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班免不了有潜能生的存在，我所任教
的班级有十几人。 面对这个让人头疼的群
体，我思考来琢磨去，百思不得要领。

有一天的课外活动时间，我逐个地批改
作业，发现作业上的错误，就请优生代劳将
毛病之处向同学讲个透彻， 守着他改正为
止。有了这帮小助手，作业很快批改完毕。在
这当中，我注视着每个学生，无意中观察到
潜能生那羡慕的眼神，我读懂了它：原来他
们也想加入这队伍———我也要当老师的得
力助手。

第二次改作业，我一反常态，将一个倒
数第五名的学生请上来，让她为比她错得多
的同学讲解错题。 只见她高兴地跑到我的身
边，接过本子，我交待了错的地方，她顺手接
了过去，又以最快的速度来到那个同学桌子
旁边，点着题目告诉他。 只听她讲得头头是
道，并不比优生差，真是学习能力彼此相近
的同学在一起更易于接受。 那学生笑盈盈地
交上作业，我明白了，如果让他当我的小助
手同样会取得满意的结果。 改到下一个学生
的作业时，我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效果
果然非同寻常。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再让
优生独揽助手大权，而是给成绩差的学生更
多的机会，在生生互动中，各个层次的学生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现在， 潜能生看到老师对他们格外尊
重，在学习上都铆足了劲，写的字并不逊色
于优生，朗读能力也与优生不相上下，讲故
事时，优生还腼腆，可后进生大胆，一上台，
就听到雷鸣般的掌声， 虽句子不够通顺，但
声音宏亮，说不定，经过多次训练，还要超过
优生呢！

我深深地明白了， 作为教师要一视同
仁，对待学生，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
切不可对潜能生有任何的偏见， 人各有长
处，只有发现他们的优点加以利用，才会让
他们沮丧的心恢复自信， 从而与优生一道，
共创优秀班级。

孔雀之死
□ 刘志军

豁然开朗

教育智慧

教学要求：
1、能流利地朗读课文，读懂课文，了解爬

山虎的特点；理清课文叙述顺序，能抓住课文
主要内容。

2、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培养细致、有序
的观察习惯。

教学过程：
引入语：同学们，大自然是神奇的，你们

曾跟随老师一起领略过钱塘江大潮的雄伟壮
观；欣赏了瑰丽无比的五彩瑶池；感受了高大
的皂夹树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今天老师带
同学们观赏一种植物———爬山虎。

一、请同学们观看大屏幕。
1、你看到了什么？
2、有什么特点？
3、你能用一两句话把这些特点连起来说

说吗？
4、叶圣陶爷爷笔下的爬山虎的叶子怎样

呢？ 自由朗读第二自然段。
5、读了有什么感受？哪些地方写得美？你

喜欢哪句？
6、 自己感受一下风吹时爬山虎叶子的

美。
7、老师指导读出美来。
8、作者为什么把叶子写得这么美呢？（认

真观察）思考：光光的墙上为什么能铺满生机
勃勃的叶子呢？

爬山虎的叶子之所以生机勃勃地铺满
墙，这跟它的脚有密切的联系，爬山虎的脚又
是什么样的呢？

二、 请同学们拿出手中爬山虎的脚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观察：

a、脚的样子；b、脚的形状；c、颜色
1、谁来告诉老师你观察的结果。
2、书上又是怎样写的呢？ 找出写脚的句

子读一读。
3、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4、根据你们观察和学习，请画出爬山虎
的脚，看谁画得最好。（教师巡视，拿一张好的
评价）

5、这一段哪一个词说明作者进行了认真
仔细的观察？

爬山虎有自己独特的爬的本领， 想尽快
知道答案吗？ 那就请你们赶快学习第四自然
段吧。 聪明的你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三、根据以下几个方面自己分组学习，看
哪一些同学学得认真，学得更快。（老师巡视）

a、找出爬山虎爬的句子来；b、找出爬的
动作词；c、自己演示爬的过程（怎样爬）。

1、谁来告诉老师你们学懂了些什么？（学
生自由发表意见，其它学生补充，教师充分表
扬）

2、哪一组的同学能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爬的吗？

3、你们想知道究竟怎么爬的吗？ 看大屏
幕演示，学生可根据演示说出怎么爬。

4、你们知道答案了吗？ 谁正确？
5、它是不是只往上爬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四、学习第五自然段。
学完了这段，你知道了什么？（自由说）
2、课文哪一个自然段还说明了这种关系

呢？（第一自然段）
作者运用了首尾照应的方法， 使文章的

结构显得更加完整， 把一自然段和第五自然
段读一读。（男、女分开读）

五、发散思维。
1、学了这课，你知道了些什么？
2、你要向叶圣陶爷爷学习什么？（留心细

致地观察周围的事物）
3、生活中，还有哪些与爬山虎相似的植

物呢？（葡萄、冬瓜、牵牛花……）它们最根本
的区别是什么？

4、你们喜欢植物吗？ 说说你喜欢的植物
的特点好吗？（学生说）

《爬山虎的脚》教学设计
长沙市蓉园小学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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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民族中学 刘安之

感悟支教

班主任手记

澧县银谷国际实验学校 汤辉芳

从踏进银谷国际实验学校起，我
就暗暗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做一名
让学生信赖的好老师。 因为我觉得
花儿一样的孩子要用心去培育。

教惯了高年级，一开始很不习惯
带这些低年级奶声奶气的孩子，通过
半学期的调整后，我自觉干得顺风顺
水了，孩子们很喜欢我，见面总是小
手一举，敬礼，再亲热地来一声“goodrning”，或
者一些零食往你手里一塞，“老师，您吃！ ”我很
是满意自己的师生关系。

可是，他们竟然向校长告我的状。
一天，我儿子因为突发急性胃痛，我不得不

离开学校，安排好课程之后，匆匆赶往医院。 不
到一个小时，校长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汤老师，
没在学校吗？ 你的学生到处找你！ ”

我心中的火气“腾”的一下就起来了，这些
小家伙，到处惹事，竟然到校长那儿告状去了，
看我回来后怎样修理你们！

“是谁到校长那里找老师的？ ”我声色俱厉
地问道。

“是我！ ”“是我！ ”……七八个小家伙冲我
举起来小手，他们都带着担心的语气说：“老师，
我担心你迷路了。 ”“老师， 我怕你遇到了坏
人。 ”“老师，我担心校长把你换了。 ”……

听着一句句纯真的话语， 望着一张张幼稚
的小脸，我为自己刚才的念头感到愧疚，同时感
到一阵温暖：这些小家伙，竟然无时无刻不在关
心着他们的老师。

孩子的心灵是那样的细腻、 温情、 洁白无
瑕，无时不透射出人性中至美至善的灵性。

童心如玉！

一视同仁
□ 彭建常

教学参考

童心如玉

教师博客

带着县教育局和学校领导的谆谆嘱
托， 满怀着一腔热血和一颗惴惴不安的
心，我作为支教老师踏上了去车坪支教的
路途。

报到那天，心情十分复杂，充满着期
盼与疑惑。 当我来到车坪时，看到学校环
境时为之一惊， 连最基本的水泥路也没
有，球场也没有硬化，整个校园充满着泥
土味。 更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学校自来水也
没有，条件真是太差了。 顿时，我傻了眼，
一时不知该从何做起。

学校领导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心思，立
刻解释：“条件太差，要委屈你了。 ”我调整
自己的心态暗暗告诫自己：“我是来支教
的，不是来做秀的。 ”既然选择了就得抱着
一颗奉献的心，一颗回报社会的心，适应
这里全新的生活。 相信只要全心付出，生
活就是快乐的。 只要付出了汗水，持之以
恒，就会播下希望的火种。

记得刚开始上课， 由于学生人数多，我
对情况不熟，对学生不了解，也有个别学生
考验我，上课不守纪律，讲小话，甚至故意捣
乱。 似乎在说，你一个新来女老师能把我怎

样？ 面对此时的学生，我冷静了一下说：“谁
希望自己将来是驼背？ ”学生们摇摇头，我接
着说：“不想驼背你们应该怎么坐呀？ ”全班
学生都调整了自己的坐姿。 然后我再说说驼
背会带来的危害，把他们的坐姿纠正过来。

对那些爱讲话抄作业的同学， 我首先
不找他谈话， 而是在作业本中写下我对他
的看法和认识。 有位叫彭英忠的学生，我在
他作业本中写道“上课能不讲小话吗？ 你很
聪明，一定能学好化学的。 ”他给我也回了
话：“老师，我以后认真听课。 ”还有一位学
生交上来的作业本是空的， 一道题目也没
做。 我没有及时找他，也没批评他，而是在
他的本子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怎么没做
呢？ 能给老师说说原因吗？ ”他也给我回话
了：“老师，对不起！ 我忘记了。 我补做了一
齐交给你，谢谢你的关心！ ”这样在本子中
和学生交流成了我和学生沟通的桥梁。 而
且我发现比直接找他们问原因要好得多。
这样既保护住了他们的面子又了解了最真
实的情况。 所以我一直都在用这种与学生
交流的方式， 看着自己所教的学生一个个
在听自己的教导，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此时想到远离亲人和孩子也是值得
的。 有时儿子打电话问我：“妈妈你想我
吗？ ”我怎么能不想他不牵挂他呢？ 他还小
刚上小学，正需要我的照顾。 其实，有时我
太想他们了，哽咽着打电话，七十多岁的父
亲都埋怨我了：“现在要见上你一面都难
呀！ ”我也想在他老人家身边尽尽孝道，但
是每当看到校领导和老师们忙碌的身影，
感受他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的工作态
度，我真的好感动。 作为一名支教老师，没
理由不认真安心地工作。

支教的日子是愉快的也是忙碌的。 有
时要不是同事们提醒， 我都忘记自己是一
名支教老师。我很感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它给了我与他们相识相知的机会。 在这里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流水的兵”，
而是以高度的主人翁态度， 面对学校的一
切。在这里能得到学生们的喜爱，受到同事
们的好评，也得到学校的肯定，同时也得到
了锻炼，受益非浅。

能成为支教老师，是我无悔的先择，它
将成为我今后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与奋
斗不息的不竭动力。

一条变色龙无论爬到哪儿，身体就随着
周围环境的颜色发生着变化。

孔雀看到后便展开屏，露出美丽的羽毛
炫耀说：“你这么变来变去的，累不累呀？ 告
诉你吧，保持本色才是最美的。 ”

这时，从树后蹿出一只狐狸，一口咬断
了孔雀的脖子，大快朵颐。

变色龙悄悄爬到狐狸够不着的地方，流
着泪说：“可怜的孔雀，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
你，在你还没有变得强大之前，最好和周围
的环境保持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