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班上，有一些特别需要老师关注的
孩子，他们由于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等原
因导致学习效果不明显，进步缓慢。在传
统印象里，有时他们会被忽视。但是不论
是从学习成绩的“木桶效应”还是从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更需要
被关爱的群体。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
面去关爱这些后进生呢？

一、实际入手，走近后进生
优秀孩子的优秀总是一样的，后进生

的问题却总是各不相同。毛主席曾说过：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了解后进
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帮助他们的第一步。
我所带班级中就有一个学生，他不论什么
学科总是轻言放弃，就连体育活动也不愿

参与。在我深入调查后发现这个孩子父母
平时工作繁忙，对孩子疏于关心，即使偶尔
在家，对孩子也是非打即骂，孩子感受不到
家庭的关爱，因此对一切学习或活动都消
极对待。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后，我对症下
药，慢慢地让学生找回了自信，重新建立了
学习的信心，逐渐有了好的变化。通过这
个学生的例子，我更加明白从实际出发，走
近后进生的内心是如此重要。

二、尊重理解，寻找闪光点
古人云：“教者也，长善而救其失者

也。”因此老师在教育过程中要善于捕捉后
进生的闪光点，帮助他们建立自信，进而爱
学善学。法国教育家卢梭也曾经说过：“表
扬学生微小的进步，要比嘲笑其显著的恶

迹高明得多。”我在教学实践中就发现有个
学生不愿举手回答问题，平时也不愿参加
班级组织的活动，但是这个孩子每次碰到
老师都会主动问好。看到这一点后，我首
先表扬她的礼貌待人，进而鼓励她在平时
课堂和班级活动中也要大胆表现自己，慢
慢的她开始变得活跃起来，课堂中总是第
一个举手回答问题，学习积极性也显著提
高。通过这件事，我发现每个学生都有他
们的闪光点，不能唯成绩论，以闪光点为突
破口帮助后进生树立信心，改善学习方法，
并取得长足进步。

三、家校合作，携手共进步
人们常说：“家校合作齐努力，共育英

才成栋梁。”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进学校

后教育大事就可以省心了，其实不然，老师
负责校内的教育，八小时之外的教育还需
要家庭的参与，两方齐心协力，共同陪伴孩
子成长，后进生们才能更快更好地改变。
学校与家庭任何一方对后进生的教育都极
其重要，老师在学校引导后进生改善坏习
惯，假如到家重回原样，那么后进生的改变
之路将会变得困难重重。只有老师在学校
努力，家长在家里接力，老师和家长紧密协
作才能事半功倍。

都说爱一个好学生不难，因为他们本身
就讨人喜欢，爱一个后进生才是对老师最大
的考验。在老师的眼中，不应该有好坏学生
之分，每一个学生都有他们的特点，知人善
教，这样才能帮助后进生走向美好的未来！

如何关爱后进生
市实验小学 周玲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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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本《给教师的建
议》，曾经陪伴着、现在也还在陪伴着无数
人反思、探索教育的真谛。今天，当各种新
奇的名词、概念和术语充斥着教育理论界
的时候，我们重温这本书，就会发现这位身
处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家依旧没
有落伍，当代教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这本
书都已经进行了探讨。在不同的国度从事
着基层教育工作的教师们，正在面临着许
多困惑，而这位前苏联教育家给了我们很
多的启示。读书，是一次与大师的对话，与
智者的交流，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之旅。

话题一：教师如何通过阅读获得自由
时间？

“如果你想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想使备
课不成为单调乏味地坐着看教科书，那就
请读科学作品，要使你教的那门科学原理
课的教科书成为你看来最浅显的课本。”我
们经常感觉到教师工作繁忙，时间从哪里
找？书中谈到的方法就是“阅读”，要天天

看书，终生以书籍为友。的确，作为教师的
我们要不断地阅读，才能填充自己知识的
海洋。在不断阅读过程中教师的理论知识
有数量上的增加，随之就是量变带来的质
变，衬托着教科书的背景越广，作为教育技
艺基础的业务品质就表现越明显。老师在
讲《排列》时，他所想的主要不是排列组合
的知识，而是学生，他观察每个学生怎样学
习，哪个学生遇到什么理解、思维和记忆上
的困难。他的课程可以更多的时间关注学
生，倾听学生。

话题二：如何发展学生的思维？
“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好比是在世

界图景的空白处放下砖块，而世界图景则
是学生根据阅读和早先获得的其他知识
在想象中已经形成的。”在课堂中，我们经
常启发学生先提出问题。学生经常提出
的问题都是：是什么？为什么？在众多的
问题中都是从为什么开始的，学习中提出
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很多事情学生

都不明白，作为教师的我们要善于启发学
生表达自己的不明白，因为不明白的问题
越多，想知道的愿望就越明显，接受知识
的敏感性就越强。学生只有用脑子思考
时，学习的东西才能巩固。学生仅仅对于
材料感兴趣，由于想认识、思考和了解而
阅读越多，他就容易记住必须牢记不忘的
材料。

话题三：教育工作中“最硬的核
桃”——困难学生的工作如何做？

“困难学生所读的和在周围世界所看
到的东西中，应不时出现某种会使他们感
到惊奇和诧异的东西”。书中提出，最有效
的办法就是扩大阅读范围。尽量让学生多
读一些东西，挑选一些用最鲜明、有趣和吸
引人的方式阐明概念、结论和科学特点的
书籍和文章，供他们阅读。应当让这些学
生对周围世界的事物和现象尽可能多的产
生疑问，带着问题进入课堂。“大脑半球皮
质的神经细胞萎缩、怠惰和虚弱，可以用惊

奇、诧异来治愈，正如肌肉的萎缩可以用体
操治愈一样。”在惊奇、诧异的时候，就会有
一种强的刺激在起作用，迫使它加紧工作，
阅读唤醒了思想。学生的学习越困难，在
脑力劳动中遇到的困难就越多，它就越需
要阅读，就像感光力弱的胶卷需要更长的
感光时间一样，成绩差的学生智力也需要
更明亮和更长时间的科学知识之光来照
耀，不是补习，不是没完没了的督促，而是
深入阅读。

这本书中，解决有关学生很多问题的
办法就是——阅读。特别强调，任何爱好
如果不触动思维、内心、灵魂，就不会带来
益处。对于书的爱好应当成为首要的爱
好。书——是学校，应教会每个学生在书
的世界里旅行。

早在年前，略有耳闻，新学伊始，师兼
主任。将信将疑！

农历乙未，本命年也。时维三月，天降
大任。亦喜亦忧！

所谓“主任”，实乃班主任也。切莫偷
笑，“官位”虽小，牵肠挂肚，魂牵梦绕，不足
为奇！略举一二，便可方知！

三月下旬，学校组织，师生响应，一条
巨龙，声势浩荡，前往武汉，逛武大，赏樱
花，游乐园，看电影。学生乐不思蜀，老师
身心俱疲。路途遥远，为了消除无聊困倦
之感，为师我率先唱起一支歌，调节气氛。
虽然五音不全，毅然献丑取乐。学生兴趣
盎然，歌声响彻耳畔，笑语此起彼伏。流行
歌曲《驿站》、《小苹果》将气氛推至高潮。

关键时刻，按下快门，记录下一张张天真无
邪的笑脸，勾勒出一幅幅温馨甜美的画
卷。不知不觉，已至名校，武大之名，无需
赘言。恰逢当日，游客满园，置身其中，犹
如沧海一粟。此时此刻，学生安全乃燃眉
之急，所带学生，四十有余，稍有不慎，后果
不堪设想。前余欢喜，荡然无存，责任重
大，倍感忧虑。情急之下，急中生智。遂编
口号：手拉手，排好队，紧跟大家不掉队。
事实证明，口号虽拙，效果甚大：走路井然
有序，赏花怡然自乐，进餐有条不紊。

万达影院，激情无限。偌大楼层，其间
穿梭，几个来回，我已口干舌燥，筋疲力
尽。然而学生依然激情四射，毫无倦怠。
本想停下，休憩片刻，可是小雯的一句：刘

老师，吾怕，尔陪我等可否？言毕执吾手不
放。眼神期许，顿觉肩上使命重大。如是，
吾等众人，心潮澎湃地享受了5D科技电
影，参与了刺激斗魔，体验了超炫飙车，纵
览了楚天胜地，感悟了自然力量，遨游了奇
妙星际。时间尚短，流连忘返，众人回味无
穷！归来途中，疲惫悄然而至，学生闭目养
神，亦或进入梦乡。偶尔窃窃私语，貌似意
犹未尽。环视小童，莞尔一笑，心之所系，
亦喜亦忧！傍晚时分，校门巷口，家长相
迎，笑容可掬，连声道谢，携子而归。观其
所言，察其所语，不甚满意。奔波一天，纵
使疲惫不堪，我亦心甘情愿！

四月有余，运动场上，个个身手矫健，跃
跃欲试。无论单跳、双跳抑或长绳跳，一绳

在手，尽显风采。赛前选拔，尤其重要。扬
长避短，择优而定。于我，不求名次，重在参
与。尽力而为，开心就好。然而，学生不以
为然。课下苦练，力争上游，进取之心，实在
难得。值得一提之事，即是选拔之举，让我
惊喜不已。原本平时顽皮之人，运动潜能，
竟超出想象。不免自责，独缺慧眼。为未
能早日发现其闪光点，深表遗憾。然心中
暗自窃喜，还好为时不晚，想必来日方长，
定会惊喜不断。论运动健儿，其当之无愧。
然且喜且忧。谈品学兼得，其望尘莫及。

往事悠悠，时常回味。既为一班之主，
压力不可小觑。各种繁杂琐事，必定亲力亲
为。其中滋味，亦喜亦忧。未来之路，任重
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喜亦忧一人生亦喜亦忧一人生
市实验小学 刘晶

阅读改变生活
——读《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有感

市实验小学 朱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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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劳动，让人类历史走向文明；
劳动，创造了人类美好生活；
劳动，铸就中国梦！
中华民族是勤劳淳朴的民族，古有神话《愚公移山》《大禹

治水》《精卫填海》。愚公不畏艰难，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帝而
将山挪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大义凛然、不畏劳苦，最终让
人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精卫为阻止大海继续吞噬无辜生
命，立志将大海填平。

我国很早就有记载有关劳动的诗词：《论语·微子》记载“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唐代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宋代辛弃疾的《清
平乐·村居》“大儿鋤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
头卧剥莲蓬。”这些著名的诗词生动刻画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赞美古代人民辛勤劳动，挥
洒汗水，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时代，中华民族经过五千
多年的奋斗与磨练，铸成了勤劳的优秀品质。新中国成立短短
的7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穷二白”、“民不聊
生”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自主研制的载人潜水器“蛟
龙号”，深动展现了下五洋捉鳖”的磅礴气势。“探月工程”实现
了“上九天揽月”的壮志豪情。今天，中国人民拥有的一切，凝
聚着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浸透着中国人的辛勤汗水，蕴含着中
国人的伟大牺牲。只有劳动才能铸就中国梦。

革故鼎新、自强不息。正如习爷爷所说：“中国人民是具有
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我们的生活正全面步入小康社会，伟大
的梦想召唤着我们以更加拼搏的姿态去劳动、去创造。我们要
练就好身体、学习新知识、掌握真本领，全身心投入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指导老师：汪菡

在平时的教学中，学习内容大多是不
征求学生意见的，直接要求学生学习，学生
是被动学习的。学生如果没发现立竿见影
的作用，学习积极性就不高。而且我常常
碰到学生问，这个软件学了有什么用，有时
自己回答得都很牵强。怎样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也是我想在新西兰学习的一个
内容。

在新西兰访学期间，我重点关注了他们的
教学模式。在fendalton open-air school
访问时，我们看到有的学生在教室外拍摄，
有的学生在教室里编辑视频，还有的学生
在用scratch编程序。通过咨询老师，了
解到他们正在让学生做一个项目，就是向
新移民的学生介绍毛利人的历史和文化。
老师给了一个风景视频，但是没有具体的
介绍，学生需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做具体介

绍，有的学生穿着毛利人的衣服，模仿表演
很多年以前毛利人的生活场景，这样就需
要写剧本。老师就学生如何写剧本；需要
表演戏剧，老师就教学生如何表演；学生需
要编写歌曲，老师就教学生学习相关的音
乐知识；学生需要将自己的表演拍成视频，
老师就教学生如何拍摄视频；拍出来的视
频中，有拍得不好的镜头要删除，有的需要
加字幕、配乐、加特殊效果，老师就教学生
如何编辑视频和音频；学生需要加一些动
画，老师就教学生学习用scratch来制作
动画，也就是说，学生所学的知识，都是通
过老师给的项目任务，在学生碰到具体困
难的时候，老师按照学生的需要自然教给
学生的。

孩子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学习目标
性很强。学生就是自己要学，是主动地学

习，学习积极性自然就非常高了，这也是我
在教室里发现的。所有的学生都在学习，
从幼儿园开始，教室里会有学生都能用电
脑学习的可贵的场面。学校根据学生的认
知和发展需求，着力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
力和科学创新精神，为学生提供一切最有
利的成长环境。每个学校都有很多供学生
学习的活动室，有缝纫、烹饪、木工、钳工、
美术、音乐、泥塑、科技、戏剧、马术等活动
室。在活动室里，我们看到孩子们学习兴
趣浓厚，动手、创造能力很强，为学生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是学生学
习、生活的乐园。学校的教育空间遵循了
孩子学习天性，引导孩子自主探索，满足了
孩子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来世界的探索。
按需学习，解决生活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做
到学以致用，这也是我今后教学中需要认

真研究的问题。
老师也是按需实施教学的，他们没有

拥有想象中高大上的教学设备，很多学校
的设备还不如我们，老式的投影仪还在用，
长焦的投影仪是主要设备，一体机并不多，
也不追求高大上的软件，所用的软件是很
普通、大众化的谷歌、office，还有老师们
自己下载的小工具app，总之满足教学需
要就行。他们的老师也没有进行强制性
学习信息技术，学校也没有专门的信息技
术教师，他们的信息技术素养和能力完全
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监测学生的学习
情况的需要和评价学生的需要，来进行自
主学习的。运用信息技术教学、监测和评
价学生是常态，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到极
致，也可以这样说，人人都是信息技术老
师。

因材施教 学以致用
市实验小学 张俊波

木 兰 草 原
411班 徐雅娜

有人攀登过耸入云霄的泰山，有人领略过风平浪静的西
湖，有人去过壮观的黄鹤楼。而我，最喜欢武汉的木兰草原。

木兰草原位于武汉黄陂，是华中唯一具有蒙古风情的5A
级景区。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一家与舅舅一家一同来到
了木兰草原，车子直接开到景区门口，一下车，映入眼帘的是一
个由方木制成三对牛角组成高大壮观的门楼，上面写着“木兰
草原”四个醒目大字。

再往里走，一阵沁人心脾的花香扑鼻而来，绿油油的小草
在风中点点头，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一望无际的绿野，一
眼望不到边，旁边还有一片碧绿的湖，到处一片生机勃勃的景
象。我们眼前的大地仿佛一幅美丽的巨大画卷，蓝蓝的天空飘
浮着朵朵白云，不远处的山坡上，羊群和马群正在悠闲地吃着
草，我顿时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景区里还
有清澈的白鹭湖，宁静的蒙古部落，飘扬的哈达雕塑。如果不
告诉你身在武汉，你一定误以为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呢！欣赏完
这如诗如画的风景，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玩我所向往的项目了。

首先，我把目标锁向了彩虹滑道与滑草，我和哥哥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才爬上了那么高的台阶，气喘吁吁的我让舅舅和哥
哥都在我前面进行，目的就是要吸取他们的经验。看着他们潇
洒的背影，随之，我也坐上了橡胶垫，“嗖”的一声，我似火箭一
般冲了下去，我在中间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旋转，还在弯
曲的地方飞了起来，简直太刺激了！紧接着，我们来到了滑草
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滑草盆竟然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滑草
盆刚好相嵌在滑草道上，目送别人接二连三地滑了下去，我似
乎也不紧张了。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坐在一个盆上，“哗”的一
声，只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在妈妈尖叫声中结束了。好想再
玩一次，妈妈说还有更刺激的呢！“激流勇进”早已在我的脑海
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亲身体验很是兴奋。所有人都穿上
了雨衣上船，船缓缓上去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当船飞速下
降时，我好像停止了呼吸！只见船“嗖”的一下就到了水面，激
起了千层浪花。哇，太刺激了，我好像还没尽兴，肚子已经唱起
了“空城计”。

于是我们来到了琳琅满目的小吃街，看着各种特色的美
食，我口水直流三千尺，一顿大饱口福，让我回味无穷。

走进木兰草原，你可以骑马奔腾，也可以骑骆驼，感受大漠
风情，还可以在篝火旁品味烤全羊，还可以在蒙古包度过美好
的草原之夜！

怎么样？难道你还不心动吗？那就赶紧约上小伙伴一起
来玩吧！

指导老师：汤初妃

俗话说：“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这不，
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老天爷便变起了
脸。天空中乌云密布，人们仿佛有预感似的，
个个都急匆匆地往家赶，刹那间繁华的大街，
变得冷冷清清，狭小的小巷也空无一人。

雨，从雾蒙蒙的空中洒落下来，细细
的，只有针尖般大小，不一会儿便已有半颗
红豆那么大了。透过雨点细看，整个世界
就像被放大镜照过似的。一滴雨，不知何
时飘落到了我的脸上，凉丝丝的舒服极了。

雨，顺着风四处乱飘，“斜风细雨不须
归”是不错的。她落在屋檐上，屋檐上便穿

起一条条晶莹的珍珠项链。她滴在湖水
中，湖泊的脸上便涌现出一个个小酒窝。
她落在树叶上，夜间便挂着一颗颗亮闪闪
的钻石，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一般。所有
不可能的事都在朦胧的雨中涌现出来。

雨，谱写出了一支春天欢快的交响曲：啪
啪啪，那是屋顶上气势磅礴的击鼓声；沙沙

沙，那是树林中清新优美的特效音；哒哒哒，
那是花丛中浪漫瑰丽的华尔兹；淅沥沥，那是
小路上快乐活泼的合唱，真是美妙至极！

大概是累了吧？雨，不闹了，不跳了，
也不唱了，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雨后的树
木格外青翠，雨后的天空格外明朗，让人感
觉神清气爽。 指导老师：廖金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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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班 方晶晶

时代变了，生活也变了，人们一天比一天忙。忙着工作，忙
着做饭，忙着学习，忙着玩耍……夏天忙得满头大汗，冬天忙得
冻疮满满，多累啊！

“叮铃铃……”闹钟一响，鸟儿哼着曲，大树梳着自己浓密
的头发，小猫小狗到处寻找自己的早餐……又是忙碌的一天。
穿衣、洗脸、吃饭、出门……这是一个小学生的早晨。晚上一回
家，太阳睡下了，黑云围着月亮，月光照在屋子里，屋子里有个
孩子，亮着台灯，捧着一本书。这是一个小学生的夜晚，真累
呀！

“啪”屋子的门关上了，是爸爸提着包，吃完早餐，摔门工作
去了。他每天都很晚回家，夜已经静得只能听见蝉鸣，天空像
是被一张黑布盖住了一般。爸爸拖着疲劳的身子，油光满面的
脸上顶着熊猫似的黑眼圈，走到房间里睡下了。这是一个父亲
的一天，真累呀！

“吡吡——”一颗生鸡蛋落在了刷满油的煎锅上，发出痛苦
地叫声。妈妈一边调小火，一边翻鸡蛋，不过一会儿，一张完美
的鸡蛋煎饼做好了。倒在盘子上，淋上酱油，叫醒熟睡的爸爸
和我，倒上牛奶，准备了完美的早餐。直到我们都出去了，才开
始打扫卫生，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这是一个母亲的一
天，真累呀！

我们忙着玩、忙着笑、忙着吃；一起旅行，一起去吃美食，一
起恶作剧；在游乐园里坐一次过山车，在湖水边抓小鱼，在游泳
池里互相洒水，开怀大笑。

这就是人们忙碌的一天，人们开心的一天，充实的一天！
指导老师：刘伟

雨中即景
513班 陆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