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书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载体，
记载了教学路上的点点滴滴。 可是，一次
学生的集体“板书”却令我久久不能忘记。

课上板书时，有学生交头接耳，我回
头看学生，教室安静下来；我再板书，学
生又说话……不得已，我放下粉笔，想要
重申课堂纪律。 就在我开口说话时，又有
说话声从学生中间传来。“不要再说话
了！ ”我乱了方寸，还不小心碰倒了桌子
上的水杯。 水杯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清
脆的响声。 学生和我都被这突如其来的
声音惊得愣住了。“我不教你们了”，撂下
这句话，我冲出了教室。

回到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深深地喘
气。 待情绪慢慢平静，我回想刚才的行为
似有不妥：学生上课说话值得我作出如此
反应吗？哪有老师因为学生上课说话就中
途撤退的，我该如何化解这个尴尬局面？

这时，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扭过头， 全班学生整整齐齐地站在那

里。班长向同伴使个眼色，学生齐声喊道：
“老师，对不起！ ”我轻声说：“回去吧。 ”学
生又说：“老师别生我们的气，我们知道错
了。 ”我摆了摆手，学生便轻轻退了出去。

第二节上课铃响，我怀着复杂的心情
走进教室，抬头看黑板，密密麻麻写满了
字。 仔细看，中间是粗体大字“老师您别
走”！旁边写满了相同的三个字“对不起”。
一看就是学生的字迹。 再看学生，他们的
眼神里是犯错后的不安。 我眼角湿润了，
大声说：“老师不走！ ”

放学后，学习委员和学生代表到办公
室与我长谈，化解了课上的不愉快。同时，
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班集体，我们就班级
常规、师生交往、班委职责达成共识。

其实，学生在课上说话不仅仅是学生
的问题，也有老师的原因。为此，我找来同
事帮我分析，几番剖析、讨论后找到了问
题的症结：作为班主任，我不够主动，所以
才会在与学生相处时处处被动。我应该在

见到学生之初就对班级和学生情况进行
了解，在此基础上与学生深入沟通，制定
班级公约，便于师生交流和班级管理。

在对学生进行深入了解后，我发现在
这个班集体中， 有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家
长虽然在物质上满足了孩子的需求，却不
能及时给予心灵上的慰藉；有的学生是重
组家庭， 父母双方给不了孩子足够的爱，
导致孩子性格孤僻； 有的学生是单亲家
庭，不够自信。

或许，他们只是因为家庭教育和爱的
缺失才如此随性，不是不守规则，而是不
知规则。 他们都是善良孩子，所以才会在
发现伤害老师后及时道歉。面对这些内心
柔软的孩子，我要做的就是多一些耐心和
爱。

教师是传授知识的“送经人”，也是需
要不断学习的“取经人”，经历磨炼才能取
得教育的“真经”。

（邢晓龙）

田间学农忙

我的第一课

主题生态作文是通过主题活动，
让学生去体验、观察、思考、感悟，把
自己真切的思想和情感自然表达出
来。

每一次主题生态作文，教师都要
从某一真实场景创设一个能激发学
生情感、让学生“脑洞大开”的自然情
境， 一次主题生活的生态作文教学，
一般要连续进行一两天甚至更长时
间。 一个主题结束后，教师对这个主
题中所有的优秀作文进行系统分析，
并与学生共同探究，哪些作文可以换
题目，哪些材料可以换主题，在这样
的循环练习、分析、修改过程中提高
学生的写作技能。

叙真事，抒真情，做真人，让习作
成为学生自然生活的状态。在主题生
态作文练习中，教师要尽可能减少对学生写
作的束缚，旨在让学生说真话、写真事、抒真
情、做真人，鼓励学生自由表达以及有创意
表达， 大胆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力、价
值取向，自主选题、自由发挥。只有让作文教
学回归“生活之本”，才能找回写作的“人文
之真”。

爱生活，为他人，强责任，引导学生用心
灵智性地表情达意。文字与写作是生命的表
达，创作者用心写作，并且不懈地在诗意的
表达中融入对生活的热爱和社会的责任意
识，从现实生活中提高生命质量。 主题生态
作文教学有利于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主题活
动，让学生贴近社会、深入生活，真切地感受
人性，领悟真善美，由此引领学生关爱自己、
关心他人、关注社会，这就是热爱生活、对生
命负责的表现。

研课堂，重实践，善反思，探究主题生态
作文教学方式。 在主题生态作文教学中，写
作前教师不需要过多指导，尤其不做写作技
能方面的讲解，尽量放手让学生根据主题生
活自主作文。 在与学生共同经历了主题生
活，并通过学生的初次习作之后进行精批细
改， 再对习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点拨。
在这个探究过程中，教师真正提炼出主题生
态作文的教学指导方式、评讲策略，从而擦
亮主题生态作文教学的星空， 使学生爱写、
乐写、会写。

（陈文）

如何让教育回归应
有的轨道呢？我的建议是
作为教师，我们不要仅仅
把自己定位到学科教师
层面，还要定位到教育工
作者的高度。所以我们要
给教学“补水”，让教育丰
满———在完成教学内容
的同时，提炼教学内容的
特征， 结合学生实际，把
教学升华成教育。

我在讲授《汽化和液
化》时，引导学生分析：江
河湖海的水在太阳光的
照射下，会慢慢蒸发为水
蒸气， 水蒸气上升到空
中，达到一定高度又会遇
冷液化成小水珠，在一定

条件下，小水珠会以“雨”的形式落
下，江河湖海的水面又会上升……
水就在这大自然中循环往复、交替
变化。

我根据教学内容特点，为学生
总结了在我看来还算经典的话：我
很羡慕水蒸气，因为它可以重返大
地；我很珍惜时光，因为它一去不
复返。为了更浪漫，更有诗意，我又
把“水蒸气”改为“雪花”，有异曲同
工之妙。

我在教学《光的色散》内容时，
一定会引导学生分析彩虹的成因，
并告诉学生： 一边出太阳一边下
雨，是形成彩虹的条件。 学生学完
这一内容后，我一定会带着学生唱
一首歌《真心英雄》，让学生从歌词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没有人
能随随便便成功”中悟出：这首歌
不仅唱出了彩虹的真谛，更唱出了
人生的真谛！

（朱道荣）

教学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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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且思

感人的“板书”

5 月 18 日，保靖县卧当小学的学生在田间学习插秧。 农忙时
节，该校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组织学生干农活、知农事、体农情，
让他们从小养成珍惜粮食，热爱生活的好习惯。

陈亚平 俞采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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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曾几何时， 自己已是奔五的人了，
回想第一课，那份初为人师的惊喜与忐
忑仍历历在目。 1995年的夏天，我带着
学校的推荐信来到了县机关幼儿园实
习。

“小黄，下午你来上一节语言课试
一试吧！ ”接待的王老师很热心。

我答应着，心里却没有底。
回家翻看了所有的教材和资料，

终于选定了一首儿歌《量词歌》，并找
了一个优秀教案依样画葫芦仿写了一
个。谁知教案写完后我着急了，学校班
主任黄老师说过，万事开头难，第一堂
课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可是我该
怎么准备呀？ 按教案上的讲孩子们能
听懂吗？他们那么小，会不会啥也学不
会呀？ 考核能过关吗……各种担心急
得我中饭都吃不下。

“叮铃铃……” 终于熬到上课时
间。

我一进教室， 发现园长和老师们都来
了，我的脸火辣辣的。“不要慌！ 不要
乱！ ”我不断地警告自己。 我先用录音
机给孩子们听了一首儿歌《数鸭子》，
创设了一个生活情境， 然后带领孩子
们一起数小朋友， 竟然轻松地导入了
课题，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用了
一系列的问题引导孩子们思考： 什么
是数词、量词？让孩子们带着问题听儿
歌，念儿歌，唱儿歌，还带上动作等，孩
子们声音和动作整齐划一，兴趣盎然。

“棒！ 棒！ 棒！ ”我鼓励着孩子们，
也不断地给自己加油。

“最后，我们一起跟量词宝宝做朋
友好不好！ ”

“好！ ”
“那你跟大家说说自己家里都有

啥？ 一定带上量词宝宝好不好？ ”
“我家里有一辆玩具车。”小 A 说，

大家鼓掌。

“我家有一只哈巴狗！”小 B 说，大
家竖起大拇指。

“我老家有一头驴， 还有一头老
马！ ”小 C 站起来大声说。

“不对，是一匹！ ”小 D 纠正了小
C，课堂气氛热烈友好，我心头的石头
落了地。

“你这新老师，课还上得挺顺！ ”课
后，园长拍着我的肩说。

“还红着大苹果啊，多练练哦！ ”王
老师善解人意，我冲她开心地笑。我喜
欢上了这里的老师和孩子们。

实习的讲台是我梦想起航的地
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与孩子们相
处得很愉快，我教他们唱歌，跳舞，做
游戏，他们会缠着我弹琴，讲故事，甚
至抱一抱，那稚嫩的声音，那如花的笑
靥，那不肯回家、不断回望的小身影，
都成为我一直坚守在教师岗位的源动
力。

“实习生”的源动力
宜章县一中 黄文娟

班主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