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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里的家风故事

精忠报国：民族英雄岳飞的家风故事

亲子博客

侄儿小九在一所村小学
上三年级，一天我值晚自习时
接到父亲的电话：“今天小九
默写错了一个字， 又被罚写
2000 遍，你说该咋办？ ”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
次回老家就听父亲说起过，小
九的班上换了一位刚入职的
新老师，听写生字谁要是错了
就罚抄，每个字动辄几百上千
遍。有一个学生曾写到凌晨四
点，小九也挨过罚。我问父亲：

“为什么家长们不给老师提意
见？ ”父亲满脸无奈地说：“人
家都不说，咱可不能做那个出
头鸟。 ”

想着父亲那句话，我也想
了很久该如何跟小九的老师沟
通，也感同身受地觉得，原来家长
给老师提意见是这样纠结的一件
事。 然而当教师的教育方式明显

失当甚至是伤害到孩子的
时候， 保护孩子应该是家
长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想自己刚参加工作
那几年， 我由于缺乏教育
管理经验和法律意识，遇
到屡教不改的孩子就会怒
斥甚至用手推搡他们、拍
他们脑袋， 随后还会把家
长叫来痛批一顿， 很多家
长不敢提意见， 使我更加

“肆无忌惮”。 直到有一次
学生被推搡后， 家长来校
质问我，我才如梦方醒。 改
变教育观念以后， 我逐渐
找到很多不错的方法教育
学生。

作为家长， 请大胆提出你的
意见来， 不要让蒙在鼓里的老师
一直错下去， 教师的成长离不开
反对的声音。

近几年， 走进探究的科学课成为科
学课程研究的焦点， 在尊重学生认知水
平的前提下，把探究学习落实，让学生能
在“做中学、学中思”显得尤为重要。本文
将简要阐述如何落实学生的探究学习。

小学科学课程是以培养学生科学素
养为宗旨的基础课程， 它把探究式学习
作为学生学习科学的重要方式。 探究式
学习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 让学生主动
参与、动手动脑、积极体验，经历科学探
究的过程。 落实学生的探究式学习既要
关注学生本身， 还要关注探究过程。 因
此， 落实学生的探究式学习可以从以下
两点出发。

一、尊重学生前概念，是落实探究的
前提

学生是学习与发展的主体， 前概念
是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基础。 教师应当基
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引起学生的
认知冲突，从而激发学生积极思维，达到

获取科学知识、领悟科学思想、学习科学
方法的目的。

如在《物体在水中是沉还是浮》一
课中， 教科书列举了 7 种材料先让学
生猜测它们在水中的沉浮状况， 并说
明理由， 其目的是为了暴露学生的前
概念：轻的物体容易浮，重的物体容易
沉； 小的物体容易浮， 大的物体容易
沉；或者小的物体容易沉，大的物体容
易浮等等。 当学生与学生之间产生分
歧时， 他们的探究欲望就产生了———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学生将
会迫不及待地通过实证来解释心中的
疑问。 探究式学习也就真正从此时有
了良好的开端。

二、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思是落实
探究式学习的关键

学生的知识大多是由直接经验获
得。 教师应当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选择
的学习空间和机会，让他们能充分动手、
观察、设计，从而在体验的基础上不断思
考、提炼学习。

在研究物体下沉过程中受到水的
浮力大小时， 大部分科学老师设计本
实验是要求学生测量“小部分浸入”
“大部分浸入”“完全浸入”三个位置的
浮力大小。 学生也就依照指示测量得
出三个数据， 根据数据大小得出物体
浸入水中部分越多浮力越大的结论。
就此，探究活动也接近尾声了，后续的

交流和反思也不能深入下去。 这样的
学习是被动式学习， 学生并未落实探
究式学习。 学生的观察活动应该是从
物体接触水面到沉入水底整个过程，
看看测量的数据发生了什么变化。 根
据浮力从小到大， 直到维持不变这个
变化趋势去分析浮力大小与排开水量
的关系或从中提出新的疑问， 这需要
教师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实验、 讨论
和思考。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提出了沉
底的物体是否受到水的浮力， 他们觉
得物体在水中任何位置的浮力都是值
得研究的。 这也说明学生只有在充分
探究后才能延伸更多的思维空间。

科学探究是人们探索和了解自然，
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方法。 把探究式学
习落在实处，才能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希望教师能以学生为本， 在尊重学生的
前提的下，相信学生，多给予他们发挥的
空间，让他们真正地去探究。

[成语] 精忠报国
[释义] 为国家竭尽忠诚，牺牲一切。
[出处] 《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 使者至，飞
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 ’初命何铸
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
大字，深入肤理。 既而阅实无左验，铸明
其无辜。 ”

[大意] 秦桧派人将岳飞父子捉拿，
意图强迫他们指证部将张宪 “谋反”，岳
飞十分镇定， 表示自己的忠心无愧于天
地。 最初秦桧让何铸审理此案， 在审讯
中，何铸看到岳飞背上有“尽忠报国”四
个大字， 深入肌肤， 当是多年以前便刻
下。 何铸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震撼，又查
无实据，转而为岳飞辩诬申冤。

[家风故事 ] 岳飞父亲离世，留下遗
训，要岳飞以身报国，做一个忠臣义士。
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岳飞舍身为国，浴

血奋战，直至成为民族之魂的一部分。
当时北宋王朝已在金国铁蹄之下覆

灭，曾经的北宋康王赵构登基，建立起一
个南宋王朝。 暂时的偏安一隅自然是抵
挡不了金国大军之进攻的， 初期赵构还
算是一个抗战派，而他麾下的文武官员，
也多是忙着投降和逃跑。 结果是赵构刚
做皇帝不久， 便被金军从中原一直追杀
到江南，一度躲到了海上的船只中，不敢
登陆。

幸运的是， 岳飞勇猛地抵挡住了金
军攻势，并发起反攻，收复大片失地。 他
所统率的“岳家军”，也以极其严明的纪
律著称，在战场上更是人人争先，奋勇杀
敌。

赵构亲笔手书了“精忠岳飞”四个大
字赠予岳飞。

遗憾的是， 赵构所虑是他的帝位和
江山，而岳飞所战却是为国为民。待到那

金军失去锐气，发出停战谈
判的信息后，赵构便立马从
抗战派变成了投降派，无论
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
能保住自己的帝位即可。

在一个自称是从金国
逃回来的文官秦桧的“大力
配合”下，赵构成功地以屈
辱条件达成了停战议和， 以岳飞为代表
的抗战派也随之被打入冷宫。

不料议和刚过一年， 金军又大举前
来，危急之下，只有让岳飞上阵。 赵构的
打算只是让岳飞退敌， 岳飞的打算却是
要“还我河山”，岳家军很快让金军在中
原失去立足之地。

形势一片大好之际， 赵构在秦桧的
“大力配合”下，强令岳飞班师撤军，又将
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

秦桧任命何铸为岳飞案主审官，审

讯时， 何铸看到岳飞背上所刺“尽忠报
国” 四字之后， 这位本就性格刚直的官
员，毅然挺身而出，为岳飞辩诬。 他也因
此遭到打击，差点被贬去充军。

又有一位来自民间的普通百姓，上
书为岳飞申冤，竟招来杀身之祸。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历史之眼更
是雪亮的。最终，岳飞成为“精忠报国”的
民族英雄，其爱国家风感染天下，融入民
族灵魂之中，代代相传。

据《新湘评论》

我的妈妈年近四十， 称得上是中年
妇女了。 国家二胎政策放开后，妈妈给我
生了一个弟弟。

不久前， 我们一家子去逆江坪休闲。
晚饭后打道回府，路上，弟弟不安分起来。
妈妈抱着他，又是哄又是喂奶，他就是不
肯睡觉，一直哭闹着。 到后来，他拉大便
了，“吧唧”一声，弄得满屁股都是。 瞬间，
车厢内臭气熏天，只好给他换尿片。

换好纸尿布，我们继续赶路。 弟弟安
静了一会儿， 妈妈头一仰一仰地打瞌睡。

“噗噗”一声响，大便臭又充满车厢，弟弟
又干坏事了，只好又停车换尿布。我想，老
妈应该烦死了吧！ 我看了看妈妈，发现她
没有一点发脾气的预兆，虽然嘴里叨叨着
批评弟弟，却满是温柔。 我真是佩服！

第二天，弟弟又感冒了。这下好了，妈
妈每天都要带着弟弟去做小儿推拿，回来
后，还要给他换尿片、喂奶、逗他玩、哄他
睡觉、 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给他测量体温
……到了晚上，更是不得安宁，弟弟一直

不肯睡觉，哭
着嚷着要妈
妈带。面对这
些情况，妈妈
都能温柔呵
护，不厌其烦。 我佩服极了！

我问妈妈：“妈，你累不累呀？ ”妈妈
说：“白天没什么，晚上最麻烦，又要喂奶、
又要换尿片，还要看他出汗了没有，晚上
要起来许多次。 ”啧啧啧，妈妈，我真是佩
服你！

除此之外， 妈妈还得给我批改作业，
辅导我学习功课。用她的话说：“我给你们
姐弟俩的爱都是完整的，决不能有了弟弟
就耽误姐姐。 ”简直太厉害了，要带小的，
还要关爱大的。 其实，这几天她自己也感
冒了。

我家这位伟大的中年妇女，真让我佩
服得五体投地！ 指导教师 陈建国

我真佩服她
常德芷兰实验学校初 1803 班 龚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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