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校园、在操场、在走廊……一个个鲜
活的身影，一张张天真的脸庞，一件件平凡
的小事，充实着我的每一天，丰富着我的教
学经历。

在我看来，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是真实
的，我曾失望过，也曾感动过。我也一直在
思考，学生和老师之间到底应该保持一种
什么样的距离才算是最合适的呢？热爱学
生，热爱是不是就是代表亲密无间呢？我
想，未必如此！那是不是应该保持一种高
高在上的威严呢？这能让学生敬畏听话
吗？我想，也不是。

每一个班级里都有腼腆的或者活泼的
孩子，有劳动积极、学习勤奋的孩子，他们
会用天真好奇的眼神盯着你，疑惑地提出
问题——“科学老师，这节课我们上什么内
容？”“科学老师，今天你带的是什么？”课后
学生时常也会提出一个个非常有趣的科学
问题。每当孩子们用自己最简单、最稚嫩
的语言表达他们的困惑时，我在心里暗下
决心，我愿做孩子们的铺路石，让他们感受
科学的魅力。作为教师，最大的快乐莫过
于看到学生的进步与成长，学生的求知欲

一旦被激发，其潜力是无穷大的。让学生
享受学习的快乐！让教师享受教育的快
乐！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学生对教师尊敬
的惟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与才。虽然只
是一名平凡的科学老师，一周一个班只有
一节科学课，我倾注自己对这个学科的热
爱，钻研教材、探索教法，努力将一节科学
课上好。记得有一次，学校征集微课课
例，我迅速找到一节课，认真理解教材，专
门自制了教学用具，用一种很新颖的方式
来讲解《呼吸系统》，以气球仿作人的肺
部，很形象直观地再现了呼吸系统的运行
方式。

在科学课上勤于钻研，让孩子们重视
科学课，看到课堂上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
神，我深深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

“科学老师好！”随着孩子们的问候声，
我体会到他们的尊重。我想，相互信任、相
互尊重会让我在教育这条路上收获更多。
坚持这个原则，让学生学会快乐、学会真
实、学会做人。做好自己，学识广博，自然
会成为一名让学生尊重的老师。

让人尊重让人尊重，，从从自己做起自己做起
市实验小学 石伟

在新西兰访学期间，我观察到新西兰
的教育突出一个“新”字，为了促进学生个
性化成长，每天都在不断地创新。通过梳
理，可以归纳以下几个特点：1、开放式国
际化教育；2、不断追求新的方法，向全世
界学习新的教学方法；3、知识不仅来自书
本以前的信息，更多的是自己发现信息；
4、追求未来，让学生适应未来的生活。

通过访问当地学校，让我深深地认识
到：新西兰的教育是开放式国际化的教育，
把教育与国际接轨。开放包容，与世界分
享，只要是好的教育方法，就学习、就运
用。按学生的需求解决学生在生活和学习
中的实际问题，学生不仅学好前人的研究
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探究发现真
知，真正将知识变为自己的东西，让学生学
会终身学习的技能。教育考虑最多是未来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孩子将会面临怎样的
世界，怎样学会解决未来世界出现的困
难。教育愿景就是青年一代富有创造力、
活力和进取心，把握新知识新技术的机遇，
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使世界变得更加美
好。着眼于未来，为未来培养人，新西兰教

育具有这样的超前思维。
创新不仅仅是设备更新得快，更重要

的是灵魂要创新、思维要创新。教育是点
亮孩子的心灯，当你改变孩子思维的时候，
就是对人类最大的创新与贡献。

对比国内的教育，我觉得，我们不缺理
念，不缺优秀的课例，国家早就提出教育要
以人为本，要因材施教、分层教学，要大力
开展素质教育，为社会为国家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们需
要提高的是深入的研究、切实的落实，需要
做到的是长期的坚持。

当然，新西兰的教育还存在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有与中国共同存在的共性问
题，也有新西兰特有的个性问题。我们可
以取长补短，共同研究，一起探讨解决办
法，让教育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
心、回归梦想；只要我们能坚守初心，担当
起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做一个有教育情
怀的新时代教师,在教育这条点亮希望与
智慧之灯的光明坦途上，一步一个脚印去
做好育人工作，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追求创新，为未来培养人
市实验小学 张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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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的名著《给教师的建议》
中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为后人留下了宝
贵的教育财富。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
自己的体会和收获。

一、关于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认为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使每

个人获得发展，教师的最主要作用就是开
发人的潜能。应试教育则把考试的地位拔
高到无可比拟的程度，分数是学校、教师、
学生的命根，而作为教育对象和主体的人
却被忽视。但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目的观
显然是倾向于素质教育的。他指出：“如果
一个人只是在分数上表现自己，那么就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等于根本没有表现自
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只看到一片花瓣，而
没有看到整个花朵。苏霍姆林斯基认为，
学习只是众多能力中的一种能力，它不能
代表学生的整个生活。对于那些有学习之
外兴趣和能力的人，教育，关键是要开发其
潜能，并使其得到合适的发展。

二、关于善于反思
面对需求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的要

求往往让教师感到压力倍增。苏霍姆林斯
基对教师的要求，首先鼓励教师在压力面
前，要学会自我调适，培养积极健康的心
理。苏霍姆林斯基说：“对于学生来说，教
师应当成为精神生活极其丰富的榜样，心
理健康，乐观向上，只有这样，我们才有道
德上的权利来教育学生。”教师需要用心反
思，善于写反思日记。反思是教师专业成
长的动力源泉。而进行教学反思的一条重
要途径就是要坚持写教育日记。苏霍姆林
斯基自己就坚持了三十多年。《给教师的建
议》一书就是他长期撰写教学日记的一个
归纳和总结，他本人就深感从中受益匪
浅。写教育日记有助于对某一个问题进行
深入思考。教育日记不在长短，贵在坚持，
贵在能够在每日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及时
捕捉教学闪光点或者遇到的教育问题，加
以记录整理，再结合平时的教育理论的学
习，就会不断产生新的体验与认识，不断提
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最终形成具有自
己独特风格的教育教学模式。

三、尊重学生

在师生关系方面，苏霍姆林斯基是极
为强调尊重学生的，特别是在他把尊重学
生作为帮助学困生进步的关键。苏霍姆林
斯基认为，学困生也各有差别，有的是属于
思维尚未觉醒的学生。他们主要是由于思
维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教师的任务就是
要激发他们的觉醒。有的是属于天赋尚未
开发出来的学生，他们有一定的特长、爱
好，只是没能在恰当的时机表现出来。教
师的作用首先是鼓励他们，其次是要发现
他们的强项，以促进其发展。有的属于理
解力差和头脑迟钝的、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这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学困生。对于
这类学生，需要在上课学习的时候给予特
别的关心和照顾，不要让他们因为成绩暂
时落后产生自卑感，丧失对学习的兴趣。
只要能够循序而进，持之以恒，同时有耐心
和爱心，“那可以称之为豁然开朗的时刻必
定能够到来”。尊重学生，也要使学生尊重
自己。教师要倍加爱护儿童对你的信任，
要像爱护最宝贵的财富一样爱护儿童对你
的信任这朵娇嫩的花儿。“请你任何时候都

不要忘记：你面对的是儿童的极易受到伤
害的、极其脆弱的心灵，学校里的学习不是
毫无热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装进另一个
头脑里”，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进行的心
灵的接触。同时，苏霍姆林斯基尊重学生，
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尊重本身，而且进一步
深化到要把学生的思想同自尊感融为一
体。"让学生体验到知识、智力生活是他的
一种道德尊严。"而教师的任务就是把学
生唤醒起来，把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从而不断推动学生的前进。

《给教师的建议》是这位教育巨匠经历
长期的教育实践，不断地思索和总结写下
的书，让多年以后的我读起来仍然觉得醍
醐灌顶。也希望自己能继续阅读、分析、总
结、汲取这份极其宝贵的教育财富，铭记这
位伟人的淳淳教导，让自己的教育之路越
走越宽广！

读《给教师的建议》有感
市实验小学 甘倩

我和孙悟我和孙悟空过一天空过一天
403班 孟梓一

今天，我早早完成了作业，便拿起了我最爱的《西游记》，看
得正入迷时，突然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妖怪，哪里逃，吃
俺老孙一棒！”我大吃一惊,连忙放下书,发现自己身处野外，前
面便是一个毛脸雷公嘴，身披虎皮裙，身材消瘦得露出一根根
筋骨且满身是毛的一只泼猴。这不是孙悟空吗？可他为什么
会出现里这里呢？我忍不住前去问道：“你是孙悟空吗？”那泼
猴听到声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旋转。看见我后，回答道：“ 我
是孙悟空，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又惊又喜地回答道：“我最喜
欢看《西游记》，其中我最崇拜你了!你那斩妖除魔的身影我再熟
悉不过了!”孙悟空说:“既然你是俺老孙的粉丝，那便和俺去天
宫瞧瞧吧！”只见他一个筋斗，我们便来到了天宫。

天宫的门口云雾缭绕，脚下踩的都是云，天宫的大门全由
水晶制作,金光闪闪气派极了！最顶上还有两个闪亮的大字:
天宫。两旁还有一排排保护天宫的虾兵蟹将,显得十分豪华。
进入内部，十分的干净和整洁。天宫里没有乌烟，只有清新的
空气和荷花池散发出来的香气；天宫里到处充满生机，环境优
美,茂盛的花草树木生长着，一群群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天宫里没有汽车，所以环境未造成污染；天宫里没有乌黑的河
流,只有清澈见底的小溪……我被这迷人的景象惊得目瞪口
呆,嘴里塞进一个大苹果都不会感觉到，就连孙悟空对我说啥，
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全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喂，喂，喂，
小毛孩在听吗？你想去花果山瞧瞧吗？”我回过神来，半信半疑
地问道：“什么什么，你说什么？还能去花果山？那真是太好
了！”“那便随俺老孙去瞧一瞧着一看吧！”只见孙悟空一个筋
斗,我们又来到了花果山。

还没到达地面，下面的一群小猴子争先恐后地喊：“大王回
来了!大王回来了!”孙悟空简单地介绍了我,便带我来到他们花
果山的中心点——水帘洞。踏进水帘洞的入口，只见一条瀑布
从天上飞泻到人间，这可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
天”呀!一旁还有几朵五颜六色的小花，一会儿变成红色的，一会
儿变成蓝色的，一会儿变成绿色的……

突然我额际一痛，睁开眼一看，原来撞在了桌子上，孙悟空
和周围那些秀丽的景色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这才知道：原
来是一场白日梦啊！我忍不住感慨:要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有天
宫和在花果山那么舒适，该多好啊！

指导老师：鄢梦琦

2月25日，我参加了学校以“创新德育
工作，促进学生发展”为主题的德育工作培
训会。通过培训学习，受益匪浅。这次培训
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班级建设，创新
德育工作模式，提升班主任专业化水平，促
进我校中青年班主任快速成长。培训会的
主讲老师是我校的三位优秀班主任——郎
嘉娜、胡钦辉、黄仙老师，她们是我们身边的
榜样。三位老师结合自己的班主任经历，从
学生习惯培养、学生纠纷化解及突发事件处
置、赏识学生、走进学生心灵、做好家校沟通
等不同方面进行交流分享，诠释了做老师当
班主任的责任与担当、幸福与成就。聆听她
们话语，充分感受着她们对教育事业深深的

爱。她们充满智慧的教育方式和人格魅力
让我感受到了做班主任的崇高和快乐。

培训过程中，郎老师讲了一个教育案
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讲的是一个没
有完成家庭作业的孩子，在老师检查时故
意拿着书包不停地翻找着根本找不到的作
业。当郎老师就此事与家长进行沟通时，
家长竟然对此事毫不在乎。这时郎老师感
受到这位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是不够关心
的，家庭教育存在一定缺失。是沟通至此，
还是改变交流方式？面对老师检查作业时
孩子故作姿态的翻找，亦显然是掩盖自己
没有完成作业窘迫，看得出孩子在同学面
前还是很在乎面子和尊严的。想到这里，

郎老师便对家长说：“孩子不完成作业看似
一个学习问题，但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
利。作为家长和老师我们有责任提醒和帮
助孩子纠正一些不良习惯，家庭教育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
果我们对这件事都不在乎，那么我们想过
孩子的感受吗？他为什么要在书包里找那
本根本不存在的作业？如果有同学说他没
写作业却想欺骗老师的话，他会怎么想？
让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换位想一下，孩子
还是在意他人评价的。”郎老师抓住了孩子
要自尊心这一点与家长进行沟通，让家长
意识到孩子成绩好坏是一方面，诚实、阳
光、健康的心态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从

那次沟通后，家长也意识到了孩子成长的
不易，对孩子学习和生活关注起来。

郎老师以自身经历的教育案例进行讲
述，非常接地气。不管是教育学生还是与
家长进行沟通，满满地是对教育事业的爱，
是对学生春风化雨般的爱。

听着她们的讲述，使我如沐春风，唤醒
了我许多思绪，让我突然感受到身上的担
子很重，反思我班主任工作经历，使我更加
明白班主任工作的重点、方法和思考方
向。作为新时代的班主任，应该多站在孩
子角度来看问题、分析问题，并和家长协
调，换位思考，形成家校合力。这样，对我
们开展学生教育活动是极为有利的。

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师德培训 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
市实验小学 付洁

早上我一睁开眼，发现窗外白茫茫的
一片。啊，起雾了！

我立刻洗漱完毕，冲出家门，外面一片
朦胧。湖和雾已经合为一体，完全分不清
楚，白雾像一面轻纱，把整个天空和城市包
裹住了，遮挡了城市的繁华。太阳躲了起

来，披起了纱衣，光芒也不再耀眼了。
那雾轻轻的，薄薄的，一粒粒，一颗颗，

捉也捉不住这顽皮的精灵。这雾很浓，连
河边的大树也被浓雾盖住了，走近看才看
得见它那碧绿的枝叶和害羞的面庞。这
天，阴沉沉的，万物都披上了这件“新衣

服”，似乎有些压抑的感觉。
渐渐地，雾有些淡了，隐隐约约能看

见各种景物，太阳似乎玩腻了躲猫猫，但
也还是不想出来，便只发出朦朦胧胧的微
光。挂在空中的太阳，正在努力挣脱雾的
怀抱不想被困，可雾十分固执，就是不肯

散去。
终于，太阳挣脱了雾的束缚，那雾终究

是淡了，散了。太阳探出脑袋，确认雾是真
的走了后，才高挂在天空努力发出耀眼的
光。

万物生机勃勃，大树招着手邀请鸟儿
来玩耍，蝴蝶翩翩起舞，小河也欢快的流淌
着。雾走了，万物变得清晰明了。但雾在
时，也另有一番风味。

雾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大自然赐予
我们美丽的馈赠。

指导老师：汤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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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班 王亦可

我的心爱之物是陪伴我三年多的巴西龟，它是我爷爷从温
泉淦河的地笼里发现的。那一天，爷爷把之前放在河边的地笼
收上岸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只可爱的小乌龟。爷爷把它带回家
送给了我，我把它放在鱼缸里，每天晚上我都会去看看它，跟它
说下悄悄话，它是我最心爱的小伙伴。

这只巴西龟特别好看，它的龟壳是由十几块六边形组成
的，似一块能工巧匠精心雕琢的碧玉。四肢和头尾上都长满红
红黄黄的花纹，鲜艳异常，非常引人注目。这只乌龟的窝也非
常漂亮，水清澈见底，有一些泛绿，水底铺了一层沙子，还躺着
九颗五彩的鹅卵石。沙土和鹅卵石上面还长着几株水生植物
哩！

我的这位小伙伴特别胆小，大多数时候都缩在壳里躲着，
偶尔伸出头来看一下，它一看到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飞速
地又把头缩在壳里了。随着我和它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它渐
渐不再怕我了。我每晚来和它玩的时候，它就爬到缸边，伸长
了脖子，好像是在迎接我的到来。每当我给它喂食的时候，它
刚开始无动于衷，等龟粮全部沉到水底后，它立刻三下五除二
地把龟粮全部吞进肚子，还用它那滴溜溜的小眼睛看着我，好
像在跟我说：“我还没吃饱呢，多放一点吧！”

有一次，我回到家来，去找小乌龟玩，结果它不在鱼缸里，
我急得到处找。厨房里没有，写字台边没有，沙发下没有……
到底去哪儿了呢？我心急如焚，突然灵光乍现，想到了一个地
方床底下，我跑过去一看，果然在我的床底下爬着呢！

怎么样？我的这只乌龟有趣吧！它是我最心爱的动物，也
是我最好的朋友！

指导老师：孙惠明

骑自行车
406班 熊正皓

生活当中，我经历的事情有许多，但让我体会最深刻的事
情还是妈妈教我骑自行车。

以前，我只要一看见别人骑自行车去上学我就特别羡慕，
总是想着一定会有一天我也骑着自行车来上学。星期天的下
午，我写完了作业之后，便叫上妈妈去教我骑自行车。妈妈和
我推着自行车来到了篮球场，妈妈先骑着自行车说：“我先骑两
圈给你示范一下，等我骑完以后你再骑”。我看着妈妈轻松地
骑着自行车，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跃跃欲试了。心里想着，骑自
行车挺简单的，我肯定会骑。妈妈却笑着说：“有些事情看起来
简单，做起来难”。我不服气地接过自行车，骑上自行车学着妈
妈的样子，双手抓紧龙头，双眼注视着前方，左脚和右脚不停地
蹬着踏板。但是，自行车就是不听使唤，刚蹬几下就连人带车
的滚了下来，手也擦破皮了。我生气地踢了一脚自行车，我跟
妈妈说：“学骑自行车怎么这么难，我不学了！”妈妈告诉我：“学
自行车是很难，会摔倒，但是如果你知难而退的话，那你是永远
也学不会的。”妈妈一边扶着我一遍对我说着这些。休息了一
会儿后，我又开始骑了。我还是学着妈妈的样子，双手抓紧龙
头，双眼注视着前方。这一次，我是慢慢地蹬踏板的，因为我怕
又摔跤，所以才减速的。妈妈在一边一直为我加油，骑了一两
次之后，我竟然会骑自行车了，后来我骑得越来越熟练了。不
过这次骑的自行车的时间可真长啊!太阳都快落山了！

我一定会记住这一次学骑自行车的经历，做什么事都要知
难而上，勇往直前。 指导老师：熊梅

一身绿绿的皮大衣，一对凸起的眼球，
一个雪白的大肚子，还有一副顶好的嗓
门。没错，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青蛙。

我是青蛙，一只有抱负的青蛙。我们
家族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臭水塘里，只有
个别勇士出去冒险，然而生死未卜，一个也
没有回来。有一个传言是这样的，那些勇
士们发现了一个宛如天堂般的地方，名叫
城市。因为那里太美了，勇士们便把它占
为己有，忘了自己的初心。为此我很恼火，
我要成为真正的勇士，离开家门，出去闯荡
一番，寻找属于我的天空，为家族开辟新天

地，我这只小小的青蛙也要跳龙门！
我离开了家门，顺着一条清澈见底的小

溪缓缓地游着。时而与鱼虾嬉戏，时而在水
草中畅游，从朝霞满天游到夕阳西下，从清
晨到日暮，夜宿水草之下，朝游清溪之中。
就这样畅游几天后，我感觉下游的鱼虾越
来越少。一天日暮时分，天已经很暗，只能
依稀看到小溪的轮廓，我游一会儿便感到
一阵眩晕。无奈，只好上岸睡了。一觉醒
来时感到很渴，喝了一口溪水后，我”呸呸

“地吐了出来，这是什么水啊？不但喝着有
馊味，闻起来还有一股酸臭味。我正在思

考溪水为什么会变味。奇迹的一幕映入眼
帘：一根管子插入溪水中，正在注入酸水
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圣水”吗？带着这
个疑问，我又继续开启了我的旅程。

功夫不负有心蛙，经过数次的辗转波
折，我终于来到了城市。但眼前的景象让
我大跌眼镜：一堆巨型的”甲虫”来来往往，
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人行道上，人来人
往。我简直从天堂跌入了地狱，我在人行
道上蹦来跳去，生怕稍有一个疏忽，就被踩
成了青蛙肉饼，忽然只听到一声尖叫，我被
一个小女孩给踢进了路边草丛里。虽然很

疼，但我并不埋怨她，相反我很感激她。不
然我很有可能就在那一根根移动的巨大柱
子下，命丧黄泉了。

我在草丛中向外窥探了许久，渐渐地，
我的肚子一点点地瘪了下去。突然一只病
秧秧的大蚊子飞入了我的眼帘，我饿虎扑
食般一口把她囫囵吞下了。不多时，我的
肚子翻江倒海，我满地打滚，疼不欲生。恍
惚之间，我想起了先辈留下的忠告：人类有
一种有魔力的药水，名叫杀虫剂，它只要一
喷到虫子，虫子就病怏怏的，不多久就会死
去。莫非我误食了被杀虫剂喷过的蚊子？
从前的美味佳肴在城里怎么就变成了毒
药？此命休矣！

冥冥中醒来时，我已在一家超市的玻璃
缸里，旁边也坐着几位勇士，他们神色悲伤地
望着我。我感叹道：“唉，原来所谓的天堂，就
是我故乡的池塘啊！” 指导老师：朱曲波

青蛙历险记
612班 朱云鹤

晨雾即景
514班 李奕瑞

名师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