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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师说
春风化雨，静待花开
邵阳市绥宁县长铺镇第一小学

付立阳

1614

每个孩子就像是一棵小树，一个班级就是 们也许不够公平公正，这样一来，我们给予孩
由几十棵小树组成的一片小小森林。 班主任， 子说的机会少了， 我们老师倾听的机会也少
就是这些小树的呵护者。 我们要为他们修剪枝 了，人为造成了师生之间的隔阂，长此以往，我
丫、浇水、施肥，才能让小树茁壮成长；我们用 们将很难走进孩子的内心，更难和孩子成为朋
爱心、耐心、责任心化作春风雨露，滋润着一棵 友。 所以，作为班主任，我们要给每个孩子公平
棵小树。 我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润物无 的机会，学会倾听，走进孩子的内心。 新学期的
声，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
插班生小俊刚到班上几天， 就成了“众矢之
对于班级中的“麻烦事”“调皮娃”，很多时 的”。 上课随意讲话，乱翻同学的东西，课间和
候都是头痛抓狂，我不禁反思，是不是我的教 同学打架，真是“小错天天有，大错三六九”。 同
育方法出现了问题。 我们对于那些所谓的“问 学不喜欢他，科任老师投诉他，这样下去可不
题学生”用多了批评教育，而缺少了赞美鼓励。 是个事。 我联系家长，了解情况。 小俊爸爸话不
所以在班级工作中， 我调整自己的教育方法， 多，只是说这孩子有“多动症”，还小声并无奈
少一些批评指责，多一些赞美鼓励，这样一来， 地说一句：“可能小时候被我打太多了。 ”隐约
还真解决了不少“麻烦事”。
中，我感觉到这个孩子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
新学期，我接任三年级班主任。 开学第一 的故事。 前几次找他谈心，都没有收获。 你说
天孩子们穿着整整齐齐的校服，来到学校。 我 东，他扯西，反正就和我不对路，这样僵持了好
的目光围绕着孩子们， 在那一片整齐的校服 几回，我差点想要放弃。 有一次上课，他又讲
中，我看到了一抹鲜艳的荧光绿。 一个胖乎乎 话，我发火了，让他站上讲台。 他站上来，嚎啕
的小男孩，穿着一身荧光绿的运动服，甚是抢 大哭，根本停不下来，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眼，此时，他正和旁边的同学聊着什么。 我轻 我只好冷处理。 待小俊平静下来，已经下课了，
轻走到他的身边， 正好听见他和同学说：“我 我让他跟我去办公室。 下楼梯时， 他小声说：
打架可厉害了， 幼儿园的同学都叫我‘小雄 “慢点走吧，你肚子里有小宝宝。 ”听到这句话，
哥’，以后你们也可以这样叫我。 谁不听我的， 让怀孕的我，心里暖暖的，我觉得这是一次好
我就揍他。 ”身边的几个孩子，憋了憋嘴，没说 机会。 接下来的谈话，我说得很少，我让他说。
话。 我弯下腰，轻声问道：“你是小雄吧，今天 原来小俊从小脸上有一块胎记，同学们有时会
这身运动服真帅。 ”“真的吗？ 老师，这是我最 嘲笑他，这让他自尊心备受伤害，加上父母忙
喜欢的运动服，打篮球、跑步穿上它，超酷。 ” 于生计，无暇顾及他，小时候常常把他一个人
小雄哥激动地说。 我笑了笑问：“大家说，这为 放在家，一旦犯错误，不是打就是骂。 他常常制
什么叫运动服呀？ ”“做运动穿的呀。 ”“对，心 造麻烦，以此引起父母的注意，却也因此常常
爱的运动服就留着运动的时候穿吧。 你看，我 挨打。 对于这样的孩子，我心中无限怜爱。 此后
们其他的同学，都穿着校服，这表示我们是长 我常常关心他，从学习到生活，有空我就和他
铺一小的学生，是我们的标志。 人家一看到你 聊天，慢慢地，我走进了他的心中，时时鼓励他
穿着校服就知道，是这的学生了。 ”我对着孩 改正错误。 看着他一天天的变化，一点点的进
子们说。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对呀， 步，我很有成就感。
学生都要穿校服的。 ””我觉得我们的校服可
为人师表，当班主任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
漂亮了，我好喜欢。 ”我顺势说道：“小雄同学， 这十几年来我从一个青涩的“小毛头”逐渐成长
明天穿上校服一定很帅的，记得哦。 ”“好吧” 起来，其中有辛酸也有感动，有收获也有遗憾。
他爽快地说。“校服事件”在几句看似简单的 在当班主任这条道路上，我慢慢前行。 我要把爱
赞美中解决了。
化作春风细雨，陪伴孩子们成长，静待花开，桃
对于班级中的“调皮娃”，有时候我们对他 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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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到《边城》的时候，感觉像在看一本
湖
民俗学著作。 也许是染上了现代城市生活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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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的毛病，读起这本书还真有些吃力。 它就
大
像部安安静静有着生活琐碎的纪录片，需要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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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虔诚地观看，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娓娓道来
的不仅仅是小小边城的情怀。
边城风景至淳。“小溪流下去，绕山 岨 流，约
班
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 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
陈
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边。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
芊
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小溪宽约二十丈，
朴
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
不能落底，却依然清亮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
以计数。 ”它民风极朴，执意要给老船夫钱的渡
客和似见着贼拦着不愿拿多钱的老船夫，心都甚善。 老船夫在
大街上见着熟人就灌酒喝，翠翠对祖父的依赖，都如涓涓清流
淌过心中干涸的田。
在文中，先生用幽淡的笔墨向人们呈现出湿润透明的湘西
美景，其中，那座碧溪 岨 的白塔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那
座立在半山腰的白塔就像是一个沉默的精灵，远远地眺望着老
船夫和翠翠的家，默默地给予他们祝福。 它就像是老船夫和翠
翠心灵的港湾。 每当他们有心事无处诉说，他们总会出神地遥
遥望着白塔，让被现实束缚的心起飞，在心底向白塔倾诉他们
的故事。 在故事的最后，白塔在一次暴风雨中绝望地倒下。 我
想，它一定是不忍看到翠翠的眼泪。 又或者，是翠翠已经长大，
不再需要白塔的守护吧。 倒下的白塔就这样，在唏嘘中久久地
立在我的心里。
这故事的结局带着悲伤的调子，不像梦中缠绵的歌曲那般
清扬。 但它却让我感受到了湘西小城里的少女情怀。 正如开篇
所说，现代生活连爱情都像吃快餐，《诗经》里那份辗转反侧、寤
寐思服，也只在这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翠翠对二佬的钟情，总
是藏着掖着，怕被人看了惹得脸红心跳。 顺顺家两兄弟对她的
情谊，也是从天黑唱到天亮也唱不尽的悱恻。 这虽是一段三角
恋，两兄弟却没有为此而翻脸，大佬去世后弟弟还为此冷落老
船夫一家。这兄弟两人的情感是多么纯朴而又真挚！反观当下，
兄弟姐妹间因为遗产发生的纠纷还少吗？ 再思索，学校里因为
嫉妒而发生的恶性事件又何尝不令我们反省呢？ 爱情，只不过
是尘世间许多人都想拥有的事物之一。 而天保和傩送的兄弟情
谊，亦是生在了血液中。 我们如能选择好这些渴求的事物，那我
们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不只是理想了吧。
美丽的端午，美丽的少女和英俊的少年。 我们匆匆走过了
他们的故事，也匆匆走着自己的人生路。 你的心中是否有一座
白塔，它纯洁坚定，给你希望，让你坚强，更为你从喧哗的俗世中
开辟一坐
“
边城”。 平息了纷繁嘈杂的内心，不管结局的好坏，才
能感受这份情怀，以及情怀之外的道理。 （指导老师 李新霞）

让诗歌架起读与写的桥梁
郴州市临武县第三中学

【摘 要 】 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
倾吐能否合乎于法度， 显然与吸收有密
切的关系。 本文将以诗歌为切入点，架起
读与写的桥梁，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通过诗歌诵读，激发写作的兴趣，提高写
作的水平。
【关 键 词 】
读写结合

小 学 语 文 ；诗 歌 教 学 ；

“腹有诗书气自华”，诗歌是中华文
学艺术的精华所在。 在以往的教学中，我
们不难发现，学生对诗歌诵读琅琅上口，
在日常的写作才会运用自如。 我们不妨
以诗歌教学作为写作教学的一个切入
点，让诗歌架起读与写的桥梁，通过诗歌
的朗读，唤醒学生的习作欲望，提升其文
化品位，陶冶其审美情操。 下面就谈谈自
己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用好诗歌进行读
写结合的几点做法。
一、积累名句 学以致用

苏轼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表达的就是积累的意义。 学生之所以不
会写，不知道怎么写，一个重要的原因在
于他们积累不够。 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
重视积累，积累生活的认识，积累语言的
表达。
怎样积累呢？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
是背诵。“背多了，语感增强了，说话、写
文章就容易通顺。 ”教师可以在日常教
学中开展一些与诗歌有关的活动，如
“每日一诗”“每日一诵”“好诗分享会”

等等，让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多渠道进
行诗歌的积累。 当学生积累到一定的量
后，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从以下几点学
以致用：
1. 用作标题，亮出第一道风景。
如写克服困难、 直面挫折的这类文
章，可以用《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
苦寒来》为题；送给毕业生的话，可以用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为题。
2. 用作开头，先声夺人。
例如， 我班一名学生在湘教版六年
级下册习作 6《倾听声音》中写道：“在这
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聆听。 在大自然中我
们寻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韵
致，寻觅“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空
灵……
3. 用作结尾，意味深远。
如：描写教师的文章，可以用诗句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作结， 赞美教师无私奉献的美好品质。
[1]学生如果在文章中适时能用上古典
诗词，其文章自然显得更有文采、更有
韵味。
二、启发想象 大胆“补白”

诗歌语言高度概括、 凝练， 极富意
蕴，字里行间常留下许多空白，显示出极
强的跳跃性。
新课标建议写作教学要“激发学生
展开想象和幻想， 鼓励写想象中的事
物”。 同时提出写作教学的一个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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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能从文章中提取主要信息，进
行缩写；能根据文章的内在联系和自己
的合理想象，进行扩写、续写；能变换文
章的文体或表达方式等进行改写”。 因
此，教师在日常教学时可以采用多种形
式去引导学生想象，例如在教学《登鹳
雀楼》这首诗时，我运用多媒体先让学
生观看鹳雀楼以及周围景象的图片。 夕
阳西下， 波涛滚滚的黄河一望无际，然
后让学生想象自己当时就站在那里，就
是诗人王之涣，身临其境，看到这么壮
美的景象，会说些什么呢？ 会怎么想呢？
这样有助于学生对于诗歌的理解，提高
他们的审美能力。
三、精心引导 灵活创写

在诗歌教学时引导学生进行仿写、
创新写，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
养成字斟句酌、锤炼语言的习惯。 [3]
现代诗有很多优美的诗句， 比较适
合低、中年级的学生仿写。 教学现代诗
《走进大自然》时，可以引导学生细细品
味诗中的“让自己变成大树吧，去体验
大地的宽厚；把自己变成白云吧，去感
受蓝天的辽远”。 课后让学生观察大自
然的其他美景， 观察百花盛开的景象，
观察青山绿水，观察美丽的校园，试着
按照以上句式，写上一段话。 有学生这
样仿写到：把自己变成鱼儿吧，去领会
海洋的广阔 ；把自己变成花朵吧，去体
会阳光的温暖。

四、各抒己见 畅谈感想

对古诗文教学而言， 引导学生写读
后感既能加深对古诗文的理解， 又能拉
近古诗文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激发学生
的兴趣，促进古诗文的学习。
对于比较有寓意的一些古诗， 教师
则可引导学生畅谈感想。 如苏轼的《题西
林壁》是一首哲理诗，一名学生读完《题
西林壁》后，这样写道：“每一个事物都有
多面性，我们看待问题时，要注意从多个
方面去思考。 生活中何尝不是呢？ 同样的
一张纸，有的人随手丢进垃圾桶里。 有的
人将纸折叠成一架纸飞机， 还有的人拿
起手中的笔， 在纸上写下一段优美的文
字。 ”学生能独立思考，置身其中，体会诗
词蕴含的道理。
总之， 诗歌为学生写作插上了想象
的翅膀，提供了广泛的思维空间，是写作
教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用好诗歌进行
读写结合， 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作品的
同时，学生的写作亦会“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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