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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手班主任遇到“刺儿头”学生该怎么办？我是一个年轻
班主任，对于这样的学生是没有什么经验。刚接手这个班时，不
少家长对我这个年轻人充满质疑，我唯有自己扎实工作、虚心学
习，做好班级管理，让家长看到一个活泼团结、健康向上的班集
体，让家长放心地将孩子交给我。

时光荏苒，转眼间一个学期过去了，班级管理在我的努力中
慢慢走上正轨。但我们班有这样一个学生，他聪明，也愿意帮班
上做事，刚开始我对他的印象挺好的，然而在后来的接触中，我发
现他遇事非常焦躁，甚至老师说话也不听，有时候在课堂上为一
点小事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了课堂纪律。他的身体素质很好，力
气大，发生矛盾后喜欢动手，最严重的时候课桌也被他当成了武
器。那时，他并不把我放在眼里，课前课后经常有老师向我反映
过他的情况。我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他的事情。
道理也说了，批评的话也讲了，有半年的时间我感到身心疲惫，当
初踏上讲台的那种喜悦与热情被现实击碎，难道我一点办法都没
有吗？我质疑，我困惑，于是下定决心必须扭转这个局面。

我向周围有经验的班主任请教，将他们的方法一一记下
来。我去孩子家做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找孩子谈心，了
解孩子的内心想法并进行疏导。刚开始家长并没有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也拿孩子丝毫没有办法。尽管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孩
子在那段时间变化也不大，时不时还要闹腾一下。后来在和家
长的一次交流中，孩子的父亲说出平时对孩子管得少，他看到孩
子不听话后，就先动手打孩子一顿，所以孩子在学校喜欢动手，
这个脾气跟自己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有关系。孩子的父亲表示
要多跟孩子讲道理，多陪孩子，不能随便动手打孩子，多用家庭
的温暖去感化小孩。在疫情期间家长跟我说，孩子特别想回到
学校，渴望能和同学在一起学习。这可是原先厌学的孩子呀，他
从内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今年下半年复学后，这个孩子变化更令人惊喜，跟他讲道理
也能听得进去，学习上认真了许多，作业也能完成，课堂上少了
些闹腾和烦躁，课后没有了同学们逞强打斗。看到他的这些变
化，我格外高兴，班主任工作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走起路来步履
轻快，感到当老师做班主任特别有成就感，原来倾注自己的关
爱，不放弃也不抛弃，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这个孩子的变化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他也让我深深体
会到：当一个孩子内心坚硬的时候，不妨试着用爱这个万能剂去
融化一块冰。“三尺讲台育桃李，一片丹心绘青春”，让我们用时
间和汗水浇灌，用真情和爱心呵护，将青春献给教育！

每当风儿轻轻地抚摸着大地时，我都
能听到一阵阵悦耳的铃声。但那铃声是哪
儿来的呢？那当然是我的心爱之物—风铃
发出来声音啦！

风铃是我和一个朋友六岁那年一起帮
妈妈干活攒来的。当然，风铃也是我们精
心挑选的。

风铃的样子很独特，它的风铃口是金
色的，在风铃口下面粉色的波浪线上，一只
只美丽的蝴蝶围成一圈，舒展开轻盈的翅
膀准备起舞。蝴蝶的颜色是蓝色和粉色，
半圈蓝半圈粉，它们整整齐齐的，像是充满
了生命力。但风铃口的中间空空的，我们
总觉得缺少了点儿什么，于是我们就一起
做了一个粉色的蝴蝶结，藏在蝴蝶结里的
字母“WZ”是我们名字的首个字母，中间还
有着一个握手的标志。啊！这个风铃真漂

亮，就像仙女下凡时落下的精灵，住进了我
俩的心里。我们把这个美丽的风铃挂在我
家的桂花树上。

我们经常约着来看风铃，特别是在微
风习习的时候，我们更是喜欢来看风铃。
有时桂花正盛开着，风儿把桂花吹下来，还
把风铃当宝宝似的摇着，“叮叮当当，叮叮
当当……”那是风铃唱出悦耳的歌。那桂
花散发出迷人的香气，给风铃的舞台增添
了一番别样的韵味。这是多么的美！

但是在我八岁那年，我的朋友搬家了。
我见不到她啦。每当风儿再次抚摸着大地
时，我只能独自欣赏着风铃、独自听着她唱
优美的歌。当风儿再吹时，桂花再开时，那
美丽的风铃，就像她的化身，令我再次思念
她，思念我们一起美好又快乐的时光。

指导老师：张倩

假如我是一盏路灯，我为人们照亮前
途。

我站在路边，看尽了人间的冷暖。一
天早上，我看见一位没牙的、杵着拐杖的老
奶奶，左手提着一袋子菜，慢悠悠的走在街
道上。不远处有一群打打闹闹的孩子，老
奶奶刚走到那里就被一位小朋友不小心给
撞到了。小朋友们很快都跑过来把老奶奶
扶了起来，撞到老奶奶的小朋友红着脸给
老奶奶鞠躬道歉，老奶奶摸摸小朋友的头
说没关系。大家争着帮老奶奶提菜，扶着
老奶奶往前走。

一天，我正在为人们照明，突然，什么
东西砸到了我的身上，我定睛一看，居然
是一个足球。这个足球脏兮兮的，满身都
是泥巴。一群小朋友跑过来，在我脚下踢
来踢去，还有更过分的，他们用石头打我

头上的星星。这是一颗为人们照亮的星
星。我在心里大声的喊着：“快住手，把我
砸坏了，该怎么给人们照明啊！”这时候，
一位老大爷叫他们别砸了，要爱护公物。
我感激地望着那位老大爷。可是不知道
怎么了，这群小朋友不但没有停手，还跑
去打老大爷。老爷爷非常生气，马上给
110打电话，让警察叔叔来好好教育一下
这群孩子。

警察叫来了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家长
就不愿意了，他们说：“我们家孩子不就是
好动嘛，你跟几个没长大的小孩子计较什
么！”老大爷听了直摇头，嘟囔着：“从来没
有见过这么没有教养的人！”

人间有冷有暖，有善有恶，有好同样也
有坏。

指导老师：汤荣霞

假如我是假如我是一盏路灯一盏路灯
609班 赵艺涵

风风 铃铃
506班 王雨微

王小明老师成立名师工作室，我马上
报名参加，还被吸收为骨干成员，喜悦之
余，真不知能否胜任。第一次会议，为了
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工作室选择学习人
民教育出版社高时良译注的《学记》。

“《学记》有什么好读的？还不如弄一
本学科的书籍读一读！”我心里这样想
着。这本书买到手后，我懵了，居然是一
本关于2000多年前中国教育理论的书，
即便是译注版，对于古文基础不是很好的
我来说，读起来仍然相当吃力。

好在工作室要求大家每星期读几章，
并要做读书笔记，大家都认真阅读，读书
的氛围就起来了。不懂的地方，我可以读
慢点，并将关键的句子在网上查找释义，
大部分都能解决。慢慢的，语境生成了，

不用上网查，也基本能读懂了。
《学记》读完，知道了它是一本关于教

育教学道理的书。“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学，不知道。”“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
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
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一句句至理名言，穿越2000多年，仍然在
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中适用，真是佩服作
者对教育的深刻理解。

当然，我最佩服的一章就是第十八章
《善待问者如撞钟》，对这个题目，我开始
的理解是：当老师的，把学生当钟，老师用
力撞，学生就响，老师轻轻撞，学生当然就
不怎么响啊！于是，做老师的，要对学生
用心。这样理解，后来发现我真的错了。

第十八章原文为：善学者，师逸而功倍，

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
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
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
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
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
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这一章，我反复读了几遍，释义看了几
遍，然后对“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
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
此。”尤其佩服，看来，王小明老师一直引导
我们，让我们在课堂要设计出巧妙地问题，
用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这种层层递进的方
法就来自于这里啊！后面一句，“善待问者
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
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
反此。”则是理解的关键。谁是钟？谁是叩

者？显然，我开始的理解是，学生是钟，老
师是叩者，但是经过反复推敲，网上查阅资
料，其意思却恰恰相反。所谓“尽其声”，又
具有不“尽”之意，“一声未止”“又重撞击
之”，也意味着教学要关注学生，学生小问，
我们小鸣，学生大问，我们大鸣，我们教学
要围绕学生的疑问，一环紧接着一环，由浅
入深、由易到难，螺旋上升。

读过《学记》后，我觉得我以后会努力
去研究学生、研究教材，在课堂上由易到
难地设计一些问题，让这些问题引发学生
思考，最终“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

用问题让课堂层层递进用问题让课堂层层递进
——我读《学记》

市实验小学 刘勇华

名师导航

小路弯弯绕井冈，车轮滚滚越黄洋。
青山风光无限好，红色精神放光芒。9月
13日至19日，很荣幸能够与来自我市27
位各行业专家、学者一同参与由井冈山江
宣干部学院培训中心组织举办的国情研
修班学习，受益匪浅、感悟有三。

一、传承井冈山精神是我们的不竭动力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
篮，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初识井冈山，是
源于小学语文课本中《朱德的扁担》一文，
井冈山走出了伟大的毛主席，敬爱的朱总
司令，走出了多少中国革命的代代将星，才
以“天下第一山”、“中国革命的摇篮”著称
于世，积淀着中国革命历史的井冈山成为
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所有中国人
在血脉深处都能感知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和井冈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一名小学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在
接受这次去井冈山的学习任务时，满怀着

朝圣和寻根的心情，仰视井冈山，回首革
命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给我们留下了
不竭的动力和深深的教诲。

在井冈山干部培训中心的学习，无论
是专题讲座还是现场的体验式教学，都让
我震撼和激励！听唱红歌、看井冈丰碑、
瞻仰烈士陵园、参观博物馆、体验挑粮小
道、讲述黄洋界的炮声、八角楼的灯光
……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以坚
定的信念、艰苦奋斗精神，开创了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孕
育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
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
神，有不同凡响的感动和教育！

二、弘扬井冈山精神照亮我们前行之路

我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伟大
的时代？或者伟大的时代有什么特征？今
天明晰起来，就是时代有需要，人民积极行
动响应了这个需要，历史进程被深刻改变

的时代就是伟大的时代。中国革命斗争时
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井冈山斗争时期是
这个伟大时代的开篇，人民有矢志不渝坚
如磐石的信仰，有前赴后继为之奋斗不息
的共同目标，有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坚
强领导核心，完美诠释了“人民有信仰，国
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道理。

我以为，将井冈山等红色精神正能量
发扬光大，是决胜全面小康的有力保证之
一。此类红色精神既是党魂又是民魂，高
扬井冈山精神等能够教育人、武装人、引
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知行合一、万众一
心，用勤劳的双手托起伟大的“中国梦”，
为“中国梦”加油！

三、践行井冈山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

井冈山，我们用双脚去丈量不平凡的
征途，我们用心去感受战争年代的革命激
情，我们用歌声歌唱美好生活。研修班实
践教育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井冈”

两字却已深深刻入我的记忆。通过对井
冈山精神的体会和领悟，努力做井冈山精
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一是求真务实，勇
于创新。毛委员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中国革命才走上了星火燎原的崭新征
程。二是洁身自好，严格自律。“红米饭，
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的精打
光”。无论条件是否艰苦，艰苦朴素的革
命作风无论何时都不能丢。三是甘于奉
献，勤奋工作。把对党和教育事业的忠
诚、对学生的热爱转化为不竭的工作动
力，精心教学，立德树人。

一次井冈行，一世井冈情。穿越历史
的风雨，精神在传承中不朽。从昨天到今
天，从梦想到现实，井冈山精神终将成为一
代代共产党人心中不曾远离的记忆！“聚是
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句话常常萦绕在
我的耳边。今天一起研学，相互了解，回去
后加强联系，抱团发展，为振兴咸宁经济，
为湖北为祖国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传承红色基因 感悟井冈精神
市实验小学 王光虹

曾经沉醉过玫瑰的美丽；曾经憧憬过
郁金香的芬芳；曾经痴迷过桂花的玲珑；曾
经追寻过梅花的妖娆……但仍爱那朴素的
蒲公英。

记得幼时，初见一朵朵白色的，像一
支支棒棒糖的蒲公英，我从未见过那种样

子的花儿：又小又圆的绒毛，像锯齿的叶
子。我细细地端详了一下，便将它拔起，
凑起到鼻子旁仔细看，谁知一呼气，那些
个“小伞兵”全飞了出去，我吓了一大跳，
赶忙去追它们。可想而知，一个都没抓
着，我“哇”地一声哭了。母亲来了，摸着

我的头说：“孩子，蒲公英吹散了，就不能
恢复的，没事，你看还有很多呢。”我破涕
为笑。

三年级时，我大致地认识了蒲公英。
一次春游，我们在草地上野餐，看着餐布周
围的蒲公英，我笑着奔过去，随手摘下来一

朵，轻轻一吹，哇，“小伞兵”们借着风力，一
摇一晃地飞上了天空，消失了。

到了五年级，在语文课堂上，窗外竟飘
过来一个“小伞兵”！我很诧异，正值热天，
苍蝇都飞不进来，它竟然进来了！况且教
室在四楼，我一伸手接住了它，我深深地为
它这爱自由的心感动！

蒲公英虽朴素，但就像它的花语一样，
在那朴素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爱自由的心
啊！

指导老师：廖金莎

今年我们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往
年的春节，家家户户都挂着红红的灯笼，热
热闹闹，而今年成了连出门倒垃圾都要戴
口罩的状态，大街上也是冷冷清清。

在肆虐的病毒面前，逆行者们迎难而
上。84岁仍带队出征的钟南山爷爷，每天
睡3个小时与死神赛跑的李兰娟奶奶，身患
绝症仍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张定宇爷爷，还
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们选择了无畏与担当，
舍小家顾大家，用生命守护生命。

我的妈妈也是逆行者中的一员，她是
一名疾控工作者。除夕那天我们等着、盼
着她回老家过年，等来的是妈妈的电话。
她在电话中说要抗击疫情，单位不放假了，

不能回去过年了，让我带好妹妹。我心中
很是失望，随后的几天，新闻中播放了疫情
的信息，我的心里有些担心妈妈，不知道妈
妈在单位怎么样。打电话问她，她总是说
在单位，没事的，很安全。在我不断地追问
下，妈妈才告诉我，她坚守在防疫一线，进
行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的咽拭子采样工
作。她和同事们一起每天去采样，就像电
视里看到的防护服、护目镜、手套等防护用
品“全副武装”后进入隔离点进行人员的咽
拭子采集工作。在沉重的防护下，时间长
了，就会开始出现憋气、呼吸困难、全身汗
透，每一次“全副武装”都是一次身体极限
的考验。在采样过程中，护目镜、面屏里笼

罩着一层水雾，视线已经模糊不清，只能从
缝隙里看到一点点光线。为了看得更清
楚、采集得更准确，他们总是尽量离密接人
员更近一点。听完妈妈的话，我感到了前
所未有的自豪，我的妈妈了不起，在疫情当
前，挺身而出、逆行而上。我要发奋努力学
习，学好本领，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我
的时候，我也能像妈妈、还有许许多多的逆
行者们一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逆行者们也是普通人，他们拥有一颗
英雄的心！

逆行者们，你们是最美的，我向你们致
敬！

指导老师：孙惠明

致敬最美逆行者
603班 赵卿月

我是一只蜜蜂，一
只工蜂。我是勤劳的
蜜蜂。

我是花朵的伙伴，
采蜜制作世上最可口
的琼浆；我是“勤劳”的
代名词，24小时从不停
止工作。

在我的短短的8周
的生命里，我在不停的
采蜜。我爱我的家，我
爱我的身份，我爱这日
月星辰，花草树木，以
及这短暂而又不足为
奇的宝贵生命。

可这又有什么呢?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总有人记得我，我
是工蜂。

在清晨，我看见那喷薄欲出的朝阳，同我的兄弟姐妹，招呼
着每一朵花儿，沐浴于温和的晨光，跳着那动人的蜜蜂之舞，寻
找那甜美的花粉，不禁动情地想：“生活真美！”。绕过那古朴的
榕树，穿过那摇曳的花朵，经过一条清清的白亮的河，我看见了
我的身影拥有黄黑小袄的蜂！我是蜂！来到蜂窝又匆匆的赶
回，穿梭于青草地，来来回回爱上了这画一般的自然，美啊！爱
上这圈圈舞，激动啊！爱上了这份工作，辛勤啊！都为了蜜，甜
啊！甜啊！

夜晚，深蓝色的天空中，一轮弯月，它是灯，明亮柔和的灯，
几颗星星闪啊闪，这月色，多想让我唱“嗡嗡”歌，又怕打扰这宁
静的月色。我爱工作，我爱花粉，清甜，真是大自然的造作。它
是我们的珍馐，我们的佳肴。多么好的月色啊!蝈蝈唱歌，纺织
娘唱歌，我们也唱起了欢快的歌：嗡、嗡嗡！嗡、嗡嗡！花朵婆
婆起舞，这是一场夜的赴约。

时间，溜过去……蜜蜂不见了。
我们的琼浆——蜂蜜，被人们“拿”走，他们赞美我们，留下

《蜜蜂与蚂蚁》，转眼又“拿”走我们的珍馐，高价卖出去！
好吧，我们勤劳。一趟趟瘪着肚皮来来回回赶，可是仍然

不见我们的佳肴。我们真想还给他们对我们的“赞美”，可它不
会再索取吗？

这群饿死鬼抢走了所有的蜂蜜。
从那失去蜂蜜的那天起，夜的演出不见了，诗意不见了，日

月星辰，花草树木似乎不见踪影，每天行尸走肉般采蜜、酿蜜、
采蜜……像是接受一串代码的指令，千篇一律地工作。

春天走了，夏天悄悄的来了。
那是一个黄昏，那么的美，却又那么残忍。当火烧云只残

存一丝至天空时，我饿死了。
我不只是今天累死的，当蜜蜂不见的时候，我的心就死了。
我们蜜蜂的心，都死了。

指导老师：李丹

蜜蜂说
610班 陈赵阳子

用关爱融化一块冰
——班主任手记

市实验小学 付洁

我和蒲公英
513班 李墨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