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育的土地上耕耘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第二小学 李敏慧

12月 8日，湘西已是隆冬时节，彭彪
巡查完办公室后，已是华灯初上时。 龙山
县第二小学值班门卫说：“彭彪副校长是
全校师生中回去最晚的，来得最早的。 ”

作为身兼学校安全、 德育管理工作
的副校长，彭彪主动请缨，担任了毕业班
的数学教学工作。 他说：“不拿手术刀的
医生不是好医生， 不上讲台的老师是假
把式。 ”

“每一堂教学都要遵循基本规律，
充分结合学生实际，在实施目标中使每
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发展。 ”年级组内集
体备课时，彭彪每次都是积极发言的活
跃份子。

“照你的进度，我们班有 20 个学生
需要回炉加餐。 ”年近半百的老教师首先
发难：“解方程对未知数的设定， 我看最
好分解成 4个课时来教学。 ”

“鸡兔同笼只要一个带入，直接计算
都可以。 ” 跟班实习的新教师也不甘示
弱：“学生只要一演示就看得清清楚楚，
你设计的两步走有点画蛇添足了。 ”

六年级有七个平行班，加上轮训、实
习的十几个老师， 每天都要进行教学会
诊，彭彪把大家的意见和需求，都备录下
来， 同事们也从没有当他是高高在上的
学校领导，大家都称呼他“彪哥”。

做完一天的功课，送走离校的师生，
彭彪还得自己再“补补营养”。 他通过阅
读理论书籍和教学实践， 将教学从传统

的书本向生活拓展，把有价值、有趣味的
活动带入师生的双向互动课堂，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

“彪哥真霸得蛮，一个学期瘦了十来
斤，班级平均分提高了 13分。 ”教导主任
对彭彪评价很高：“这个班 90%的学生是
留守儿童和转插生， 检测合格率不足一
半，当初没有人愿意接手，要不是彪哥，我
们怎么能在全县进入前三名。 ”

每天清晨，彭彪都会和值日的教师一
起迎接上学的孩子， 向他们道一声：“宝
贝，你好！ ”当学生行队礼的时候，他一定
微笑着摸摸他的头，拍拍他的肩，让学生
快快乐乐地走进校园。

“德育是学生发展和人格陶冶的重要
力量。多年的教育工作，让我深深认识到，
最精彩的教育，是传递精神能量。 ”彭彪
说：“让德育的种子在学生心中扎根，就是
在莘莘学子中播撒心灵的阳光，不管将来
散落何方，都能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

细心的彭彪发现学校安全德育工作
存在两大绊脚石：一是班主任管理经验不
足；二是留守儿童养成教育任重道远。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
……”二年级的教室里，充满童稚的声音
把这首土家族儿歌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学校的德育活动都不一样，有故事、有儿
歌、有图片欣赏等等，学生们对土家族儿
歌最感兴趣，一读起来就不想停，家乡美
好的事物不知不觉就印到了他们的心里，

这比给他们讲一百遍‘要热爱家乡’还有
用。 ”老师们这样说到。

“二小对学生的养成教育做得很细
致，很有意义。 我的孙女今年刚到二小上
一年级，每天上学时她都会提醒我，过马
路要注意红绿灯，放学路上也从来不乱花
钱买东西，一回家就自己打开作业本认真
写字、复习功课。”一位家长对孩子在二小
养成的好习惯赞不绝口。

如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礼仪学
习、 习惯养成教育已成为二小的德育教育
必修课。每周一升旗仪式上，学校都会用不
一样的主题进行“国旗下讲话”，从不同的
角度培养学生的学习意识和良好品行。

五年级学生欧阳云熙说到：“记得我
上台演讲的那一期主题是学雷锋活动，我
提前一周就写好了发言稿，然后交给班主
任和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审定。这个过程对
我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因为是
从自己和自己身边的小事说起，所以大家
都很认可我。 ”

在彭彪的办公室里，一千多份留守儿
童档案码放得整整齐齐， 养成教育记录、
心理健康咨询要点等详细的登记在册。德
育处的李老师说：“这都是彪哥花了 3 个
月慢慢磨出来的。 ”

“工作要多做一点，亏要多吃一点，苦
要多受一点。 ”彭彪的座右铭是：“人生只
有短短几十个春秋， 现在不努力工作，老
了就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懊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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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乡间田野，放眼望去，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翠绿欲滴的青菜。 蔬菜
们个个精神抖擞，英气十足，队列整
齐。 此时已是傍晚，行走了一天的太
阳，挨近了西面的大山，显得格外的
圆和红润。 晖影落在被晚风吹得微微
发皱的水面上，形成一幅幅斑驳的粼
光，引发人感伤。

在菜园中，有一个瘦削的老人拿
着一把锄刀， 不急不慢地收割着蔬
菜。 他的动作是那样娴熟，一看就知
道已与乡间田野为伴多年。 那是怎样
的一个老人啊! 背已经微微弯曲，穿
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淡蓝色衬
衫，和他满头的白发相互映衬。 那张
与土地一般颜色的脸上， 始终浮现
着微微的笑意， 眼神中也微微泛着
光亮，那是对庄稼满怀的慈爱。 这个
老人，就是我的爷爷，对乡间田野情

有独钟的爷爷。
那天全家人一起吃午饭， 爷爷老是滔滔不绝地

讲着他种菜的经验。 作为 00 后，我对爷爷的这份执
著非常不理解：在家呆着看看电视，和别人聊聊天，
安享晚年，不是挺好的吗？ 干嘛非要到田里种地，
给自己找累？ 特别是到了夏天，太阳那么毒辣，他
还去耕作，岂不是会晒脱一层皮？ 听着他一个人不
停地说这些事， 我父亲说：“爸， 现在没必要种地
了，这种事又辛苦又赚不了多少钱。 ”听了这话，没
怎么读过书的爷爷突然语塞，眼光中有些暗淡，有一
种失落感。

每次回乡下，爷爷就忙活了。他忙着给后辈们收
一些自己种的小菜、玉米等，拿给我们时，他的脸上
总是洋溢着笑容，那是他对劳动成果的满足，对自己
耕种作物的欣慰。

可能是人老了，病痛也就随之而来了。 前两年，
爷爷头痛，医生说是神经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
因年纪较大可能无法手术，医生建议少劳作多休息。
在住院时，原本那个能干的爷爷显得是那样无助，那
双平日里总是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 本来
就苍老的爷爷， 显得更加瘦削与疲劳， 整日无精打
采。 我心想，爷爷就在城市过一过安稳日子，享享清
福吧。可是，爷爷在城里呆了一个星期，就说住不惯，
硬要回乡下。

迫于无奈，我们只好将爷爷送回乡下。刚回到乡
下，爷爷直奔菜园，我们不放心，便赶紧跟去。爷爷到
了菜园后， 熟练地拉开菜园的栅栏， 挽起衣袖和裤
脚，拾起一把破旧的镰刀，快速走到田垄旁，将手一
挥，娴熟地将杂草拦腰斩断。 过了一会儿，爷爷蹲坐
在田垄边，喘着粗气，脸也微微有些泛红，不知那是
耕作劳累还是与他的庄稼久别重逢的喜悦。 休息一
会后，爷爷又开始劳作，在城里的那份无精打采已被
精神抖擞取代，乡间田野赋予了爷爷新的活力。

如今，我已经长大了，明白了爷爷为何对田野如
此执着。 那种祖辈生命的延续，是他精神的寄托啊！

又是夕阳之下，余晖洒在爷爷的身上。不知怎么
的，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那原本瘦削的爷爷骤然间
变得高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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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那月色
岳阳市第十五中学 349班 刘鑫洋

这夜，天上挂着一轮若隐若现的金盘，
四周仿佛笼上了一层薄雾， 我独自一个人
走在回家的路上。 父亲已准时等在楼下，远
远望见我，便迎上来，帮我提起了书包。

“洋崽，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
事？ ”可能是见我没有如往日放学时那般蹦
蹦跳跳。

“还好吧！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没事就好嘞。 ”父亲笑着看着我。“那前

天呢？ ”
我正准备上楼的脚步突然停顿了一秒，然

后装作没事一样继续走着。 父亲显然发现了我
这个举动，笑了笑。

“是考试没有考好吧？ 我都知道了，一次小
小的考试，没什么大不了呢！ ”

是呀，他都知道了。 回想前天，数学测验的
成绩发下来后，我的心情就非常糟糕，所以那
天回家情绪一直非常低落。 无论父母怎么开
导我，我都一言不发。 本以为过两天父亲就会
忘了这事，却没有料到他还在关注我的点点滴
滴。

在书房里完成了作业后，我不紧不慢地整
理书包。 父亲还在一边看自己的书。 一会儿后
我又莫名地坐在沙发上发起呆来。 我感觉父亲
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当我抬起头来时，他却
又急忙收回了目光，装着认真在看自己的书。

看到他的样子，我突然笑了起来。 他却又
突然很认真起来， 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呀，

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考试成绩不理想，爸妈
都不会责怪你，只要真正把知识学懂就好。再说
了，你们这个班是由全区的精英组成的，你能跟
得上大部队就行。 ”

我似乎松了一口气。
“再优秀的人，也是有起有落的。 我家崽崽

一直还是非常不错的啦！ 但人外有人， 天外有
天，摆正位置，调整心态，一次失利就是为下一
次成功作铺垫的。 ”他靠近一点，搂了一下我的
肩，我感觉心里颤动了一下。

“退一步讲，下次就是成绩考得再差，你反
正都是我的好女儿， 也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
的女儿，你不必因为爸爸在这个学校工作，怕
给我丢脸，而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爸爸只
是希望你能开心学习，记住，你永远是我的
骄傲！ ”

不知不觉，我的眼眶已经蓄满了泪水，我强
忍住，不让他发现。 一抬头，却落入一双明亮温
柔的眸子里。他带着浅浅的笑，这也是我第一次
在灯光下，将父亲看得这么清晰。 岁月飞逝，时
光荏苒， 原本年轻帅气的爸爸也增添了几丝华
发， 但我依然能从他那清澈的双眼中看到深切

的关切。 他的脸上不再那么光滑，笑起来
时那眼角的鱼尾纹也在提醒着我: 父亲已
不再年轻，不再是那个我儿时可以骑上肩
头想去哪就去哪， 想干嘛就干嘛的爸爸
了；不再是能忍住我的一切“拳打脚踢”任
我淘气的爸爸了；不再是那个可以驼着我
一口气冲上五楼的爸爸了。
父亲的工作非常忙， 但他为我操了太多的

心，每天都在为我着想，各方面都尽力迎合我，
可我却有时还顶撞他，让他生气，现在想来，实
在是太不应该了。 想想进入高中后，我对学习有
所放松，他却说我是他永远的骄傲，惭愧呀，真
的惭愧！

其实我也知道，父亲希望我学业优秀，而我
有时却让他失望，但他不想打击我的信心，一直
安慰我、鼓励我。 我决心振作精神，去奋力拼搏，
因为我希望他能看到我自豪的笑容， 能分享我
带来成功的喜悦！

“睡吧，睡吧，还在想什么呢，别太累着了！ ”
我硬生生地把眼泪逼回了眼眶， 跑进了自己的
房间。

窗外，月光依旧，但那层薄雾不知何时已悄
悄散去，轮廓清新显露，分外敞亮。

点评：父爱如山，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难忘
的日子，激励走过人生的坎坎坷坷。文章以细腻
的对话描写、心理描写见长，生动地展示了父爱
的平凡与伟大。 以景语起头，景语作结，结构巧
妙，很好地烘托了人物内心变化。

苏联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沙士比亚也曾说
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书真有
这么好吗？ 我怎么感觉不到？ 以前我非
常不爱读闲书， 一拿起书就感到头疼，
所以，对于大师们所说的关于书籍的名
言，我总是持怀疑的态度。 后来，在表姐
的启发下，我开始静下心来看书，渐渐
的，我感到书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书中
的知识让我受益匪浅，我也慢慢体会到
了读闲书的快乐。

有一次，我告诉妈妈我想吃洋葱炒
鸡蛋，妈妈拿起洋葱切了起来，可是还
不到 2 分钟，妈妈就被洋葱熏得泪如雨

下。 妈妈放下菜刀说：“不切啦，简直就
是活受罪！ ”可是没有洋葱，我的洋葱炒
鸡蛋怎么办呢？ 我脑袋瓜一转，飞快地
拿起《百科全书》查阅怎么才能不让洋
葱把人熏得流眼泪。 书上说：把洋葱放
进冰箱冷冻三分钟后拿出来切，气味就
不会那么熏人了。 我按照书上说的把洋
葱放进冰箱的冷冻室， 三分钟过去了，
我再把洋葱拿出来试着用刀切， 嘿，还
真灵呢！ 多亏书帮我解决了一个生活上
的难题。

书，教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书，带
给我无穷无尽的快乐。 我爱读书！

（指导老师：张英玲）

我读书 我快乐
国防科大附小五年一班 瞿小淇

书，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它能带
给我们知识和智
慧。 如果要我在
茫茫书海中选出
一本最喜爱的书，
那一定是《木偶奇
遇记》。

记得我读三
年级时， 有一天，
妈妈带我来到了
一家书店，我的目
光急切地在书店
里寻找着。“啊！找
到了!就是这本！ ”
我兴奋地说道。 妈
妈用奇怪的眼神
望着我，说：“什么
事呀？ ”原来，我找到了自己梦寐
以求的《木偶奇遇记》！ 只见封面
上画着一个长着长鼻子的木偶，
他的脸上写满了惊恐。 妈妈付完
钱后， 我欢喜地将心爱的书捧在
怀里。 一路上，我都天马行空地想
象着书中的故事，心里无比快乐。
一到家， 我便迫不及待地拆开包
装，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书里面
的故事情节让我着迷， 善良的小
仙女让我的心也温柔起来， 可爱
的木偶伙伴们逗得我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 我正在书房看着
一本故事书， 妈妈忽然进来对我
说：“元元，去把垃圾倒了。 ”我心
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过了十多分
钟， 妈妈见我一动不动， 便又大
叫了一声。 我只好拿着心爱的书
下楼去倒垃圾。 来到楼下单元门
口， 我心想： 垃圾桶就在前面不
远了， 我先看会书再去倒吧。 没
想到， 这一看就看了一个多小
时。 妈妈在家见我好久没回家，
便下楼来找我， 发现我竟然还坐
在楼道边看书， 妈妈哭笑不得地
说：“元元呀！ 你就不能倒完垃圾
再看书吗？ ”

这就是我和书的故事，你们有
什么有关书的故事和我分享吗？

（指导老师 张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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