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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家
长沙县实验中学 1513 班

远方的家，是优美的油画。 一条细长的
溪流环绕着土胚房， 紧挨着一望无际的田
野，田野旁边是一处荷塘。 记忆中，小溪潺
潺的流水伴奏着荷塘清脆的蛙声， 在阵阵
起伏的蝉鸣中格外动人。 漫天繁星之下，人
们手持大蒲扇，坐在溪水边谈笑风生。 稻香
随着南风飘来，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造物
主给予终年劳作人们的最大安慰。
远方的家， 是孩童的游乐场。 一根竹
竿，一根细线，一只铁钩，让儿童在荷塘边
留下足迹。 简易的陷阱，孩童们往往会花上
半天的时间，将它们布置在田埂下，时不时
便会有只倒霉的田鼠落入陷阱。 荷塘边种
植着柿子树， 当麻雀停留在树干上迟迟不
肯离去时，那就说明柿子熟了。 孩童们会抢
在鸟儿之前把青色的柿子摘下来， 放在房
间里面闷一晚，柿子便成熟了。 碗大的柿子
透着诱人的红色，酸甜而不涩口，是孩童们
最为美味的零食。 他们以大自然为友，尝遍
春秋野果，生活平淡而朴实。
远方的家， 还是亲情的聚集地。 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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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地亲人们聚集在这不大的房子中，围
着一盆碳火，摆上桌子打麻将。 大人们安排
着新一年的生计， 还会在过年那天烧一桌
好菜。 想必此时也是孩童们最喜欢的时候。
他们手里攥着压岁钱， 大口吃着平时吃不
到的美味，和其他伙伴一起，讨论着新“发
明”的游戏。是家，才能让人们享受到更大的
欢乐。
远离家乡，在城市生活多年。 偶尔窗外
蝉鸣，便觉得那是令人厌烦的生活杂音。 盛
夏之夜早没有乘凉的闲逸， 空调成为了最
舒适的邂逅。 整天面对屏幕，偶尔还会被突
然冒出的小虫惊吓出一身冷汗。 从此很多
人对家的记忆便只剩下了稳定的局域网和
斑斓的霓虹灯。 远方的老家？ 似乎只是教科
书上的一页插图罢了。
累了，就想回家看一看。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 终于又回到了记
忆中那个熟悉而陌生的老家。 可当我踏进
了小院，却并没有看到那片田野，取而代之
的是成堆野草盘踞在土地上， 它们仿佛是

在讽刺我记忆中的稻田。土路变成了水泥路
面，过路的汽车扬起尘土，泼洒在灰暗的树
丛中。 我着急地走到屋边的小溪，没有成群
结队的鸭子，也没有孩童嬉戏的身影……溪
底只剩下了裂纹和几株杂草。“
也许是太久
没下雨了”我只能这样想。抬头望向荷塘，这
俨然已经沦为了普通的水池——
—一个飘着
垃圾、没有生机的水池而已。我使劲地想着，
仿佛又看到了那片蛙鸣阵阵的荷塘……
老家周围少有人烟。 我推开屋门，那张
布满灰尘的桌子， 那把蚀痕累累的藤椅，毛
主席的旧挂像……
“
这就是我的家乡，确信
无疑了。 ” 我走出屋门，失望地离开了。
发展让我们逐渐忘却了过去。城市化的
确是一种进步，然而放眼望去，我们难道能
够通过千奇百怪的电子产品抚摸绿叶？难道
能够靠着梆硬的路面贴近自然？难道能够透
过厚重的雾霾下抬头观星？ 我的家，在时代
前进的脚步下格外渺小。 记忆，在眼前陌生
的景色下多么苍白！
要怎样，才能回到远方的家？

人会长大三次
湖南省地质中学高 1505 班
不知不觉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
成了雄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
渐变成了刚毅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也
渐渐变成顽固的老人。 人生的历程大抵不
过如此！
如此看来，人的一生不过是几个线段
的组合。 看似被分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成长
阶段，但又注定是相互勾连、不可或缺、无
法超越的。
人总是不断走向成熟的， 也许熟到
不能再熟的时候就是终了。 其实，成熟，
就是认识自己，就是克制。 不能流血就喊
疼，怕黑就开灯，想念就联系，疲惫就放
空，脆弱就想家，因为，我们终究得承受、
终究要长大。
人会长大三次。 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
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
当我们结伴求学的时候，总是以自我
为中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以为周边的
一切存在都是围困自己的，总渴望着飞出
牢笼，翱翔于九天云霄。 可当我们真正离
开家，现实给我们一记重槌时，才发现自
己是多么的幼稚可笑：本以为可以优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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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挑选自己所想象的生活，呵，却猛然发现
自己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居然成了自己曾
经最讨厌的那一类人。小的时候，总以为太
阳是跟随着我的步伐，后来才明白，太阳不
属于我， 我也不是太阳， 自己与太阳的距
离，穷尽一生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会长大三次。 第二次是在发现自己
再怎么努力，仍然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
很多时候，自己都觉得累了，但还是要
假装坚强，习惯了一个人，带上面具，面对
生活的所有。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怎样，忘记
了自己最初的模样。有时候可以很开心、很
放肆地和每个人聊天， 可没人知道面具里
的我早已泪流满面。有时候，莫名的心情不
好，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想一个人静静地
发呆；有时候，夜深人静时，突然觉得并不
是睡不着，只是固执地不想入睡；有时候，
听到一首歌，就会想起一个人；有时候，听
到别人说：“我觉得你变了”， 也会百感交
集，心潮起伏。这时，我们才体会到：人生不
再是一条直线，也不再单纯。
人会长大三次。 第三次是在明知道
有些事可能无能为力， 但还是会极力争

取的时候。
在时光的长河中徘徊，一些人、一些
事终将远去。 回头看看，那些被你甩在身
后的人还在苦苦追赶；向前眺望，你曾经
所追逐的身影早已不知所踪。 悟透了，世
界上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只能在某个特定
的时间里做一阵开心的同伴，被时间的洪
水淘过，最后仍堆在一起的，一定是同样
材质的石头。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嘛。 明知道有些事自己无法做到，却还是
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去拼一
个不确定的未来。 就好像是六合彩一样，
明知道中奖的概率极低，却总是跑去买一
张，对这渺茫的概率心存希冀。 也许，我们
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改变了自己！ 这，应
该也是一种成长吧。
我们含着泪哭着来到这个世界， 又在
别人的泪水和哭声中离开这个世界， 其中
的过程叫做人生。 人生路上， 会遇到许多
人，许多的事，往前走，还会有更多新鲜的
人，新鲜的事物等着你，人生便是如此变得
丰富多彩！ 人生，本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
去，一边长大，一边老去。

浅谈如何在体育教学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常德市石门县磨市镇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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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是整个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 中， 教师要鼓励学生从球类运动以及基础
部分。体育活动不仅能让学生增强体质，提 动作，如翻身、运球等方面好好练习。 这不
高运动技巧和技能，还能使其发展智力，陶 仅能培养学生团结、友爱、协作等集体主义
冶情操，锻炼意志，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增 精神，还可促进学生思维机敏、反应迅速。
强组织性、纪律性，促进学生良好思想品德
四、体操教学
的形成。 体育教材中蕴含着对青少年进行
首先， 要深入挖掘教材潜在的思想教
思想品德教育的因素，从育人出发，可有效 育因素。 如：支撑跳跃可培养学生勇敢果断
地实现对学生的教育。 笔者在体育课程改 和直面困难的品质； 低单杠可锻炼学生沉
革中，结合本校实际，具体做法如下：
着、果敢、坚毅顽强的意志；通过技巧的教
一、严格开展队列练习
学，培养学生灵敏机智、刻苦锻炼、吃苦耐
世上无难
队列和体操队形，不仅是对学生身体 劳的精神， 使学生真正体会到“
姿势和空间知觉的基本训练， 同时也是一 事，只怕有心人”的含义！
项严格的集体活动。 要求学生在共同口令
五、体育游戏教学
下完成协调动作， 从而培养其严格的组织
体育游戏是学生最喜爱的一项综合性
“
春种秋收”
纪律性和朝气蓬勃的集体主义精神， 增强 的体育活动。 如：负重接力游戏
提问反应速度、 动作准确性和协调一致的 “
抢运伤病员”
“
障碍游戏跑”
“
上前线”以及
应变能力。
“
迎面接力”等游戏和竞赛都有内在的教育
二、田径知识穿插教学
因素。 又如：
“
猎人打猎”（用投垒球来代替
在进行田径教学时，学生往往会觉得 猎枪）游戏，不仅能发展学生投准和躲避能
内容单调，枯燥乏味，此时，教师可适当讲 力，更使他们能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做到互
述一些有关田径相关基础方面的知识，进 相协作， 团结一致， 为争取多打猎物而努
一步培养学生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意 力。 游戏教材一般都有一定的主题、思想情
志，从小树立敢于争先的思想品质。
节、竞技成分和比赛规则。 游戏与竞赛较多
的出现群体之间的竞争， 活动的过程中强
三、球类运动教学
在篮球、排球、足球等球类运动练习 调对群体的协同、配合。 教师要在活动中教

育学生积极进取、敢于开拓、善于思考和互
相合作的集体责任感， 使他们养成友好相
处、团结友爱、遵守纪律、公正诚实等优良
品德。
六、韵律活动和舞蹈教学
让学生体验儿童舞和民族舞的风格和
特点，发展创造力和表现力，培养其文明行
为和活泼愉快的情绪以及团结合作的精
神。 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使学生
在学习现代舞曲的同时， 也了解和传承本
民族的文化。
七、习惯教学
课前整理场地、领取器材和归还器材，
是引导学生热爱劳动、 爱护公物的重要时
机。 如：在上课前，老师叫学生搬运器械时，
要求学生不许脱、拉，领取的器材，如篮球、
排球，不能用脚踢、踩等等，当教师发现学
生有不爱护公物的现象时， 要及时教育制
止， 对于那些热心协助教师整理场地的学
生应给予当众表扬。 这样，对保护学校体育
器材，提升学生体育素养更有裨益。
总之， 体育教学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该支持和
推动它， 进一步发挥体育教学在学校教育
中的推动作用，诠释体育精神的内在蕴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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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是一门
“来源于生活， 又服务于生
活”的学科，没有特别复杂的
逻辑推理和公式运算， 只要
掌握基本的加减乘除和混合
运算， 熟悉解决生活中的基
本知识， 就能达到小学阶段
的教学目的。
笔者在多年的一线教学
中发现， 只要调动学生参与
的兴趣，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通过课堂的小游戏， 让动手
湘
西
实践贯穿于整个数学教学
自
中， 尽最大的努力从生活中
治
州
找出最直观、 具体的实物和
龙
实例来作为教学素材就能达
山
到我们的目标。 例如，低年级
县
第
的数学教学可以就地取材，
五
如数石子、瓜子、花生、小棒、
小
学
小组人数等等， 让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体会到数学就在自
余
己身边。
江
华
其次，通过实际操作，让
他们感受到自己就是“数学”
的主人。 比如，教学低年级学
习数的组成时， 可以用小棒
摆一摆、说一说、写一写的方
式来完成教学。 摆的时候，可
以让学生先把小棒摆在上
面，然后往下分成两堆，写出
摆的过程；或从下往上分，又
或从左往右分、从右往左分，
从而让学生体会到数的组成还可以这样写。
在低年级教学《位置》时，只要学生掌握前后左
右，认清楚基本的方向；而高年级教学此知识点时，
不仅要熟知方向，更要结合图表来认识具体的方位，
图移以及比例尺，甚至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根
据图表，判断台风的行进路径，计算到达的时间，从
而拓展数学以外的安全教育知识。
第三，训练学生的求异思维，培养他们的创造性
学习能力。 在数学教学中，适时适度地引导学生多角
度、全方位地观察问题，启发学生用多种思路解答问
题，鼓励学生标新立异，注重发散思维训练，培养学生
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和创造性。 笔者在教学一年级
某道数学题：“请问本题除了图中标出的数学信息(男
生有 8 人，女生有 6 人，一共有多少人？ )外，还能怎样
解答？”学生有说上台表演的，有说拿道具的……课堂
气氛异常活跃。 像这样的题书中还有很多，只要教师
多加引导，就能让学生们养成求异的好习惯。
在教四年级的数学时，我首先用“凑十法”帮助
记住加法算式，然后算减法想加法。通过多种形式的
练习， 让孩子们对 20 以内的加减法记得滚瓜烂熟，
提高了学生们的计算速度和准确率， 让他们从中产
生成就感。 然后，我提醒学生学会找关键字。 在教倍
数应用题时，我就让孩子们找到“是”字，再观察要求
的数，如果在“是”的前面，用乘法计算；如果在“是”
的后面，就除以倍数。 学生们对“谁比谁的几倍多”
或“谁比谁的几倍少”的题目总是理不清解题思路，
这时我让学生找到“比”字，要求的数在“比”的前
面， 则乘倍数， 多就加， 少就减； 如果要求的数在
“比”字的后面，“多”则先减，用“差”除以倍数，“少”
则先加，用“和”除以倍数。
教学六年级的《分数的除法》时，我们第一步是
认识分数的倒数， 弄明白除法是分解整数的一种计
算方法，在积为 1 的计算中找到互为倒数，积分子分
母交换位置，然后通过乘法来计算分数的除法。最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拓展， 验算是一种对平常计算的逆
向思维，当我们还不能解决所有遇到的问题时，可以
通过结果来推敲事物发展的过程， 从而通过另外一
种途径来解决问题，让数学变得丰富多彩。
在高年级教学中，解决问题是关键。教师要有意
识地培养学生对基本知识的运用能力。 比如学生们
在三年级时接触过“鸡兔同笼”问题，六年级也会出
现同类题目，前一阶段是直接列式计算，后一阶段就
可以通过设置未知数来代入进行解答， 两种不同的
解题方式， 可以提升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不同的思维
方式。
当然，想要提高孩子们的解题能力，方法还有很
多， 以上只是笔者教学多年来的点滴积累。 笔者认
为：哪怕是最笨的方法用到它该用的地方，用到合适
的对象上，也是最牛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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