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上，笔者领着学生学习课文《小摄影
师》。

课文中提到，高尔基按小男孩的“吩咐”拿
着报纸坐下，耐心地让小男孩摆弄了很久。 这
部分文字很好地体现了高尔基对孩子的关怀
与爱护。 如何拉近文本与生活的距离，让学生
在生活中学习语文？ 笔者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请学生采访校长。

简单地梳理了一下采访要问的几个问题
后，学生轩和帆代表全班同学出发了。

没让我们等太久，他俩带着成果回来了。
校长不在，机智的他们采访了陈副校长。 他们
说，去的时候，陈副校长正在电脑前忙碌，听说
要采访，立马放下手中的事，认真地接受采访。

陈副校长说，她平日很忙，有时候也很疲惫，但
一看到学生们就累意全无了。

笔者告诉学生，“她忙于工作，连休息都成
了奢求。 你们说，时间对于陈副校长来说宝贵
吗？ 在时间这么宝贵的情况下，咱们同学去采
访，陈副校长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立马停下工
作接受采访？ ”笔者不断追问，是想让学生明
白：陈副校长的一切忙碌都是为了学校，学生
的成长是学校的大事，她即使再忙再累看到学
生成长也高兴。

再回到课文里，我们感到高尔基不单单是
书中人物，而是走到了学生中间，成为一位可
亲的长者。 这样，学生理解高尔基对孩子的关
心与爱护就很自然了。

课后，上次没有得到采访机会的学生主动
采访了校长、保洁阿姨、学校老师。给笔者印象
最深的是两名女生含和桐， 午间练字刚结束，
她们就走到笔者面前， 提出要采访校长的请
求。 问及原因，她们说想练练自己的胆儿。

很久很久，含和桐才回到教室。告诉笔者，
她们在校长办公室门外等了好长时间，但没敢
进去。 含刚鼓起勇气往前走了两步，就被桐拽
了回来。 这样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最终被正
在打电话的校长发现。 进了办公室，两人的小
脸憋得通红，好长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挂着兴奋的表情，显
然是有收获的，达到了预期目的。

刘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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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被外媒冠以“中国奇迹”的“超级
工程”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的消息刷爆朋友
圈。 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广东省珠江口
外的一片水域），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
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一桥连三
地，天堑变通途。

港珠澳大桥通车的新闻， 是极好的德
育素材。 截至 2018 年 10 月，港珠澳大桥是
世界上里程最长、钢结构最大、施工难度最
大、沉管隧道最长、技术含量最大、科学专
利和投资金额最多的跨海大桥， 是被英国
《卫报》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建
筑。 当学生们了解之后，自然会从心底油然
生出一种自豪感， 润物无声地增强他们的
民族自信。

港珠澳大桥还是极好的学科命题素材。
以地理为例，重大工程建设是常考的热点之
一，港珠澳大桥的兴建，涉及香港、澳门、珠
海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交通以及港
澳地区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等地理内容。

从大桥建设的地理位置角度看，港珠澳
大桥跨越伶仃洋， 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
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国家
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的
组成部分和跨越伶仃洋海域的关键性工程，
将形成连接珠江东西两岸新的公路通道。

从大桥建设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的关
系看，港珠澳大桥全长 55 公里，为了适应复
杂的海床结构、恶劣的自然环境、超长的跨
海距离， 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的生态环境、
保证伶仃洋海域主航道的通航能力和空运
航线，建设者巧妙设计了由桥梁、海底隧道
以及连接隧道和桥梁的人工岛共同构成的

“桥—岛—隧”结构。
从大桥建设的地理意义角度看，港珠澳

大桥是“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三地首次
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大桥开通
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
时能够拉动粤西乃至广大西部地区经济，扩
大港澳经济腹地及辐射范围。

知识链接
1、 大桥主桥为三座大跨度钢结构斜拉

桥，涉及力的分解知识，在学习力学时，可以
让大桥“飞入”课堂。

2、 大桥采用一种由多层新型高阻尼橡
胶和钢板交替叠置结合而成的隔离支座实
现抗震，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 承载力约
3000 吨。 地震发生时，地震波既有横波、又
有纵波，隔震支座竖向通过加劲钢板提供稳
定可靠的承载力，水平方向利用了橡胶粘性
大、吸收振动能量、变形能力强的特点，在学
习波的时候，可以让大桥“飞入”课堂。

3、为满足高标准的抗震性、抗腐蚀性等
要求， 中国科学家们研制了多种高性能材
料，应用于桥梁和隧道的建设，在科普课堂
上，可以让大桥“飞入”课堂。

4、从 2009 年到 2018 年，港珠澳大桥历
时 9 年的建造过程中，很多方面的技术飞速
发展，在引导学生关注科技发展、关注热点
问题时，可以让大桥“飞入”课堂。 韩 莉

“小”题“大”做

港珠澳大桥通车 可让大桥入课堂
多角思维

“黄老师，不得了了，我儿子突然情
绪非常不好……”

“怎么了？ 为什么？ ”
“他失恋了，追求 3 年的女孩子忽

然不理他了，说是嫌他胖……”
“有这事？ ”
“现在，他已经完全不听我的了，今

天一天都在体育场跑步。 ”
“这样，你先稳住他。 明天上午我找

他谈谈。 ”
第二天第一节是语文课，笔者该怎

么办？ 置之不理，显然不妥，假如要理，
从何理起？ 会不会“引爆”他？

踏进教室那一刻，笔者灵机一动。
“同学们，今天的语文课，我们先评

讲作文《xxx，我想对你说》。 请大家思考，在你的
眼里，‘你’是指谁？ 谁让你刻骨铭心？ ”

“名著，我的最爱，我就喜欢读书。 ”
“钓鱼，我最喜欢的课余爱好，我对周末充

满期待。 ”
“妈妈，在我的心里，妈妈最伟大。 ”
“不错的定位和思考，亲情是永恒的话题，

老师也非常喜欢这样的选择。 那如何才能更好
地表现这样的主题，表达血浓于水的亲情呢？ ”

“我们不妨先感受一下伟大的亲情：大家一
起来听听《朗读者》节目中斯琴高娃的声音，然
后再一起谈谈收获。 ”

“老师，感人至深。 他们太厉害了，他们的写
作水平、朗读水平太高了！ 作家对母亲的感情太
深了！ ”

“我听出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伤，尤其是
伴着舒缓的乐曲，真令人难忘……”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爱是人类最美的
语言，尤其是亲情之爱，渗透进了骨子里……”

“同学们说得很好，老师不禁要问：现在的
我们，该对父母说些什么？ ”

“妈妈，我爱你！ ”
“爸爸妈妈，我会永远感激你们！ ”
……
这节特殊的作文评讲课笔者始终没有看

他，没有向他提问，只是悄悄留意他，课后也没
有找他谈话。 晚上 10点半，笔者和家长沟通，学
生的妈妈说：“谢谢老师关心， 孩子今天回来恢
复了正常，感觉也更加听我的话了……”

听后，笔者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后来，初三的一整年，他都表现不错，再也

没有因为恋爱或违纪问题出现异常。 黄 勇

在音乐学习活动中，当实现直
接情绪体验和内容性情感体验结
合时，学生便会从音乐活动中获得
音乐情感的享受，从而产生学习音
乐的兴趣。 可见，情感体验应作为
音乐课堂教学的核心。

教唱歌曲《盼红军》时，笔者首
先利用“盼”字挖掘学生的情感，让
学生感受、体验“盼”的情感。 笔者
通过谈话导入：“你最盼望的是什
么？用一个动作或者一个表情来表
现。”老师有感情地示范，渲染“盼”
的意境，唤醒学生的思维，诱发学
生的音乐情感。由于音乐优美的旋
律，以及歌词所表现出来的人民对

红军的热爱与歌颂的感情， 在学唱过程
中，学生始终保持着快乐、兴奋、积极的心
情。

老师还可以创设音乐环境，让孩子们
与音乐产生一种情感互动，让他们在学习
过程中体验到一种成功的喜悦，从而增强
学习欲望。

《咏鹅》是一首学生非常熟悉的古诗，
韵律优美，节奏感强。 上课前，笔者将音乐
教室布置一番，将教室用彩纸布置成春天
池塘的景象，还制作精美的教具———皱纹
纸制作的荷叶、小白鹅头饰以及带白色羽
毛的服装等。 课程导入部分，笔者用一幅
画引起孩子们的好奇， 提问：“小朋友们，
你们看到这幅画，想到了哪首古诗呢？ ”孩
子们马上雀跃地回答：“《咏鹅》。 ”接下来，
笔者与孩子们一起品读、回味古诗。 很快，
孩子们从熟悉的古诗中体会到了诗歌的
内容与情感。 通过音乐环境，老师唤起了
孩子们的情感。 曾 艳

校园柚子节 办出文化味
金秋的校

园， 株洲市天
元区泰山学校
柚园中的七棵
柚子树硕果累
累，从 10 月 25
日 至 11 月 1
日， 学校举办
了为期一周的
柚子节。 节日
由数柚子猜柚
子数、 用柚子
做手工、 制作
柚子主题手抄
报、柚子绘画作品展等七大主题活动组成。 全校学生踊跃参与，让人感叹小小柚子有
大大创意。 通讯员 徐芳 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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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蒋副校长，纯属一次偶然。 和同事驱
车前往一个县城采访, 途经衡阳高新区蒸水
小学, 于是建议停下车进去参观一番。 在门
口，我们与蒋副校长遇见，这也是我与蒋副校
长的第一次见面。 蒋副校长非常热情地带我
们一路参观， 并一边讲解学校的发展史以及
学校正在全力打造的特色课程。细聊得知，蒋
副校长今年 45 岁，原是高新区二塘小学的校
长，由于学校需要重建，今年 2 月，高新区党
工委决定暂将二塘小学的全体师生并入蒸水
小学，而她成为该校的后勤副校长。蒋副校长
是扎根乡村教育二十多年的老师， 说起二塘
小学滔滔不绝，满脸的喜悦和怀念。 她的描述
让我对二塘小学充满好奇， 提出想去看看的
想法，蒋副校长欣然同意。

车子开到一个高速公路的桥下， 便需要
开始步行。 蒋副校长边走边向我们介绍，前往

二塘小学只有脚下这条泥路，而这个必经之路
的高速涵洞，一到雨季就会因积水。 为确保师
生能够安全通过，有几次清早，她早早叫上家
人，拿着锄头、冒着雨去疏通下水道，有时候还
有家长主动前来帮忙。 最后，她从学校的经费
中节省 2000多元， 在桥洞的一侧砌上一排红
砖，然后铺上预制板，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条“预制板路”。走出桥洞，是一条蜿蜒的、没
有硬化的砖头路，她又说起了故事。 这是一条
她多次带领全校师生拾砖块铺成的路，砖块一
次次地被压进泥土，陷了又铺，铺了又陷，直至
这条通往学校的泥巴路成为严严实实的“砖块

路”。爬上红砖罗列的小山坡，一个空旷的校园
映入眼帘，一栋刷着白墙的三层楼房静静地矗
立着，蒋副校长向我们介绍：教学楼始建于 80
年代，2012 年接任校长后，开始向上级汇报申
请经费修缮学校， 他们趁着暑假加班加点，对
整栋教学楼进行翻新和维修，因为亲力亲为的
督工，施工人员笑话他是“女飞侠”。 2015 年，
她又为学生们争取到了多媒体设备，让学生们
感受到了全新的有趣课堂。

当时的二塘小学只有正式在岗教师 9
名、学生 73 名，她在担任校长并组织学校行
政管理工作的同时，还承担起语文、思品、社

会等学科的教学工作， 每周的课时都达到 18
节以上，而且所教的班级成绩优异，得到领导
和家长的肯定。 她多次被评为蒸湘区优秀教
师；2016 年， 被评为高新区先进教育工作者；
2017 年， 她辅导的刘思同学获得了语文素养
大赛国家级一等奖、创文大赛二等奖；同年，她
被评为区骨干教师。

正如蒋副校长自己所说，她只是无数个乡
村教师中的一个，做着和其他乡村教师一样的
工作， 她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默默耕耘，没
有非常出色的成绩， 也没有太多灿烂的光环，
只有一次次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爱心
和热情谱写出一个个平凡却伟大的故事。为了
孩子，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为了教育，他
们从未在泥泞的道路上绕行。他们用勤勤恳恳
的付出、点点滴滴的浇灌而培育出来的朴实花
朵，更动人美丽、也更震撼心灵。

勤劳的种子朴实的花
———记衡阳高新区蒸水小学蒋寒梅副校长

通讯员 王雅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