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主任手记

我班一位叫刘乐的学生，学

习比较努力，但成绩一直上不来。

几次考试后， 她的积极性严重受

到了打击。见此情况，我主动找她

谈心，给她鼓励，让她不要放弃希

望。刘乐的家庭环境不好，靠年迈

的爷爷捡垃圾为生， 为了让她感

受到更多温暖， 我经常准备一些

学习用品，也常给她开小灶辅导。

一次数学小测验， 刘乐考得

十分糟糕，见到我总怯怯的。我没

有责怪他，让她对照课本，改正错

误的地方。终于全改对了，我摸摸

她的头说：“刚才是照着课本改出

来的， 现在能不能不看课本改出

来呢？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刘

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从那以后，

她学习特别认真，偶尔遇到挫折，

也没有丧失希望，继续努力，终于

在期末考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所有的爱都基于尊重， 教育

成功的秘密在于尊重学生。 对于

学困生， 班主任要给他们更多的

关爱，让他们体会到爱的温馨。

桃源县漆河镇中心小学 刘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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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是对学生最好的鼓励。 ———临澧县停弦中学二级教师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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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不跪着教书》

作者：吴非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本书是世界上论述早期教育的

最早文献，它记录了卡尔·威特教育理论的核

心是———对于孩子来说， 最重要的是教育而

不是天赋； 孩子成为天才还是庸才决定于出

生后的早期教育，必须尽可能早、尽可能多、

尽可能正确地开发孩子的智力。

内容提要: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

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

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 本书从教育

教学问题入手，分析现象，提供思路，充分展现

了一位资深教师、教育专家对中国教育问题的

真知灼见，促人深思。

书名：《卡尔·威特的教育》

作者：（德） 卡尔·威特 著，

翟文明，郝荣丽 编译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杏坛百家

让每一个学生都进步

在同事眼中，她热情、开朗；在学

生心目中，她可亲、可敬。 她把学生的

信任当作荣誉，把培育孩子当作人生

一大乐趣。 她就是景新中学英语教师

贺小红。

自 2004 年进入景新中学以来，

她连续 5 年担任九年级英语教学，

接手的也多是基础相对薄弱的班

级，但她从未有过怨言。她说：“学生

的进步、孩子的笑容，就是我最大的

快乐。 ”

在教学中， 贺小红特别注重学

生能力的培养,不仅教他们学习知识,

更教会他们学会学习。 她说，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 于是，她千方百计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他们爱学

英语，会学英语。

她认真分析学生特点，采用灵活

多样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生都能

有所收获。 如经常在教学中串插一些

游戏、智力竞赛、情景片断，寓教于

乐，学生们既爱学又乐学。

为了让每个学生都能感觉到进

步，贺小红为每个学生确定不一样的

及格标准：有的 70分，有的 80分。 贺

小红说， 每个学生的基础不一样，所

以对他们的要求也要有区别，因人而

教。

每次听写单词，贺小红都把分数

写在本子的封面上，可以随时提醒学

生单词记忆情况。 不过这个分数也是

可以改变的，如果觉得第一次听写不

满意， 你可以在课余找老师再听，直

到自己满意为止。 有的学生听了一

次、二次、三次，贺小红从不觉得厌

烦， 她说：“看着学生的分数直线上

升，我非常满足，希望每个学生都能

得优。 ”

不管成绩好坏，贺小红从不歧视

任何一个学生。 她经常阅读心理学、

教育学等方面的著作， 努力拉近与

学生的心理距离。 她明白教师这个

职业是“交心”的职业，亲其师方可

信其道， 她将一腔真诚洒到了学生

身上。

她的真诚赢得了学生的信任。

许多学生都利用写日记的机会向她

透露内心的烦闷与惆怅。 不管与父

母的隔阂，与同学的矛盾，还是与老

师的摩擦都愿意与她交谈。 而她也总

是不厌其烦地倾听并开导，她说：“只

有了解每个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心理

特点， 才能选择和运用恰当的方法、

方式来进行教育。 ”

———鼎城区景新中学英语教师贺小红印象

教师博客

湘乡市双江中学 吴新军

记得有一部很有名的苏联电影

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在我十多年

的教学生涯中， 一段小插曲却告诉

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相信眼

泪。

100 班是我毕业分配后接手的第

一个班级。 这一个代表圆满数字的班

级却是一个让全校师生最不满意的

班级。 课堂纪律差，学生屡屡顶撞老

师，学业成绩年级垫底，公共区卫生

无人打扫……

为了扭转这种脏、乱、差的局面，

我拼尽了全力。 仅三天时间，我便能

准确无误地叫出班上每位同学的姓

名； 每天比寄宿生起得早睡得晚；对

不遵守纪律的同学耐心教育；带头打

扫卫生。然而，付出不一定有回报。半

个多学期过去了，班里的一切都没有

改变，除了我以外，所有任课老师都

说进 100 班上课是噩梦。 校长找到

我，语重心长地说：“新军啊，不是你

不努力，实在是你运气不佳。 学校决

定这个学期结束后改派一位经验丰

富的老教师担任 100 班班主任。 ”校

长的话让我心痛如割。 刚走上工作岗

位的满腔热血， 没想到不到半年，都

就化为乌有。

第二天班会课，我拖着沉重的步

履来到熟悉的教室， 走上熟悉的讲

台，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觉得

心在流血。 我的目光在同学们幼稚的

面孔上一一扫过，怪他们吗？不能。毕

竟这还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 怪自

己？ 不能。 因为我也努力了。 我决定

跟孩子们好好做一番临别感言，没想

到开了头，竟无语凝噎。 孩子们十分

惊讶地看着我，良久，我才缓慢地说：

“同学们，由于我没有带好大家，下个

学期学校将会派一位优秀的班主任

到我们班，回想这几个月来，我……

我……” 我脑海中迅速涌过许多画

面： 大汗淋漓的我挥舞着手中的扫

帚，口干舌燥的我大发雷霆……我觉

得鼻子一酸， 眼泪在眼眶中滚动，虽

然努力控制自己， 最终还是哭了出

来。 学生们惊呆了，他们没想到一个

大男人竟会在课堂上哭得这样伤心。

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好多年未曾哭

泣的我竟会如此脆弱。

后来，我没有上完课就跑进了寝

室，继续流泪，抹泪，再流泪，仿佛把

一生的眼泪都流完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依旧上课，

等待着学校重新分配工作。 可我奇怪

地发现，原来许多调皮的学生竟然变

得很认真。 其他任课教师也纷纷反

映，100 班的学生不知怎么一下子全

变了，课堂纪律简直好得没话说。 他

们问我班级大变样的原因，我笑着摇

摇头。 其实我知道，我的眼泪是他们

发生变化的强效催化剂。

如今， 我已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

耘了十二个春秋， 但那次流泪的经历

却时时萦绕在脑中，让我永生难忘。 是

它让我懂得一名教育工作者只要有一

颗真诚的心，就一定会让学生感动。

教学设计

双凫铺镇中心学校 喻冠娟

《时间在流逝》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根据各种自然现

象和身边信息估计时间， 感受时

间的存在，关注时间的流逝。

2、 让学生感受 1 分钟的长

短，从而合理的估计 10 分钟 1 小

时。

3、 让学生认识到时间的宝

贵，珍惜时间。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 感受 1 分钟时间的长

短，感悟时间的流逝。

难点： 如何更准确地估计时间

的长短。

三、教学过程：

1、猜谜导入。

师：大家喜欢猜谜语吗？老师

给你们带来了一个谜语， 你能猜

出来吗？

课件出示：看不见，摸不着，

没有脚，但能跑。 每天匆匆过，从

来不回头。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时间）

2、估计现在几点了。

师：我们不看钟表，能知道现

在大约是几点吗， 你是用什么方

法估计的？

想不想知道现在到底什么时

间？打开袋子里的闹钟，看谁估计

得最准？

3、认识钟表。

师： 刚刚大家估计的时间都

不太精确， 如果我想知道确切的

时间，怎么办？ 对于钟表，大家不

陌生吧？既然是老朋友了，老师要

考考你们。

课件展示，提问：钟面上有哪

几根针？（明确钟表以时、分、妙计

量时间。 ）秒针转动一格，表示时

间流逝多少？转一圈呢？分钟转一

圈呢？

4、探究 1分钟

师： 你能用什么方法来估计

1分钟的长短？六人一小组讨论 1

分钟， 看看哪个小组的方法想的

最多，最好。

生讨论，交流汇报（数数，跳

绳，画圆圈，数心跳……）

师：大家想的办法真多！那下

面就给大家亲自体验一下， 看看

自己 1分钟里可以做些什么事。

每组请一个同学当组长，记

录“1 分钟体验表”情况。 每个同

学选择一种方法来体验 1分钟。

汇报结果。 对无所事事的孩

子进行珍惜时间的教育。

师： 刚才孩子们用不同的方

法体验了 1分钟，现在，我们来估

计一下 1分钟到底有多长。 老师

说“开始”，你们开始估计，老师不

会喊“结束”。 当你感觉有了一分

钟的时候请把手高高举起来，看

看谁估计得最准确。 然后请这两

名同学分别说说， 你们是用什么

方法估计的，怎样估计的。

生说自己的方法。

师： 相信你们通过 1 分钟时

间的体验， 以后会更有强的时间

观念。 1 秒种，1 分钟有了很好的

方法去估计， 那么 10 分钟，1 小

时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去估计呢？

能估计准确吗？

5、感受时间的“快慢”

现在请大家再估计一下， 这节

课已经过去多少时间了？

时间过得真快，时间就像流水

一样， 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流逝了。

（补充课题：时间在流逝）既然时间

过得那么快，我们应该怎样呢？

大家讲得真好， 为了奖励你

们，老师放一首歌给大家听听。歌

的题目就叫《嘿 十分钟》。

贺小红，33 岁，中

学一级教师。 从教 12

年，自信、有朝气的她

深受学生欢迎， 曾获

得常德市英语教学比

武二等奖； 鼎城区英

语教学比武一等奖。

2009 年成为常德市十

佳青年教师候选人，

被区教育局评为教书

育人标兵。

孩子相信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