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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的一天
咸宁市实验小学507班 王沐阳

今天是回老家看望姥姥姥爷的一天，一想
到能见到姐姐，我异常激动，起床后，我神采奕
奕，迫不及待地催着妈妈赶紧出发。这一路，我
非但没有晕车，还嫌爸爸开车开得太慢了。终
于到随州，老远就看见姐姐欢呼着迎接我们。

中午，我品尝到了好多美食，有焦香四溢的
烤排骨，裹着一层面包糠都抵挡不住它的香味
儿，渗透出来的油脂让人垂涎欲滴；有鱼肉像巧
克力般丝滑，鱼皮却又跟饼干一样又香又脆；还
有鳝鱼，咬一口，真是入口即化，骨头和肉分离
开，鲜香在口中慢慢释放。我觉得最好吃的还
是腰花，虽然有点辣，但有嚼劲儿，也很入味，没
有一丝丝的腥味。

吃过午饭，我和姐姐去了图书文化城，泡在
书籍的海洋里，心也慢慢静了下来。我选了一
本《动物百科》，蹲坐在墙角，津津有味地读起
来，动物们的习性特点、饮食起居让我大开眼
界。临走的时候，发现了我最爱的《装在口袋里
的爸爸》这本书，买了一本回家，也算是意外收
获了吧。

一下午很快就过去了，到了晚餐时间，食材
比中午的还要丰盛，可惜我中午吃多了，这会儿

“无福消受”那么多的美食。大人们吃饭喝酒聊
天，我和姐姐玩起了“撕名牌”的游戏，规则很简
单，只要撕下对方身后的名牌就算获胜，我俩乐
此不疲，玩了一局又一局……

今天我过得很开心，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
时间太短了，妈妈说，相逢总是短暂的。如果有
时间，我一定会多去看望我的亲人和朋友们。

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

本报讯 通讯员谭玮、吴鹏报
道：春节临近，为深入了解扶贫村帮
扶对象节前生活状况，让他们过上
一个温暖欢乐祥和的春节，2月2日，
咸宁农商行副行长张士君带领该行
办公室负责人轻车简从，来到扶贫
联系点通城县西坳村，开展节前走
访慰问活动，询问和了解他们的生
活近况，并为该村结对的20户脱贫
户送去慰问金和节日祝福。通过慰
问，拉近了与脱贫户之间的感情，使
脱贫户切实感受到咸宁农商行党委
的关怀和温暖。

咸宁农商行副行长张士君一行

深入西坳村开展节前脱贫户慰问活动
银担携手助推乡村振兴

——嘉鱼农商行与湖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嘉鱼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联合举办银担业务推进会

本报讯 通讯员蒋笋、陈醇报道：2月
1日，嘉鱼农商行邀请湖北省农业信贷担保
有限公司咸宁运营中心贺文博主任、嘉鱼
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张文池总经理一行到
该行，就进一步加强银担合作，更好地为县
域农业主体和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举行了对接座谈会。

嘉鱼农商行行长焦永革介绍，2020年
该行累计发放担保公司类贷款112笔，1.48
亿元，表示今年将进一步加强银行+担保工
作，全方位展开业务，全面建立合作机制，
多渠道加强沟通与协调，携手解决涉农企
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

贺文博主任详细介绍了政银担合作新
政策，以及新近为农商行量身打造的“农担
接力贷”产品；张文池总经理对中小企业担

保业务的细则和流程
进行了解读。会上，
嘉鱼农商行参会人员
针对业务实际操作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问
题，现场提出了咨询，
两家担保公司分别进
行了详细解答。

嘉鱼农商行副行
长余星表示，要将银
担双方长期、良好的
合作关系保持下来，
今年要将担保业务和
微贷业务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推动微贷
主业的发展。

通过座谈会三方达成共识，表示将以
产品为载体，以合作为纽带，以服务为抓

手，做大做强银担业务。
嘉鱼农商行小微金融部、信贷管理部、

各支行行长及信贷主管共48人参加了座
谈会。

人们常说：“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模。”自参加工
作以来，饶翀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注重自己的言行举
止，从点滴小事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饶翀说，她永不放弃的坚持做好每一件小事，哪怕
课后再辛苦她也觉得值得，经常花心思备课，做一些跟
课堂内容有关的道具，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与孩
子们做朋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饶翀的不断努力下，学生们的
口语和成绩都有所提高。她说，只要每天坚持把简单
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最大的“不简单”。

饶翀说：“这几年的教学中，我发现班里的留守孩
子还是挺多的，所以我在平时的教学中除了让他们感
受到老师和班集体的温暖，还像朋友一样走进他们的
内心，用心陪伴他们，让他们生活充满阳光，及时给予
孩子们心理上的支持与安慰！”

高二的学生马慧（化名）由于父母外出打工，一直
由爷爷奶奶照顾。饶翀得知班上有好几个像马慧一样
的留守孩子后，便经常到学生家里进行家访，并给孩子
们补课。

马慧的奶奶告诉记者，之前孩子英语成绩都不
理想，加之自己不识字根本没办法辅导孩子学习。
饶老师主动来他们家为孩子进行课后辅导，这让她
感动不已。马慧说：“爸爸妈妈长年在外地打工，爷
爷奶奶照顾我，饶老师经常来家里辅导我们，我很爱
饶老师。”

饶翀的爱也感染着每一位学生。某一年高三，一
名学生主动写了一份请战书，以此向她保证要努力学
习争取考出好成绩的决心：“尊敬的饶老师：您好，通过
您对我们的教导，我决定要好好学习，不再浪费时间，
所以我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要把所有的经历和时间
都放在学习上，用最优异的成绩来报答您”。

同事们说：“自从到崇阳一中任教，便耳濡目染了
饶翀老师‘以校为家’的种种场景。她总是比别人早
到、晚退，指导学习，在她这样的‘监管’下，她班上的学
生们学习习惯好，学习氛围非常浓厚。”

春播桃李三千圃，秋来硕果满神州。饶翀在崇阳
县青年教师综合素质竞赛中成绩优异，荣获“教学能
手”称号，还多次被评为学校十星级教师、崇阳县优秀
教师。2015年4月视频课《Modal Verbs》在“一师一
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被评为优质课。2015年12
月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指导吕秋成同学获
得高二年级组全国第一名，被评为“全国优秀指导教
师”。2016年案例《Healthy eating》在湖北教育学会
第29次“课堂教学特色案例（教学设计）”评比中荣获
二等奖。2019-2020学年度被评为学校“十星级备课
组长”，并被授予学校“词源”奖教金一等奖。

当记者问道：”在你的教育道路上，是什么支撑着
你坚持下去？”

饶翀脱口而出：“是一届又一届可爱的学生们！虽
然每年的教学内容相差无几，但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
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学生点亮了饶翀坚守教育舞台的初
心，17年来，她用自己的爱和努力，托起了一茬又一茬
孩子的未来，不负芳华、亦未负时代。

第一次学游泳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410班 林梓璇

我已经11岁，经历了很多个第一次。第一
次掉牙，不知所措；第一次做饭，手忙脚乱；第一
次骑车，连哭带闹……人生的第一次有无数个，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一些已经模糊，能够排
上“印象深刻的第一次”应该算是那一次——去
年暑期的一天，我来到游泳馆，穿好泳衣，第一
次学游泳，我想了想，还有一点小期待呢!

不一会儿，我们的教练来了，带着我们做了
一番热身运动后，教练告诉我们：“好，现在我
们 来学蛙泳的动作要领。”教练把腿部的动作
示范给我们看，他一边说一边做:“先把小腿与
背成 30 度的夹角，再把小腿与脚尖钩起来并
往外翻，接着把腿用力的蹬出去并钩脚尖；最后
把整个腿收拢在一起。这个动作我们统称为

‘收翻蹬夹’，你们学会了吗？”接着教练就让我
们在岸上自由练习。

过了几天，我们的腿部动作练习结束，我与
其他同学一样，练得“炉火纯青”。但是教练却
告诉我们:“我们来学憋气，憋气首先要掌握呼
吸法。我们需要先吸一大口气，再把嘴紧紧的
抿着，接着屏住呼吸，如果需要换气的话，先把
头抬起来，快速而有力的吐出来，继续重复上一
动作。听清楚了吗？”教练要求我们回家继续练
习。告诉你，学着教练的方法，我竟然憋了30
多秒呢！

三天后教练告诉我们可以下水了，我们个
个激动不已，却又非常紧张。我第一次下水，把
浮飘抓得紧紧的，生怕自己沉下去。放眼望去，
同学们背着浮漂，拿着浮板的姿态真像一只可
爱的小乌龟！教练在水中说“: 接下来我们学
习最后一个手的动作。先把手从胸前伸出去，
再并拢，往外翻90度后，接着把手往下滑，再次
并拢。最后再把憋气与脚部的动作结合在一
起，就是蛙泳了。”

我照着教练的话游了游，我竟然能游到泳
池中间了!

接下来的几天，教练放手让我们自己练习，
很快，所有的动作都学会了但仍然避免不了一
些惊险时刻:有时常常会游着游着就忘记了动
作，感觉身体突然一阵下沉，我拼了命地扑腾，
用力蹬着脚。有时同学们游的时候，拍出来的
水花溅进了我的嘴里，呛得我难受极了。

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终于学会
了游泳。我想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用心，
世上无难事!

最近，学校放假了。我和一朋友聊天，我
问他读五年级的女儿每天在家干啥。他说，除
了偶然做做作业，一般都是看电视或玩手机，
一点家务都不干，一说她，她就生气，应该放到
学校里让老师严加管教。一天晚上，我在逛
街，穿马路等红绿灯时，看见一年轻妈妈带着
五六岁的小姑娘也在等红绿灯，面对川流不息
的车辆，只听她对小姑娘说，你看这是哈弗汽
车、这是丰田汽车、这是宝马汽车……，车有贵
的也有便宜的，人也有高低贵贱之分，你长大
了一定要多赚钱，开豪车，做人上人。我顿时
茫然，大谈“钱字经”，爱女还是误女？

俗话说，从师虽重，家教亦急。家庭是

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也就是说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离不开
父母的言行、品德和知识，这对其影响更深
更远。但在今天，有的父母以自己工作、生
活压力大而忘记了自己在孩子心中应有的
形象，疏忽了父母个人不良言行对孩子的影
响，而把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行为不端乃
至违法乱纪等，都推到了老师教育不严上，
推给了社会风气不良等问题上。

失足少年的过错究竟在谁身上？我咨
询过教育工作者、公务员等，大家认为：父母
要当好儿女的第一任老师,因为在孩子的生
活中，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父母身旁度

过的，那么，父母的一言一行必然给孩子留
下深刻的印象。加之孩子分辨是非能力差，
模仿能力又特别强，故而父母的言行往往对
孩子起到示范作用，促使孩子养成不同的习
惯、性格和品质。

当今父母如何为孩子们树立良好形象
呢？关键是父母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品质：行
为端庄、语言文明、讲究礼貌、勤俭节约、尊
老爱幼、遵守公德，以及热爱生活、热爱劳
动、热爱学习等，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健康
的家庭环境。

古人云：身教重于言教。联想到当今一
些做父母的只是八股文式的教育孩子而随

意放纵自己，如迷恋于打麻将、泡茶吧、买时
装、不读书看报、乱丢垃圾、出口脏话等等。
父母自身如此形象，却希望孩子成龙成凤，
岂不是缘木求鱼！

当然，要当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仅
仅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是不够的。家长还要
通过身边人、身边事或名人故事、名言警句，着
力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和抗挫能力，培
养他们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毕竟，社会舞
台很大，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社会最终会成为
孩子们的归宿。因此，对孩子们进行社会教
育，从小培养他们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应当
成为孩子们不可缺少也无法替代的学习内容。

从师虽重 家教亦急
○查生辉

甘化春泥育桃李
——记崇阳县一中优秀教师饶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饶翀还是一位特殊的母亲，有很多个孩子，两个是亲生的，
剩下的全都是她的学生。

“我认为教育就是无私的坚守，尽心、尽力、尽责把孩子们
教育好来报答学校对我的关怀和信任。”怀着感恩的心，饶翀将
自己的爱几乎全给了她的学生们。除了在学习上耐心地辅导
他们，在生活上也是大事小事全包揽做起了学生的“贴心妈
妈”。

住校学生的家都距学校比较远，因为读高中，一个星期也
回不了一次家，饶翀的抽屉里一直常备着感冒药、止痛片，哪个
孩子生病了，有她喂药；哪个孩子衣服破了，有她缝补；哪个孩
子家庭困难了，有她送学习用品。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有几个孩子因为家住得远，就
没来上课。我和另外一位老师冒着风雪分头去学生家里叫孩
子们上学。”饶翀说，家长们为此都感激不尽。

“我们的孩子可让你们操碎了心。”自此，无论天气怎样变
化，同学们都能按时到校。

“在饶老师来学校之前，我家孩子对英语都不怎么感兴趣，
英语成绩也不好。饶老师来之后，孩子爱听她的课，成绩也慢
慢好起来，现在英语一直在全班中上游。”记者采访时，碰到了
刚刚来给孩子送文具的家长，听说记者采访，连连竖起大拇指，
说多亏了饶老师的悉心教导。

“作为家长，我非常支持饶老师的工作，她对待我们的孩
子，就像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她用真情实感打动着我们家
长，打动着每一个学生。我们把孩子交给饶老师，非常放心，与
饶老师相遇是我们的荣幸，也是孩子们的福气。”一名学生家长
对记者说。

饶翀说：“教师是一种职业，更是一份信仰，哪里最需要，就
要出现在哪里。”17年里，每天她依旧早出晚归，风雨无阻。

细致入微的好妈妈B

17 年，6000 多个日日夜夜，崇阳县一中

优秀英语教师饶翀，用不悔青春书写了一名

基层人民教师的执着与坚守。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高中老师，也没做过

什么大事，就是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1日，
谈起学生，饶翀神采奕奕，她觉得自己“骨子

里就是想当一名好老师”。

她曾获得国家、省、市教育系统“优秀教

师”等各级荣誉称号，但最喜欢的头衔，却是

学生们天天喊的“饶老师”。

“跟孩子们在一起让我觉得很亲切，我希望通过
我的努力，让孩子们都能学到知识。”当老师，是饶翀
儿时的梦。

2004年，饶翀从湖北科技学院英语教育专业毕
业进入崇阳一中任教。她至今还清晰记得，到崇阳
县一中报到时，孩子们一双双满怀渴望的眼睛……

初到崇阳县一中，饶翀担任高一年级英语教学
工作。她发现班上有少部分的孩子英语学科基础
差、性子野，这给教学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饶翀用自
己的耐心和诚心，慢慢打开了孩子们通向知识殿堂
的大门。

“我是一名基层教师，我知道孩子读书的艰难，
用心去塑造、引导、教育他们，用阳光思维引导孩子
们真正的去喜欢英语学英语。今年我带高二年级
英语。班上学生英语有两极分化现象，加之班级人
数不少，可以说，要想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英语成
绩，难度还是很大的，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实践，知
道做一名教师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很充
实。”饶翀说。

饶翀告诉记者，她在日常的教学中，在保证对学
生进行相对充分的听说训练的同时，更注重学生认
读书写能力的训练，因为英语的认读书写能力不但
与学生的考试成绩息息相关，还极大的影响着学生
的自学能力，良好的认读书写能力，可以为学生英语
学习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课堂上，饶翀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喜欢上英语，
把英语当成一种生活习惯。高二（1）班学生周子兴
对记者说：“饶老师有时候会给我们播放感兴趣的英
文动画片《疯狂动物城》、《疯狂原始人》等，让我们在
看动画片中不知不觉中学到了许多有趣的英语表
达，使我们越来越喜欢英语。”

饶翀不仅是英语学科老师，而且还担任学校英
语备课组长，她经常组织学校的英语老师研究探讨
趣味性强的教学方法。刘静老师告诉记者说：“饶翀
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老师，与她搭档的一年多一来，我
感受到饶老师在教学上非常严谨认真，教学功底深
厚，她的课堂生动有趣，深受学生的喜爱。教学多
年，她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在教学上开拓创新，寻求
最适合孩子的教学方法，她的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
值得我们所有新教师学习。”

用心教学的好老师A

温柔可亲的好朋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