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个老木匠准备退休，他告诉老板，
说要离开建筑行业， 回家与妻子儿女享
受天伦之乐。老板舍不得他的好工人走，
问他是否能帮忙再建一座房子， 老木匠
说可以。但是大家后来都看得出来，他的
心已不在工作上，他用的是软料，出的是
粗活。房子建好的时候，老板把大门的钥
匙递给他。“这是你的房子，”他说，“我送
给你的礼物”。 他震惊得目瞪口呆，羞愧
得无地自容。 如果他早知道是在给自己
建房子，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他得住在
一幢粗制滥造的房子里！

农村学校如何
有效组织示范课

目前， 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普遍编制
紧缺，年龄偏大，师资力量薄弱，能做到
“一个萝卜一个坑”就非常不错了，许多
学校常常会出现“几个坑”要“一个萝卜”
来“填补”的现象。因此，由于受到各种条
件的限制， 占全国小学教师总数 63.0%
和占全国初中教师总数 43.3%的农村教
师走出去学习听课、取经“充电”、开扩眼
界、增长见识、更新理念的机会就少之又
少了。

如何立足学校实际因地制宜， 迅速
更新农村教师的教学理念， 不断提升他
们的业务能力， 全力促进年轻教师的成
长， 逐步缩小城乡教师队伍间的水平差
距， 从而向实现师资层面上的教育均衡
发展稳步前进呢？ 笔者认为在“自家”校
园内精心组织示范引路课不失为解决问
题的捷径之一。 如何有效组织好农村学
校的示范引路课？ 笔者作了如下尝试：

一是合理定位，体现常态性。农村学
校硬件建设较为落后， 很难做到每间教
室都配备多媒体， 平常的教学用具一般
就是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我们在进行示
范引路课时， 也就要结合实际， 讲求实
用，注重实效。要求教师选用或自制简单
易得的教具，如小黑板、播放机、图片、模
具等，不做作，不作秀、不作假，将课常态
化。把深奥的讲得浅显，把复杂的讲得简
单，将课上成“家常课”，就像家常饭那样
亲切、可口、实在、养人，更容易让学生消
化和吸收。

二是斟酌人选，体现示范性。执教示
范课的教师，应该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具有示范引导作用的人员。专家学者、名
优教师、骨干教师、教学能手、学科带头
人等，都是最佳人选。 但这样的人才，在
农村学校是极度匮缺的， 常常需要学校
努力争取，有针对性的多请“高人”来校
传经上课， 从而达到示范引路、 更新理
念、改进教法的目的。

三是精心组织，体现全员性。在活动
正式开始之前，一定要有酝酿阶段，要听
取老年教师的意见，做好他们的工作，发
挥他们的榜样作用， 让广大教师充分接
纳。 活动时，要积极倡导、组织教师跨学
科、跨年级听课，特别是学校的校长、副
校长、处室主任都要下到各听课组，积极
带头听课学习，做到全体参与。 这样，不
仅听课的老师可以取长补短， 而且对上
课的老师更是一种隐形的肯定和鼓励。

总之， 上好一次示范课， 确实不容
易。有待于组织者的用心策划，有待于执
教者的精心准备， 有待于全体教师的虚
心参与，只有齐心协力，才可能真正发挥
示范引路的作用， 才可能真正达到共同
进步的目的。

庄塔乡九年制学校副校长 陈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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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是陪伴
中南大学附属铁道小学 李 娟

又是一年家长会， 我像往常一样，早
早地就准备好了发言稿，就想在家长会的
时候，能够把握时机，好好跟家长沟通一
番。 不想，会前，接到几个家长的电话，说
工作忙，不能准时到会，需要请假。 这不禁
让我想起许多细节： 要求签字的作业，家
长没有签。 与家长沟通，家长回复：李老
师，不好意思，工作忙，没有时间签字。 家
庭背诵作业，有孩子背不出，电话过去，又
是一个没时间辅导……诸如此类的事情很
多，听得最多的，也是这熟悉的四个字：没有
时间。

脑海里闪现出与女儿前几天所发生的
事情。 我有一个两岁 4 个月的女儿，一直以
为她不缺少爱。 因为我跟老公都是独生子
女，家里的爱也就全集中在了这个小家伙的
身上。 由于上班回家很疲惫，所以我和老公
很少一起带她出去玩耍，就只在家里这个小
天地围着她做各种游戏。

有天下班回家，刚好看到在小区玩耍的
女儿， 我跟老公就一起带她出去走了一圈，
孩子的兴奋不言而喻， 逢人就抱着我的腿
说：“这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然后跑到老
公跟前，说“：这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 ”那
种幸福的样子洋溢在整张脸上，仿佛要让整
个小区都知道， 爸爸妈妈带她一起出来玩
了。 可紧接着的一句话， 却让我潸然泪下：
“阿姨，我也有爸爸，我也有妈妈！”一句看似
幸福的话语，此时在我们的心里却犹如针扎
一般。

我突然明白，在这个家长会上，我最需
要与家长们交流的是什么了。于是，那一天，
在家长会的尾声，我心情沉重地讲述了我的
故事。

家长们认真地听着，甚至有些爸爸也顿
有所悟，眼圈一个比一个红，不时还看到有
家长在擦着泪水。我知道，家长们听进去了，
于是，我继续说着：“亲爱的家长朋友，我身
为教育者，深深地知道，应该多陪陪孩子，因

为谁也不能取代父母对孩子的爱。但我也犯
着同样的错误，以为有个完整的家庭，孩子
就有了完整的爱，却不知道孩子幼小的心灵
真正需要的，不仅是完整的家庭，还有孩子
最天性的一面—————一起玩耍， 一起嬉戏。
你们在物质上尽管满足了孩子们，但是却忽
略了孩子最需要的精神关注。你们总说自己
很忙，但是你们却忘记了，孩子才是父母最
大的财富！ ”

下面不时传来抽泣的声音，看来，目的
达到了。

会后，家长们带着思考，离开了教室。单
独留下来与老师交流的却寥寥无几， 而我，
仿佛无聊起来，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一样，
往窗外望去，依旧是那条走廊，那个操场，家
长们却小跑离去。 对此，我面对那一颗颗被
触动的心灵，发现有几个家长在狭窄的楼梯
口不耐烦地直跺脚，怎么了？仔细一听，耳边
传来的是：前面的人怎么走得这么慢？ 我还
要回家陪孩子出去玩呢。 霎时，一股暖流涌
入了我的心头，我欣喜地回望了一下归心似
箭的家长，真想冲在前面，帮他们开道。我高
兴地回到了办公室，眼前的一幕不停地回味
着，生怕这是一个美梦，真的，是真的！ 我们
的家长重视了世界上最美的天伦时刻！真让
我感动。

又是一个星期的班会课， 我带着期待，
问了问孩子们：“家长会后，爸爸妈妈对你们
有没有什么改变？ ”

“我妈妈辅导我的学习更加认真了，连
平时很少过问我学习的爸爸也加入了辅导
行列。 ”

“我爸爸、妈妈周末一起带我出去玩了，
玩了很久，真是开心的一天！ ”

“我爸爸、妈妈也带我出去玩了！还说每
周都要带我一起出去玩！ ”

……
很多小手举得老高，好像都要分享这难

忘的时刻。

教育反思

德育走廊

让人为难的“22�选 8”
班主任手记

又开始发放寄宿生生活补贴啦， 上次
我是采取这样的分法：孤儿、单亲学生都有
完整的一份， 剩余的生活补贴由其他寄宿
生平分。 但这次发放生活补贴，明文规定并
一再强调一个名额一份补贴，不允许分开，
学校把名额分到班上， 再由班主任具体落
实到学生个人。

我班有 26� 名寄宿生， 只有 12� 个名
额， 如果按上次的方法： 除去 1�个孤儿，3�
个单亲的学生，剩余的 8 个名额让其他 22�
名学生平均分，这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却从
22�名学生中只选 8�名，给谁好呢？这让我
感到有些为难，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谁没有
我都感到过意不去，心里就有些埋怨。

但埋怨归埋怨， 上面的政策还是要坚
决执行的， 何况我还要对得起多次被评为
“优秀班主任”的这个光荣称号啊。 问了一
些其他同事，他们都是除了孤儿、单亲学生
外，其他学生按成绩从高到低分配指标。 我
感觉这种分法不可取， 对成绩好的学生来
说，那不过“锦上添花”，而对成绩一般和不
好的学生来说，那真是“越冷越吹风”，现在
上面正在要求我们不能只用成绩来衡量学
生的一切，总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吧。

还是采取一下民主集中制吧。

自习课时，我把学校给我们班的 12�个
名额和发放生活补贴的政策给同学们简单
讲了一下，马上一些同学喜气洋洋，一些同
学唉声叹气， 喜的同学大都是成绩优秀的，
因为他们觉得在名额有限的条件下，老师肯
定会优先考虑他们。

“同学们，下面我们在班上来个评‘星’
活动。”听说是评“星”活动，大家的积极性一
下子就高涨起来了。

“老师，评什么‘星’啊？ ”
“评以下这些‘星’，条件如下：‘口福星’

—————通常都有瓜子、糖、饮料等零食吃的
同学；‘时尚星’—————衣着打扮比较流行或
比较好， 穿的是名牌或仿冒名牌的同学；

‘Hello 星’—————手里拥有手机， 下课后就
‘喂喂’打电话或玩手机的同学。 ”

通过同学们认真投票和当场唱票，很快
每种“星”选出了六颗，有两个同学还三“星”
齐放呢，22�名寄宿生中也刚好有 14 名同学
上了“星”座，上了“星”座的同学也感到很有
优越感，非常高兴，正盼着老师给他们颁奖
呢。

“同学们的眼光不错，选出来的‘星’有
没有假的啊？ ”我故意问道。

“我们可是名副其实评选出来的啊！”众
“星”们大声回答。“真的吗？ ”

“假不了！ ”声音特别整齐洪亮。
“那好，下面我宣布我们班寄宿生生活

补贴名单，宣布之前我说明一下，‘寄宿生生
活补贴’的全称是‘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
是专门针对农村中小学生发放的一项生活
补助。 要得到这项补助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寄宿生，二是家庭贫困。”众“星”们现在
谁也不好意思说自己穷了，然后我宣布了孤
儿、单亲及没上“星”的 8�位寄宿生的名单。
班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事后听众“星”们评价我说：“这次发放
补贴既执行了政策，又公平公正，姜还是老
的辣！ 佩服佩服！ ”

道县绍基学校 何 伟

师生之间

我大学毕业那年，正赶上就业黑市，就在我被
工作之事搅得焦头烂额之际，家住本屯的村办小学
的老校长张叔叔突然来家看我。 他告诉我，单位里
的一个女同事提前休了产假，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
代课教师，为了排遣寂寞，我答应帮助照看几天。

在这群可爱的小孩子当中，有一个名叫星辰的
小男孩，他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大脑反应迟钝，说
话吐字不清，连走路也簸得厉害。张叔叔告诉我，星
辰是个孤儿，自幼失去父母，一直和年迈的奶奶生
活在一起， 他还再三叮嘱我要照看好星辰的安全，
这孩子太可怜，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为避免麻烦，我和以往的班主任一样，在班内
实行着一成不变的硬性规定：课余时间，星辰不得
到户外去活动，小朋友也不可以和星辰在一块儿玩
耍。但令我奇怪的是，小星辰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些，
从他的眼神中我看不出丝毫的孤寂与落寞。

一次美术课上， 我慵懒地要求孩子们随意作
画，作品交上来后即可到教室外面去玩耍。 孩子们
的画陆陆续续地交了上来，紧接着，又一只只小鸟
般飞出窗外，偌大的教室里只剩我和星辰两个人。

星辰依旧在认真地作画， 我好奇地走过去看。
说实话，这是一张很拙劣的画！ 一页脏兮兮的白纸
上，立着一座线条粗细不均的房子，房子上面没有
窗户，只有一扇窄窄的门斜斜地立于一侧；旁边是
一棵光秃秃的树，树顶处，却画着一轮干瘪的太阳
……看来，星辰的内心是孤独的，因而整个画面也
变得荒凉起来。我有些同情地问他：星辰，能告诉老
师，你画的是什么吗？星辰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抬
眼望了望我， 而后憧憬地说道： 我在给———奶奶
画———房子，奶奶———家里———冷，没有阳光……

我的心猛地一沉。早就听说乡村的孩子散漫惯
了，不懂得知足与感恩，然而透过小星辰稚嫩的童
心， 我却看到了一个残疾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于是，我微笑着接过星辰手中的画笔，在大树的枝
干上画了几片蓬勃的叶子，并在房屋的顶部，打开
一扇能让阳光照进来的窗子……星辰笑了，嘴巴张
得老大，眼睛也笑成一弯新月。

当天晚上，我果断地做出决定，明天起就到这
所村小去应聘代课教师！

童心开启一扇窗
孟祥菊

豁然开朗

给 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