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 ———雅思贝尔斯

最近总会想到雅思贝尔斯这句被无
数教育工作者写进书本扉页里的话，脑海
中关于支教的种种场景也总是会被毫无
预兆地唤醒。 在一个橘黄色的傍晚，孩子
们运动完被打铃声抓到了教室里，天花板
上的风扇在吱呀地转，他们一个个都满脸
通红地趴在桌子上，我看着他们，然后笑
着说，我们相聚在邵阳市新宁县马头桥镇
中心小学，真是一场缘分啊。

我想起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带着一丝
丝期待和紧张迎接这些叽叽喳喳闹个不
停的小孩，然后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台
自我介绍。 他们扭扭捏捏地上去了，一个
人说不上两句就逃也似地跑了下来。 我要
求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十分钟
后， 小小的黑板被歪歪扭扭地写满了名
字，我在最上面写上一个“四班”。 这便是
我们缘的开始了。

最初的时候，我给他们上识字课。 我准备了很多内
容，备课精确到每一个环节具体要做什么，可是自始至
终，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 他们耷拉着脸，一副总
也睡不醒的样子。“老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终于有
一个孩子说了出来，周围是附和的笑声，我站在台上，一
阵挫败感迎面袭来。

说来好笑，在我的设想里，支教的生活应该总是充满
欢乐的———老师们兢兢业业地授课，孩子们尊重、爱戴我
们。 可现实却不如愿景里的那般美好，就连上课，他们也
常常走神，听着听着就在下面做自己的小动作了。

因此我常常教训他们，每天把自己变成一副很凶的
样子。这样，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开始变得老实起来。可是
有一次班会课，另外一个老师在讲台上问他们：“小朋友，
你们害怕什么呀？ ”有几个调皮的学生马上在底下起哄：

“我怕我们的语文老师。 ”
几个同事下课后揶揄我：“你成了他们心中的魔王

了。 ”
可是我有时候也害怕他们。我想，也许他们才是魔王。
他们最喜欢的是看电影。 记得我用自己的笔记本给

他们放的第一部电影是《忠犬八公的故事》，一只叫八公
的小狗在主人死后苦苦等候了他十年。 漆黑的教室里渐
渐地飘出哭声，借着电脑的微光，我看见一个平时闹得最
凶的小孩哭得最厉害。 我朝他笑了一下，他立刻害羞又
倔强地把头扭了过去。

现在我回想起雅思贝尔斯的那句话。 一棵树摇动另
一棵树，但其实，是它们彼此影响。 我多么渴望我有强劲
的枝叶，能够为幼小的他们提供荫蔽，能够在暴风雨来临
时，帮助他们分担。

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方式， 在课堂上增加了一些活
动，带着他们做游戏，并且将自己授课的内容做了一些调
整和改变， 让它们更加适应一年级孩子们的接受程度。
随着时间的延长，他们会在别的同学面前维护我，会在路
上碰到我时声音小小的红着脸说一声“老师好”，会在课
本上抄满我上课的板书。

在来之前，我几乎诚惶诚恐。 因为我实在是不确定
自己究竟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 支教仍在继续，我一遍
遍地向这些乡村里的孩子们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将赤
裸裸的现实提前展现给他们看———这对他们的未来未尝
不是件好事。 我让他们提前开始绘制自己的梦想，然后，
我收获到了一份份夹杂着希望的纸片———那一刻，我终
于知道了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能给他们视野上的延伸，能力上的提高———这
是件多么让人骄傲的事情，这也是支教的本质所在。 我
会化成树、化成云，渴望唱出灵魂的奏歌。 困难、无助、失
落纵然会有，但当看到孩子们那一张张愉快的笑脸时，便
又感到一切都被治愈了。

我珍惜与他们之间的这段缘分，而我懂得他们亦复
如此———就在刚刚，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女生走过来，往
我手上悄悄地塞了一个东西，说是送我的礼物———我打
开看，里面是一个红色的编织手链，在夕阳下，它的颜色
变得格外艳丽。

教
育
是
一
个
灵
魂
唤
醒
另
一
个
灵
魂

衡
阳
县
樟
木
乡
樟
木
完
小

陈
晓
红

编辑：陈洁
版式：胡舸 校对：杨红章

2019 年 10 月 9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论坛07

《将相和》是人教版小学语文
第十册的一篇精读课文。

上课伊始， 我让学生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自主选择读
书方式， 调动了同学们读书的积
极性。 他们有的大声朗读，有的快
速默读，有的小组合作读。 教室里
顿时响起了一片读书声， 大家读
得兴致勃勃。

读完以后， 学生们抑制不住
想要表达的欲望，纷纷发表自己对
蔺相如的看法：“蔺相如勇敢机智”
“蔺相如是一个爱国志士”“蔺相如
以国家大局利益为重”……由于我
对学生见解的肯定和鼓励，同学们
畅所欲言， 课堂上表现得十分活
跃。

大家对蔺相如有了一个初步
的认识以后，我便让学生们以较多
的时间反复阅读和思考，并在课文
中找出具体表现蔺相如和廉颇特
点的语句，画一画，读一读；在接下
来的分小组讨论中，同学们各抒己
见十分激烈。

在小组交流的基础上，我组织
全班交流———蔺相如和廉颇这两
个人物，你喜欢谁？说说你的理由。

同学们争着发言，纷纷汇报各组讨
论情况， 几乎都说是喜欢蔺相如。
这时，一个平时不太喜欢讲话的男
孩站起来充满自信地说道：“老师，
我喜欢廉颇。 因为廉颇英勇善战，
勇于改错。”这一见解，完全出乎我
的意料，属于备课的空白地带。 短
暂的停顿之后，我意识到必须马上
转换角色， 成为同学学习的引导
者，因为这是一个能够开启学生智
慧火花的问题， 我要紧紧地抓住。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班学生立刻将
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问题上，展开激
烈的辩论。 同学们各抒己见，各有
各的道理。 听着他们的发言，我感
到欣慰与激动。虽然同学们看问题
的角度不同，但经过讨论，彼此互
相启发，大家都增强了分析问题的
能力，提高了口头表达水平，从而
加深了对课文的感悟。这正是新课
改理念的生动体现。

下课后， 一位学生拉着我说
“老师，我还想发表看法。 ”带着喜
悦与收获，我走向办公室……

思考：
1.接纳学生的感受和声音，是

以学生为主体的具体表现。 课改，

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言路”。课
堂上，教师应如何对待学生的不同
见解？ 这节课，给了我一个很大的
启发，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以
学定教，顺学而导”。我根据实际问
题因势利导，巧妙点拨，不仅很好
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而且取得了
出人意料的教学效果。 我体会到，
教师在课堂上听到学生的“异口
异声”时，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
热情接纳。

2.教师是学生发展的促进者，
以学定教，顺学而导，精心组织教
学活动。 要实现课堂教学的真正
革命，变以往的重教师、重教学为
重学生、重学情，调动每个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发挥教师的指导、引
导、点拨、调控的作用。属于重点问
题，引导学生自求自解；属于难点
问题，教师可给以旁敲侧击；属于
有争议问题，教师可指导学生各抒
己见。对学生理解不到、体会不深，
甚至理解错误的地方，教师则要疏
导、订正。 在辩证处理好导与学的
过程中，教师便可更好地调整教学
策略。

留给孩子更多表达的机会
长沙市芙蓉区大同第二小学 何永红

浅谈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中
国出现了外出打工的热潮， 于是，
就产生了一群特殊的群体“留守儿
童”，他们留在家里由长辈照顾，但
是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所以习惯
养成方面也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
对此，本文从学校、家庭、社会等三
个方面对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良好
习惯的培养提出策略。

一、发挥学校作用，使学生形
成良好的习惯

对留守儿童来说，绝大多数时
间是在学校度过的。 因此，发挥好
学校的教育作用，对于留守儿童的
养成教育将有很大帮助。 每个学
期，学校德育处会根据不同年级的
留守儿童群体，制定出行为习惯养
成方面的具体方案， 明确教育重
点，按计划实施。 每班的班主任和
任课老师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 通过班主任工作交流会
谈，班主任之间相互学习教导学生
的一些好的方法，使得留守儿童在
行为习惯养成方面有所进步。 同
时，学校把学习、纪律、卫生、行为
习惯等四个方面纳入班级考核的
指标。

优化校园环境，净化、美化校
园， 让学校成为留守儿童温暖的
家。 每个老师确定三、四个学生作
为帮扶对象，真诚地关爱留守儿童
的成长。 其次，优化课堂教学环境，
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要求教

师认真培养学生的课堂学习习惯，把
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纳入课堂常规管
理， 把他们在课堂上的一系列行为
表现作为评课的标准之一。

鼓励留守儿童每月给家人写
一封信，在信中反思自己、鼓励自
己。 每月给家人打一个电话，经常
与家人沟通， 使他们不感到孤单，
帮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留守
的现实。

二、发挥家庭作用，让学生养
成良好的习惯

家庭在培养子女基本行为规
范、生活技能等习惯养成方面有着
积极的促进作用。每个家庭教育都
以父母为主体， 有着显著的密切
性、多维性和先导性等特点。 农村
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工作，很少
有时间和子女见面沟通交流，长此
以往父母和孩子之间就缺少沟通
交流机会，从而逐渐弱化家庭教育
功能，导致留守儿童行为和心理方
面出现偏差。

家长应为儿童营造温馨、民
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使儿童能充
分感受父母的爱护，形成良好的心
理素质。家长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
是处理好子女、工作和经济利益三
者关系，不能以牺牲陪伴孩子成长
时间获取眼前经济效益。因此可通
过定期召开家长会方式加强家长
和学校之间的沟通交流，从多方面
让家长了解孩子教育情况，积极与

孩子的老师保持联系，同时借助微
信群等，和家长们一起沟通自己的
教育子女的心得。家长还应关注孩
子心理、弥补存在的代沟，多与孩
子商量，避免用命令口气和孩子说
话，当全家形成平等氛围后才能真
正提高养成教育效果。

三、发挥社会作用，让学生不
断自我完善

农村留守儿童深刻感受生命
成长的重要途径是社会实践。 对
此，教师可展开习惯、生命和道德
教育， 促使学生明确个人习惯、思
想道德和生命价值。一般课外实践
活动有多种形式，应具体阐述每种
课外活动，例如班团队活动发挥学
生主体作用，且运用同伴协助和自
主活动方式，帮助留守儿童积极与
他人沟通交流。

同时还可以各个班级为主体，
根据班级设置的生命道德实践教
育主题对各个年级道德生命教育
体验进行规划发展，由班级利用相
关教育资源组织活动项目，促使全
体参与其中。

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需
要学校、 家庭、 社会三个方面的合
力，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促使学生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
同时也积极和儿童父母沟通， 鼓励
儿童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从而引导
其不断自我完善，养成良好习惯，这
些对未来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华容县东山镇塔市驿中心小学 汪梅香 杨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