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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海拾贝
市实验小学
犹记得父亲他是爱写诗的，总是一番文
绉绉的的样子。小时，他总爱写上几首藏头
诗，考我的观察领悟力，偶尔也写上几首打
油诗，让我捧腹不止。随年龄增长，我也模
仿着古人，感时伤春，借景抒怀一番。用诗
意的眼光看待生活，一景一物便有了情趣。
诗歌，是文字的艺术呈现，是更高的审
美层次。五千年的传承，五千年的吟咏。在
综合性学习
“轻叩诗歌的大门”中，和孩子们
在诗歌的海洋徜徉，品诗、诵诗、写诗、赛诗
等环节，
诗海拾贝，乐趣无穷！
一下课，学生便走到我跟前说：
“ 金老
师，这节课你的表情可真丰富，简直可以做
成表情包了。”估计自己陶醉其中，忘乎所以
了吧。
课文中的元曲《天净沙·秋》我实在是喜
欢。自古文人多伤怀，每逢秋日叹寂寥。马
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一句
“断肠人在天
涯”，将悲情叹到极致。而白朴这首小令《天

净沙·秋》，前三句着力渲染出一派深秋凄凉
之景。 而后两句从凄凉寂寥之处走到生
机艳丽之处，是诗人乐观的情怀！最精彩的
是“一点飞鸿影下”，这灵动一笔，给原本萧
瑟的画面注入了鲜活的生气。白朴这首小
令《天净沙·秋》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无论写法还是构成的意境都有相似之处。
选择了秋天中的典型的意象罗列堆砌，以神
来之笔绘出了一幅秋日黄昏图，营造出一种
宁静、寂寥的氛围。
突然，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不妨让学生
也模仿着，选择意象堆砌，营造意境的方式
来写写古诗。古诗题目为《天净沙·咸宁之
秋》。那么，如何选取典型意象，营造画面感
呢？我让学生列举咸宁特有的，秋天可见的
景物。一生说
“竹子”。我提醒学生思考，竹
子一词看不出作者任何的情感，如果诗人乐
观积极，那他会写什么？生答“劲竹”
“翠
竹”；如果诗人有悲凉之感，那他会看到什

月光下的夜空
市实验小学
市实验小
学

金丽娟
么？生答
“老竹”
“断竹”。在这样的引导下，
黑板上罗列了体现悲的意象：断竹、落枫、残
桂、瘦菊、孤寺、独塔等；体现喜的意象：劲
竹、红枫、金桂、怒菊、高楼、香茗等。接下
来，就让学生先在脑海构图，再选择体现情
感的意象，按视角观察的顺序进行堆砌，水
平高点的可以运用动静结合的方法，完成
《天净沙·咸宁之秋》，不做押韵和平仄要
求。学生交上来的是让人欣喜的，虽然较为
拙劣，却已有意蕴之美。如学生饶盛尧写：
“七星潜山古寺，落蕊疏草断竹，一声晨钟悠
鸣。依山傍水，清风灯火人家。”学生林奕辰
写：
“竹林翠鸟怪石，圆月老树鸣蝉，一颗流
星掠过，
如诗如画，溪潺花曳柳舞。
”
教室里，课堂上，几只苍蝇萦绕电子白
板，触发白板功能，课件一片混乱，甚是恼
人。我突然想起“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
书”，念与学生听。让学生就这几只苍蝇的
变现，意欲何为，作诗一首。刚好，学过现代

静静地，
月光完美无瑕地撒落在浩瀚的夜空之中，
带来一丝丝缠绵的温柔。
夜是深沉的，
有月的眷顾，不言寂寞。
月是清辉的，
有夜的相伴，何谈空虚。
月光是轻盈的，
才有了浩瀚夜空的如此皎洁。
夜空是多情的，
才有了澄澈月光的飘渺笼罩。
诗《致老鼠》，应有异曲同工之妙。学生写下
这样的句子：
“这苍蝇可真好学，可惜投错了
胎，否则，一定是个人才”；
“ 关了老师的课
件，妙，真妙！在白板上画小花，强，真强！
气得老师火三丈。”学生交上一首首《致苍
蝇》现代诗，
童趣无穷，看得我忍俊不禁。
愿孩子爱上写诗，有一颗诗心，生活有
诗意！

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
陈普红

接到体育教师技能比赛通知时，我是
既高兴又感觉压力很大，顾虑重重。因为
自己在理论考试和片段教学上信心不足，
加上脚踝韧带损伤，让我在专项选择上都
有些怯场，当时的自己，除了失落，就是特
别无奈，但是总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
着我，又或许是我不愿留有遗憾，因为人在
年轻的时候，不会因你做过什么而后悔，反
而到你老了的时候，会因你没有去做，而遗
憾终身，所以我决定迎难而上，去迎接这次
教师基本功竞赛。
国庆节七天长假，我都没有松懈，没有
休息，早中晚各安排了一个小时时间来学
习广播操、武术操，看书看不进去，我就在
网上刷体育教师知识竞赛试题。我觉得处
境困难或许是对我的考验，又或许是为了
更好的磨炼我，天降大任，想成功，是不可
能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在我容易走神，
定不下心来的时候，我就拿笔和本来抄重
难点，记不住的知识点，我就用手机拍下
来，方便中午午托和闲时来记。脚伤没好，
就带着护踝进行恢复训练。那几天很充
实，但不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感冒，
让我很烦躁，也让我身心俱疲，当时的我除
了难受，感觉好无助，难道这一切都是命
吗？我是这么迫切地想准备好这次竞赛，
却躲不过这一劫复一劫，沉默了很久，也想
了很多，就在那时，脑海里闪过一句话“一
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是的，我
可以被毁灭，但是我绝对不会被打败的，我
不会放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能训练
了，那我就好好养病养伤，同时也可以好好
准备理论考试，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最终
我还是收获满满，成功了！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师傅，同时也非
常感谢组里每一位同事的帮助与点评，才
让我说课有了提升，真心地感谢他们。备
战的这些天，经历了刻苦训练广播操，武
术操，复习理论知识，然后就是组里为我
准备的说课环节，每次大家对我进行了指
导与评价。
在这过程中有过畏惧，有过伤病，有过
好多次想放弃，但是因为热爱，所以一直在
坚持，挺过来了，也让我渐渐地有了信心。
持续十多天的感冒刚刚好，我就开始了自
选专项项目跨栏练习，没器材我就用凳子
上放体操垫当跨栏架，下雨了，我就去羽毛
球馆练习，即使韧带损伤位置疼痛加剧，我
依然不愿意放弃训练，我当时就一个念头，
无论怎样的磨练和考验，我能行，这是一次
锻炼自己，挑战自己的机会，至于结果，对
我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在享受
这过程。
比赛当天，我看到了来自各县市区代
表队的体育教 师 ，高 手 云 集 ，但 是 我 一 点
都 不 怯 场 ，因 为 我 有 信 心 。 考 完 理 论 知
识，抽了说课内容，回到家里我就开始备
课。第二天五点半就起来背，上午考完专
项，中午回到家边吃饭边看说课稿，自然
而然模拟上课我也比以前自信一些了，最
后成绩还比较理想，但是我觉得人最大的
敌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不用跟别人
比，你要跟你自己比。所以你的努力，不
需要谁能够看到，只要你在坚持学习，你
在不断进步，不断超越。那种体育人拼搏
的精神和对体育执着的情怀，都值得我们
去学习和传承，也让我对体育的认识逐渐
升 华 ，每 一 个 体 育 人 都有一颗追梦赤子
心。因为热爱，
所以拼搏！

月光轻盈地划过夜空，
是为了在夜空中留下多彩的墨笔，
是为了在夜空中点缀斑斓的色彩，
更是为了在夜空中种下一份真诚与祝福。
夜空，
敞开胸怀，接纳月光的莅临，
将种种无言，
化作点点雨露，
星星点点地，
洒向大地中的万物，
引来无数惬意与欢笑。
许多感动的瞬间，
无法用言语去表达，
是因为彼此有太多的默契；
一切动人的故事，
无法用文字记录，
是因为故事背后有太深的梦境。
回首那些走过的路，
或荆棘满地，或宽敞径直，
能从中得到感悟才是关键。

——参加市体育教师技能竞赛有感
市实验小学

刘安平

时光催人老，
对影成三人。
珍惜已经过去的岁月，
岁月往往只留下割不断的回忆；
珍惜现在拥有的分分秒秒，
时光会如月影一般轻盈你左右。
在岁月摇曳的长河里，
每个人都会有愉悦与忧伤，
即便这世界如何拥挤，
都应学会嫣然一笑，泰然处之。

泉都文韵
quan du wen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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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汤和明
班主任：

数学老师：李秀英
数学老师：

敬业的“ 老黄牛 ”
市实验小学

美丽
班级

班级宣言：动起来,我们互助、
坚定、激扬!静下来,我们严肃、
刻苦、
认真!
教育理念：用爱心赢得学生、
用竞争带动管理、让班级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乐园。

我选择 我热爱
市实验小学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两年前，怀着一
腔热血，我来到了咸宁市实验小学，开始了
向往已久的教师生活。
在这两年里，常常有人这样对我说：
“做老师不错啊，高工资、高享受，一天就上
两节课，还有寒暑假可以休息……”每每听
到这些，我只能一笑了之，我明白：只有我
们自己才能体会这份工作的艰辛。
我们学校中年教师占大多数，这个年
龄段的老师，家庭的责任和担子更重更大，
但是老师们舍小家为大家，天不亮就来到
学校认真值班，努力工作，走廊里、操场上、
大门口、寝室内，到处都能看见他们的身
影。可以说，我们的学生，一天 24 小时都在
老师的关爱之中。有时上课和晚辅导赶到
一块儿，五六节课下来，口干舌燥，回到家
里，累得腰酸背疼、头昏脑胀，第二天一大
早，他们仍然精神饱满地来到学校，投入到
新一天的工作之中。
还记得上半年我们语文党支部争创红
旗党支部，接到任务的老师，没有怨言，没

胡沁芳

有托辞，不讲条件，不问报酬，夜以继日地
搜集素材，整理资料，常常是顾不得吃饭喝
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累了困了乏了，就
趴在办公桌上休息一小会儿。就这样，短
短的十多天，一本本装饰精致、内容完整的
资料就编辑出来了。我们语文党支部也成
功获得“红旗党支部”的光荣称号。这充分
说明了，我们实小老师们是敢打硬仗，敢打
苦仗的，是值得信赖，堪担重任的。的确，
朝六晚八的生活让我们不得不放弃很多。
但是，纵然这样，我们实小的老师也从未抱
怨过，在工作生涯中与优秀为伍，不断地努
力、奋斗，争做新时代的好教师。
在实小的两年，我是语文老师，同时也
是班主任，感谢学校给了我这个历练的机
会，让我更加稳重和自信了，也更让我对教
师这个神圣的职业有了最本质的理解：只
有爱，才能赢得爱。孩子们在教师节送来
的一捧捧饱含祝福的鲜花；课间操场上碰
到后一句句温暖的问候，授业解惑后对你
扬起的纯真笑脸，无不让我坚定做一名新

时代好教师的决心。
我们的老师没有豪言壮语，多的只是
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工作。是啊，这是个
平凡的世界，我们需要英雄、伟人，还有那
些真真切切、实实在在、能够不流于世俗却
无愧于自己良心的人！
我真正明白了：教师，固然有着别人无
法理解的艰辛，但，我们更有着别人永远无
法体味的幸福！李商隐在诗中写道
“春蚕到
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
人们常把教师
比作“红烛”，比作“春蚕”。在世人的眼里，
人民教师的职业似乎很悲壮！我要说：
“教
师，就应该是一面响当当的铜锣，声声振聋
发聩；
教师，就应该是一枚直上云霄的火箭，
载着心中的希望奔向灿烂的明天！”
一句话涌上了我的心头：我选择，我热
爱！我在心底发誓，既然我选择了这个职
业，我就要热爱这个职业，把工作干好，干
出成绩来，不求轰轰烈烈，但求踏踏实实；
不求涓滴相报，但求青春无悔！让我们争
做一名新时代好教师！

弘扬师者之风，做新时代的好老师
市实验小学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
期，做好教育工作，为国家和社会培育出更
多高素质、具有综合能力的优秀人才，是实
施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
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需要大
力弘扬师者之风，以师德为从教的基础，以
师能为立教的根本，以师艺为强教灵魂，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担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做
新时代的好老师。
首先，要拥有良好的师德。
“ 师者，人之
模范也。”在教育工作中，教师自身需要以德
立身，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亲其师，信其
道”，愿意接受老师的教诲，积极改进自己的
不足，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作为一名教育
工作者，我们要始终把师德放在首位，在工
作中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坚守精神家园，坚
守人格底线，为学生树立榜样，积极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中华传统美德，以良好
的师德风范，推动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其次，要不断提高师能。自古以来，我

甘倩

国就有“学高为师”的古训，作为一名教育工
作者，在实施教育活动时，自身必须要具备
丰富的知识技能，良好的教学能力，以及无
私奉献的教学态度和科学的教学方法，这也
是教师的基本素质。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们要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在工作中要切
实践行终身学习的理念，形成坚持学习的意
识，通过多种途径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丰
富自身的知识储备，积极完善自身的知识结
构，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及教学质量。
在教育工作中，用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学
识，为学生搭建起进步的阶梯。
第三，
要不断磨炼师艺。师艺，
指的是教
育的艺术和智慧。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不
仅需要担负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职责，还要对
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
促使其身心健康发展，
教师自身的教育水平与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要想做一名新时代
的好老师，不能只满足于做一名单纯传授技
能的
“教书匠”
，
而是要不断打磨自己的师艺，

致力于做一名智慧的、
懂得教育艺术的
“教育
家”
。在工作中需要时时心存
“教育家情怀”
，
秉承
“有教无类”
“
、因材施教”
等教育理念，
尊
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理解他们的情感变化，
包
容他们学习、
生活中的不足，
用自身魅力指引
学生不断前行，
做他们的指导者和领路人。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
话说的是教师实施教育活动的首要目的是
向学生传授做人的道理，其次才是知识技
能。因此，
我们需要加强自身建设，
拥有良好
的师者风范，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树立模范
榜样，
更好地开展教育活动。身为教师，
我们
不能把教书育人降低到只传授知识的层面
上。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从现在做起，
从自身
做起，通过不断的学习在思想上、政治上、文
化上充实自己，
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以
无私奉献的精神、
丰富的知识，
以及科学的方
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通过有效的教育
活动，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的健康
成长，
以及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张俊波

著名影星张嘉译走路非常有特色，走起路来有些驼背，摇
摇晃晃的。我们学校也有一位这样走路的老师，但他可不是
赶时髦、追星模仿，他跟张嘉译一样患上了强制性脊柱炎的病
症。这种病症其实是非常痛苦，既不能久坐，也不能久站，平
时要长期吃药打针，来缓解疼痛和控制病情。他就是我们学
校电视台的黄勇老师。
黄勇老师是 2000 年到我校工作的，当时安排担任学校的
电教教师，主要是协助学校重大活动的拍摄，他非常珍惜这份
工作，虚心求教，刻苦钻研摸索，自学计算机知识、视频编辑软
件，成为学校顶尖高手，在咸宁也有相当大的声誉，后因工作
需要，协助学校成立了金钥匙电视台，由他负责担任组长，独
当一面。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为人本分、言语不多，
但对待工作精益求精，无论是学生的跟踪摄像，还是学校的专
题片，
他都力求完美。
记得 2015 年，学校举行 50 年校庆，学校决定制作一部宣
传学校的专题片，时间紧、任务重，需要的镜头繁多。白天他
带着电视台的同志到档案室去找资料，大量的镜头要重新拍
摄，为了保证镜头的画质好，基本上他都亲力亲为，为了一个
镜头经常是弓着个腰或者趴在一个地方举着摄像机拍很长时
间。一组资料拍下来，本来弓着的背弓得更深了，白天高强度
忙了一整天，晚上在办公室编辑处理拍摄的镜头。为了一句
话、一段音乐、一个配音、一个口型，他不厌其烦地编辑，一做
就是凌晨一、两点。别人撑不住回家了，只有他依然在办公室
埋头苦干，靠着浓茶和烟硬撑着。实在抗不了疲劳，就趴在桌
上休息一下。
有一次，一位编辑想到一个主意，给他打电话，一连几个
电话都没人接，赶忙从家里跑过来，发现黄勇竟然累晕了。学
校领导闻讯立即要求黄勇回家休息几天，可是八点不到，他又
拖着疲惫的身体，
以特有的步伐来到学校开始工作。
加夜班对于黄勇老师来说是个常态。有一天半夜 12 点
多，黄勇从电视台加班下来，突然看见两个黑影正在爬楼，他
大喊一声：
“谁，想干嘛？”两个黑影一惊，跳楼下来，扭头看到
瘦弱的黄勇，胆子大了许多，手里拿着个东西朝黄勇走过来。
黄勇一边质问对方，一边大声喊值班的张老师。两条黑影也
许是听到张老师的回应声，赶忙调转头朝大操场跑去。黄勇
迈着特有的步伐只身追了过去，黑影听见了后面有了两个人
的脚步声，急忙翻过院墙跑了。张老师喊住了黄勇老师：
“算
了，追不上了，赶跑小偷就行了，你不该一个人追过去的，应该
等等我，要是他们有刀，你就危险了。”黄勇气喘吁吁地说：
“他
们应该没偷到东西，学校经费有限，购置器材不容易，不能让
这可恶的小偷偷走了。”
黄老师就是用这样的敬业精神热爱这份工作，用手中的
摄像机记录着学校和每个学生的成长过程，见证学校的发展
和孩子们的成长印迹，他很欣慰，也很有成就感。
这就是他，一位在平凡岗位上辛勤耕耘的老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