风雨才能看见彩虹，
我正在努力的走向通往彩虹的路上。为了
我的青春梦，我必须虚心求教，耐心求学！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青春如梦,岁月如歌,时不消逝,何能
复得?它需要我们用心灵和智慧去诠译,它
更需要我们用勇气和自信去充实。亲爱的
老师们,让我们振动梦想的翅膀,迎着风起
飞吧!

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有哪些方法
可以让孩子们乐学英语、会学英语、擅用英
语呢？著名教育教叶圣陶先生说过：教学
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这也是我身为
一位小学英语教育工作者一直以来孜孜不
倦的追求。

一、关注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持续性
发展。

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是小学英语
教学工作的首要任务，但光靠唱歌做游戏
不能培养学生持久的兴趣，新鲜劲儿一过
学生就会感到厌倦，所以唱歌、游戏应该作
为小学生学习英语语言知识、技能的一些
手段，而不是培养持续兴趣的手段。我们
可以采用多种手段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成就
感以推动他们学习兴趣的持续性发展，如
在学生记忆力强的时期多记单词，掌握语
言学习规律，尽可能多地创造模仿的机会
提高学生的语音和语调等等方法。在英语
学习中，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是可以
互补的。我们应该真正做到听说先行，读
写跟上。光听说不读写，很难收到高效。
只靠模仿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很难
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所以我们应当帮助
学生踏实认真地、循序渐进地进行英语语
言学习，树立起他们能学好英语的信心，培
养他们的成就感，推动他们学习兴趣的持
续性发展。

二、灵活创设情景帮助学生理解，提升
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

作为一名小学英语教师，尤其是低年
级英语教师，如果仅满足于对单词、句型的
概念化的解释和程序化的分析，而不求助
于情景的感染和形象的描述，就会使课堂
语言平淡、气氛沉闷，学生不能全身心地投
入英语学习中，那么，学生原有的兴趣和想
学好英语的良好愿望很快就会丧失殆尽。
所以我们应该多多吸收直接教学法的长
处，重视情景教学。

低年级孩子年龄小，缺乏知识和经
验，抽象思维不够发达，形象思维占优势，
具体的、直观的形象最能引起他们的注
意。在教学时，我通常采用的直观情景有
实物、图片、头饰、玩具、简笔画。如在教
授学习用品 pen、pencil、book、ruler 等
单词时，直观的实物出示尤为重要，只有
通过直观的演示与比较，学生才会迅速领
会掌握；这样排除了母语作为中介，从而
促进学生逐步利用母语的心译过程。同
时，教师正确的肢体语言也是重要一环，
教师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一个个实实在
在的直观情景，伴随着老师讲话而产生的
语气、姿势、表情，有着强烈的解释性和提
示性，它不仅有助于老师更准确更生动地
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也是排除母语为
中介，把事物与英语直接连接的有效手
段。

三、尊重每一位学生，以“爱”换“爱”。
小学英语教学，除了教师要讲究课堂

教学技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
是让学生喜欢英语老师。小孩子有这样的
特点：他喜欢这位老师了，就会喜欢上这位
老师的课。那么怎样才能让学生喜欢我们
喜欢上我们的课呢?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
首先要做到“爱生如爱子”。公正平等地对
待每一位学生，不管他们学得好坏，一视同
仁，一如既往地让他们参与到课堂学习活
动中来，更要不厌其烦地关照学得慢些的
学生，让他们感受到被重视被关爱的滋味，
防止他们产生厌学心理。久而久之，他们
也会像其他学生一样逐渐喜欢上英语老师
并喜欢我们的课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相信只要我们
时刻不忘心中梦想，不断探索与研究，定能
搭建起那座与孩子心灵最近的桥梁。

一节课的感悟
市实验小学 付玲燕

今天听了顾老师一节组内课：《不进位加法》。顾老师年纪
轻轻，上课却是老到稳重。我感慨团队力量的伟大。身处这种
大环境中，只要肯学习，成长还是很快的。顾老师上课流程顺畅
自然，细节处理细腻周到，课堂管理挺好。可能也跟这么多老师
到堂听课有关。自己好久没感受过这么安静有序的课堂了。自
己两个班纪律较开学有很大改善，但是师生之间还是有陌生感，
配合不默契。两周了，一百多个孩子姓名都没记全。还记混，两
个班串来串去，苦恼不已，更谈不上专注于教学享受课堂了。甚
至有些不愿意上课。

当然也有温馨温暖的时候。让我有坚持下去的勇气。207
班的聂子荃个子小小的，一到下课就走到我面前跟我讲话。声
音小小的，时不时问些问题。上课端端正正坐那里。孩子越小，
对老师越是依赖，我需要有耐心。今天中午到校门口，远远看见
门卫在那里。赶紧一摸包，试着去翻找工作牌，忘记带了。正犯
愁怎么应付过去，硬着头皮往门口迈时，一个孩子蹦过来喊：“付
老师好。”这仿佛就是最有效的证明——我是实验小学的老师。
我如释重负地笑了笑，朝保安点了点头，保安微笑着放我进去
了。到现在都没搞清楚是哪个班的哪个孩子。所以对于孩子，
我也是心存愧疚，不知道每天忽视多少个他们。

如果说以上是个别学生对老师的爱。那么接下来就是学生
们对老师们的爱了。这种爱，让你让我充满对教育的执着与向
往。让你带着幸福，带着孩子们一路前行。教师节那天早上一
进办公室，发现好多老师办公桌上堆满鲜花。心羡之余，也是一
份坦然。安慰自己：得之少，是因为付出之少。毕竟我刚来乍
到。连孩子都没认全的。连个称职的科任老师都算不上。甚至
有个迷糊孩子把个手工礼物误送给我了。我淡定地退还给班主
任老师。没有任何消极想法。而当我到207去上课时，一进教
室孩子们就围上来，纷纷递着花，抢着说：教师节快乐，付老师。
我都不好意思了。一张张稚嫩的脸，一支支清香的花，我内心一
片茫然：这是哪个孩子？这又是哪个孩子？当我被孩子们包围
时，我才发现我好幸福。也才发现自己是渴望被学生爱，被家长
认可的。而且我也不再苦恼孩子名字记不住记混了。在对他们
不断说着谢谢谢谢的同时，内心一遍遍对自己说：我爱你们，孩
子们。我将全力以赴地去教你们，去爱你们！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明白
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
就不明白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没有
拥有过，就不明白其中的纯粹。这种纯粹
的快乐，这种快乐的艰辛，就是我的支教生
活。

时光如梭，转眼已经结束了我的一年
支教生活。又是一路风尘仆仆，又是一
夜星光灿烂，又是一味苦乐酸甜，在那
里，我学会了许多未曾学到的东西，而这
一切将使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受益
匪浅。在那里，我们苦过、累过，却依旧
笑着；我们迷惘过、徘徊过，可依旧坚持
着。

记得第一天走进玉泉校区，那是新做
的教学楼，教室里雪白的墙面，一切都要从
头开始，整个教室里外全部要重新布置。
于是不记得多少个日夜加班设计版面，剪、
贴、画······为了赶在孩子们入学前，营造
一个温馨、美好的环境，常常加班到晚上十

点多才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别具一格的
教室布置，丰富多彩的走廊文化，让整个校
园焕然一新。当看到孩子们走进校园的第
一天，走进教室的那一刻，那种洋溢在脸上
的幸福与快乐，那种天真灿烂的笑容，瞬间
让我觉得一切的辛苦和劳累都是值得的，
幸福与快乐溢满全身！

第一天开学，面对这些新入学的孩子
们，感到了肩头沉重的责任。这些孩子
们大多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家
庭教育跟不上，家校合作存在很大问题。
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也不太关心。有些孩
子甚至都没有上过幼儿园，不知道上学的
基本规矩。为了让孩子们能尽快地进入
状态，我只好坚持一遍又一遍地教他们该
怎样坐着上课，该怎样排队······嘴巴说
干了，喉咙哑了，生病了也只有坚守岗
位。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切的付出是值得
的，看到孩子们能安安静静地坐着上课，
排着整齐的队伍做操、放学，开心快乐地

在学校上学，心中比蜜还甜。所有的辛
劳锻炼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的潜力，同
时也增进了师生的感情。记得有一天早
上，我刚走过教室，突然感到一阵心绞
痛，眩晕，无法呼吸，整个人支撑在讲台
上，差点倒下去。孩子们发现了我的异
常，纷纷上前来扶住我，给我倒来杯热水
喝下，几分钟后才慢慢好转。看到孩子们
焦急的表情，我的心是热乎的。从那以
后，每天早上总有些孩子给我带些好吃
的，并认真地对我说：“老师，你要多吃点
东西，再也不要生病了！”看着孩子们天
真无邪的眼神，听到他们诚挚认真的话
语，我的眼眶湿润了。多么可爱的孩子，
多么感人的场面！

在这一年里，我把自己在实小几年的
工作经验全部用上了。感谢学校为我提供
支教锻炼的机会，在新的学期我重返校园，
我将以新的面貌投入到工作中。难忘支教
时光，难忘我的别样人生！

一路上，迎着朝阳行驶在通往目的地
的路途上，心情格外轻松。冬日的阳光显
得明亮温暖，透过朦胧的薄雾，照耀着树丛
和大路，树丛是那样的丰盈和茂密，大路是
那样的宽广和漫长。透过车窗照在脸上，
让人看上去像醉酒一般，红通通的。

都说外面的天空更灿烂，都说外面的
世界更精彩，迈开脚步，海阔天空，碧海青
天，五彩斑斓。如今，旅行在风一样的日
子，所有的眷恋都随风流动、摇曳。不用太
多的语言，不用太多的表述，整个车箱静得
出奇，人们仿佛全都醉了，醉在那个无人的
清晨，醉在那个浅浅的冬日。 走进这座文
明而清新的城市，宽敞干净的大道，错落有
致的林荫小径，古朴典雅而又具现代文明
气息的建筑群，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让这
座二十年前来过的城市变得更加亲切。繁
华似锦的城市末端，就是那片熟悉的绿草

地，曾几何时，在那个风华正茂的青春时
代，一群热血青年带着梦想来到这里，用一
片片真情编织一个个美丽的传说，在这片
深情的土地上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回忆。当
年那片一望无垠的绿草地依然静静地躺在
那儿，一年一年，花开花落，四季轮回，如
今，物是人非，往事只能当成故事记忆，成
为永远的回忆。往日那座绿草地相拥着的
洞庭湖边的孤岛，而今成为人们旅游观光
的景点。广袤的绿土地中间多了一条大
路，或许一直就有那条大路，只是时间太久
慢慢忘怀了。大路两边长满了高高的芦
苇，微风轻轻吹过，芦苇花丝随风荡漾，散
发出阵阵乡情，让人兴致盎然，浪漫情怀油
然而生。

十分钦佩那些打造精美绝仑景点的能
工巧匠，因为他们的精雕细琢，让游人忙得
不可开交，手机拍照，不愿错过每一片风

景，成片的杨柳倒垂水边，绿影婆娑。精致
的小桥架设两岸，宛如马致远著名的小曲
《天净沙·秋思》所描述的一样，那枯藤，那
老树，那昏鸦，虽然有些给人以凄凉的感
觉，但小桥流水却能让人感受到一份幽雅
闲致。

傍晚时分，是返程的时候，那个孤独的
站台，人烟稀少，三三两两。夜风呼呼而
过，凉飕飕的，让冬日里多了一份寒冷。远
望这座美丽的城市，总想在临走前给这个
浪漫的城市留下一丝回忆。天黑了下来，
我仿佛被这漆黑的夜包围，身处变化莫测
的都市中，人生际遇跌宕起伏，“风来疏竹，
风过竹不留声；雁过寒潭，雁去而潭不留
影”，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在黑夜为我掌灯，
可谁是那个为我掌灯的人？

如果人生是一杯酒，我将为她醉。感
到疲惫的时候，不妨抽身世外，找一个外出

的理由，带着从容与淡定，去寻觅一片属于
自己的天空，那里，天高云淡，鸟啼清脆；那
里，百花烂漫，鲜花傲放。此情此境，让人
痴，叫人醉，醉到深处人方休。

如果我为你醉，那一定是一份别样的
美丽，如果我为你醉，那一定是一份厚重的
拥有，如果我为你醉，那一定是一份温馨的
记忆。试问漫长的生命之旅中，倒底有谁
为我醉，我又能为谁醉？

耳边响起孙露的《心醉》：“220;已经走
得好疲惫，风，在耳边吹，声声吹，声声让我
心碎，只想自己喝一杯，让风陪我醉，忘记
所有是是非非……”

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如果我为你醉
市实验小学 刘安平

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

市实验小学 谭艳芳

让青春与梦想齐飞
市实验小学 舒子樱

于细微处，做高大的事
市实验小学 金丽娟

2011年，大学毕业前夕，在国培教育的大趋势下，我和另一
个女大学生被派遣到通山燕厦中学支教。在那里，我在心中种
下了一个教育梦，播下了一个热心教育事业的火种。燕厦是一
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住在一个四面都是墙，里面一张木板床，
由老教室改造成的寝室里，一个水桶一个脚盆就是洗手间，茅厕
在寝室后面很远地方孤零零地站着。山里的孩子是纯洁的，山
里的果子是他们送给我最温馨的礼物，临别之际，他们为我策划
了一场盛大的烛光晚会，在感恩的节目中逼出了我的眼泪。那
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在意的事业他们却充满感激；我并不
乐意前往的地方，也有孩子的梦和远方。在我身上，承载他们的
成长的期望。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教师，是筑路的人，建
筑在成长之路的最初一段，质地与方向，都关系路的前方；教师，
是育苗的人，培育在成长之树的最初阶段，根茎与枝干，都关系
树的命运；教师，是造梦的人，建造在人生观、价值观开始的地
方，梦想与信念，都关系腾飞的高度……

2013年2月，多么幸运的我考进了咸宁市实验小学，这么
耀眼的标签，这么美丽的校园，这么神圣的地方。我终于实现了
自己的教育梦，我将毕生坚持的事业。一学期，从2年级到5年
级的跨越。我惶恐。担任二年级语文的我，一边疯狂听取师父
的课，学以致用，一边极力锻造自己，让并不幽默并不爱笑的自
己变得可爱一点，音调孩童一点。担任五年级语文教师的我，面
对一帮大孩子，我一边听课，一边绞尽脑汁试图挽救“后妈”的疏
离感，下课赖在教室不走，跟女生聊八卦，跟男生扳手劲……一
学期下来，我听课多达60节。多少个日子，踏清风而来，踩星辉
而归。勤奋的人总是被上天眷顾的。下半年的编制考试，面试
说课的内容居然就是我磨了很久的课《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
的》，烂熟于心的我顺理成章说课第一。初上讲台的我，先后拜
了四位师父，从四位师傅那，我明白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应该立足
于课堂，实现于课堂。教育之根就在课堂。台上十分钟，台下十
年功。功夫更在课堂外。要想课堂上得精彩，就得在课堂外准
备充分，才能打造理想课堂、高效课堂。行走在课堂内外，才能
实现教师的专业成长。

如今，我已经在三尺讲台上跨过了六个春秋了。沉淀了激
情，消退了惶恐，教育的思考也换了主题，从如何教书到如何为
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授业”是最简单的一步。
我反复思考，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当传何道，当解何惑？我
是这么理解的。传优秀传统之道，振中华文化自信；解三观品性
之惑，扬中华美德之风。从一年级开始，我便布置爱的作业，开
展感恩教育；讲历史国耻，激发爱国之心；讲大我精神，形成友爱
的班集体；讲目标志向，做有理想的人；讲志趣情商，做身心健全
的人……“身正为范”，我也不停地锻造自己，首先，做一名善良
的人，有仁爱之心。突降暴雨，我将雨伞让给值日晚归的学生；
烈日炎炎，我将顺路的学生捎带回家；夜幕降临，我将偶遇的腿
脚不便的学生送回家；倾盆大雨，我将艰难前行的老人送到车
站；探亲旅途，我将路中哀鸣的受伤的小鸟转移至草丛……其
次，做一名丰富的人，有内涵之蕴。国学经典融汇圣人哲思；“水
浒”“三国”赏英雄豪气；唐诗宋词，领略情义山水；喝一口茶，茶
中参禅；插一束花，花中审美；泼一笔墨，墨下山水，自有门道
……像一块海绵，沉浸其中，快意吸收。最后，做一个品正的人，
三观健全，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坚持正能量，于物欲横流的潮流
中，守得住心中净土，常常三思己过，不做刚愎之人。

新时代，新要求，新时代的老师肩负更高的使命，更重的担
子。“教育兴国”“教育强国”需要好老师；“少年智、少年富、少年
强”需要好老师；“文化振兴”“文化自信”需要好老师。在新时代
的钟声里，我问自己：我是个好老师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
是那么的平凡，平凡地做好叶的事业，期盼着花的鲜艳；我只知
道，我是那么普通，普通地做好每一件细微的小事，期盼着能成
就学生的高大。我多么希望，若干年后，翱翔云间的雄鹰会说，
感谢曾经一股风，给了我直击九天的力量；峭壁挺立的苍松会
说，感谢曾经的一股风，给了我选择高处的智慧；哪怕遍地的小
花小草，他们会说，感谢曾经的一股风，给了我立足脚下土壤的机
会……那么，就让我这么平凡普通地，于细微处，做高大的事吧！

支教支教，，别样人生别样人生
市实验小学 汤荣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