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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新报 畅谈

发掘生活素材 乐于真情表达
桃源县漆河镇中心小学 聂桂元

在语文习作教学中， 我们应遵循小学
生认知规律，发挥学生写作的自主性、主动
性、创造性，尊重学生的个性。 切实提高学
生的写作兴趣与水平，指导学生留心生活，
发掘生活素材，让他们乐于真情表达。那么
怎样让学生具有一双慧眼，发掘生活素材，
使他们乐于真情表达呢？

一、读写结合，感受真情
在语文教学中， 我始终把阅读和写作

有机结合起来，在阅读中指导写作，特别是
片断练写。每学习一篇文章，学生对文章的
消化理解各有感触，因此，我在课堂上充分
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珍视
个人的独特感受， 鼓励学生真情表达和有
创意表达。

如在教学《赠汪伦》一诗时，我提问：
“桃花潭水深千尺，为什么还比不上汪伦对
我的情谊呢？ ”学生们积极回应：“李白喜欢
喝他的酒”、“诗人与他结下了友谊”……这
时我会趁势评价：“你们的想象合理， 富有
个性，请把《踏歌送行》这一片断想象一下
写下来，好吗？ ”学生就根据这简单的两句
诗写出了一篇篇声情并茂的记叙文。

二、观察积累，再现真情
习作就是对生活的再现和提炼。 学校

生活是学生的主要部分， 于是我重点抓住
学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他们留心观察，
如课堂上的突发事件：课堂上呕吐，学生泼
墨水等， 我总是提醒学生去观察人物的动
作、神态、语言，让他们写经过、谈感受。

一次课中， 有位学生突然呕吐了。 当
时， 有的学生捂着鼻子， 有的把头扭向一

边。可有一位同学马上拿来拖把，把脏物拖
走。接着又有同学拿来了拖把，还有同学把
这个“病生”扶到室外透气，并端来茶水让
他嗽口。 我有意识地停下课，让学生看，并
发问：“你看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事后
我又让“病生”说：“你发现了什么？ 想到了
什么？ ”对做事的学生说：“你做了什么，想
了什么？ ”第二天，收获了好多感人的日记，
如“一个敬佩的人”、“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温暖”、“帮助”……还有学生写《严禁小插
曲》， 他们认为上课时这样做影响学习，如
果要呕了，应先主动请假去室外，不能影响
其他人。 这些不同的感受， 我都给予了肯
定， 尊重他们独特的体验， 发展他们的个
性，他们也轻松自如地获取了新的素材。

三、创设活动，体验真情
在习作课上， 我会根据写作内容的需

要为学生创设情境， 引导他们自然进入写
作佳境。创设的情境可以是实景，也可以是
图画、录音、照片、讲故事、做游戏、郊游、野
炊……在写《一堂生动有趣的课》时，我在
《太阳》一课学完后，组织安排了“一个太阳
知识抢答赛”，学生亲身感受到了课中的乐
趣，激发了写作灵感。

每周一、三、五的放学前一刻钟是“真
情告白”活动。学生自愿告白记事本上的新
鲜事，或一天的心情、感受。 形式可以是自
述，也可以是采访式。 这样的活动，不仅让
学生听到一些真实的东西， 找到生活中写
作的素材，还给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真实
表达自己情感的平台， 激发了他们写作的
兴趣， 体会到写作是生活中一件非常快乐

的事情。
四、展开想象，激发真情
作文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过程。 没有

个性化的想象，就不可能有个性化的立意、
个性化的语言，更不可能表达真情。

开发儿童想象是一件大事。 在习作训
练时， 我除了让学生尝试对所学文章进行
续写、改写之外，更多地是让学生想象未知
的世界， 这样思维驰骋的空间便会越来越
广阔。 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
开思维，敢于打破常规，超越思维定势，写
出富有新意的东西来。

比如在教习作《发明未来东西》时，引导
学生不光只停留在事物外表方面的创新，
还从环保、能源等方面去全盘考虑，从自己
认知视野中找到新素材。 有个学生在习作
中写到他爸爸想戒烟，可戒不了。 他就想了
一个既能让爸爸戒烟， 又不会让爸爸受到
侵害的环保烟： 这种烟是用含有各种微量
元素的植物做成的。 散发的烟雾， 是清新
剂，具有烟味，但没有危害。 他的想象真是
独具匠心。 有的学生看到老师阅卷辛苦就
想发明“阅卷器”，看到房子搬动困难就想
发明“会走动的房子”，还有“空调衣”、“亮
嗓器”、“伸缩鞋”等等。 我又激发他们走向
宇宙，遥想太空等超越生活的景象，学生们
根据自己的爱好、性格，想象出许许多多各
具特色的未来物品。

指导学生习作，应注重引领学生留心生
活，用心观察体验，发掘生活中的素材，并尊
重学生个性，鼓励他们真情表达，这样就会
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和提高写作能力。

浅
淡
农
村
中
学
班
主
任
工
作
的
方
法
和
技
巧

洞
口
县
大
水
中
学

潘
万
钧

洞
口
县
第
一
中
学

尹
立
玉

中学阶段的学生独立性强、抵触、叛逆，
他们力求摆脱家长和老师的约束， 寻求自己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此过程中，难免出
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这就需要班主任转变
思想，与时俱进，对症下药，积极思索有效方
法和策略。

一、农村中学学生的现状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农村中学

学生主要存在三个特点：一、大多数家庭孩子
少，父母爷爷奶奶整天围着孩子转，生活上关
怀备至， 不让他们参加必要的社会劳动和其
他社会活动，导致孩子们任性、好逸恶劳、目
光短浅、不思进取；二、留守儿童多，他们的父
母长期在外为生计奔波， 很少与孩子们在一
起生活，缺乏交流和沟通，使孩子们的身心、
学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性格因此变得
孤僻、易怒、固执、容易产生逆反心理等等；
三、单亲家庭近年来也明显增多，这些孩子们
由于长期缺失父爱或母爱，容易形成抗争、不
合群、抵触心理，甚至产生暴力倾向等。 在教
师方面， 传统的教育方式和教学理念也很难
让“90后”和“00后”的青少年感悟和领会，他
们往往采取不合作的心态来应对教师的教
育。

二、班主任工作的方法和技巧
1、强化班级管理工作。
一个班集体就是一个团队， 班干部就是

这个团队的主心骨， 选好一个团队的班干部
是十分重要的。我选拔班干部的方式是：老师
提名，学生选举。 班干部要做到身先士卒，遵
纪守法，起班级模范带头作用，同时班干部能
上能下，对不负责的班干部及时更换，建立灵
活机动的班干部管理机制。

2、对全体学生进行量化管理。
班主任对每个学生建立了德育量化管理

档案，每期每生量化分为 100分，根据学生在
校表现分别给予加分或减分。 如有人乱丢垃
圾、或上课玩把戏、爬围墙、进网吧等分别给予相应的扣分；
又如有人做好事、拾金不昧、帮助同学完成学习任务等分别
给予相应的加分，教室、寝室、公共区域卫生检查被评为 A
等的，分别给予当事人加 1分，被评为C等的则相应的给当
事人减一分，每周一小结，期末进行总评。 德育分数位居班
级前 15名的同学，才有资格参评“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
部”等荣誉称号。

3、充分利用表扬与批评这一平衡杠杆。
对于农村学生来说， 他们更希望自己的行为得到社会

或他人的肯定和赞赏，以满足自己的自信心和好强心理，同
时也在乎别人的批评。 及时的表扬和肯定会使他们获得满
足和快乐，从而把这些荣誉作为自己奋进的动力。 而适度的
批评也十分必要，有些学生在处理问题时，常常由于过于自
信、方法简单、行为粗俗，难免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
有必要帮助他们找出问题的原因，总结经验或教训，从而使
他们认识错误，进一步解决问题，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4、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塑造的是人类的灵魂，为

人师表就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因此，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
自己首先要做到。 从课堂上的言行举止到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教师都应该为学生树立榜样。 如在抓学生养成教育时，
为了不让学生乱丢垃圾，我多次进入教室、公共区域，把掉
落的垃圾捡起来，把弄倒的扫帚扶起来，学生们看在眼里记
在心上。 有时一个行为不需太多的言语表达，效果却明显得
多，通过我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学生的行为举止、精神风
貌有了很大的转变，班上几乎不再有乱丢垃圾的现象发生。

5、重视学生的个性健康发展。
对于中学生来说， 个性发展是他们成长中的一个必要

阶段，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压制他们，但也不应该放任自
流，要做到宽严结合，松紧得体。 教师要因材施教，多加强正
面引导，帮助启发他们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学会
认真观察、思考，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最佳途径。 如，我现在
所教 145班的“潜能生”———许柯杰，在我的精心培养下进
步很大。

6、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凝聚班级向心力。
在学校集体活动就好像“聚合剂”，班级活动也同样具

有“凝聚力”和“向心力”。 教师可以根据学校活动安排表，选
出几个活动项目，如运动会、歌咏比赛和演讲比赛等，先在
班内进行精彩的预赛。 开展活动，既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
又给特长学生提供了表现自我的机会，自我价值得到展示。
大家在活动中提高了集体荣誉感，培养了团队精神。 这样，
何乐而不为？！

总之，班主任要以教育的“三个一切”为指导思想，注重
教育教学方法、策略和技巧，因材施教，关爱和培养好每一
个学生， 努力让每一颗星星都发出熠熠夺目的光彩……各
位亲，你们对我的方法感兴趣吗？ 那就试试吧！

我要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观《开学第一课》有感
宁乡城北中学梅花校区 516 班 颜璐

又是一次开学， 又是一节《开学第一
课》，这一次的主题是“父母教会我”。

孝、爱、礼、强，是父母教会我们的第一
个内容： 孝， 是子女对父母的关爱与谦让；
爱，是一生中最甜蜜的字眼；礼，是对人的礼
貌和对社会制度的遵守；强，是不自卑、不自
负的一种表现。而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孝”。

古有闵损芦衣顺母， 老莱子戏彩娱亲，
今有工人为父亲改造旧摩托， 带父亲各地
旅行。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养育大，到老剩
下的是满头银发，而我们，却往往不知道感
恩。

还记得有一次，我、弟弟、还有妈妈在

看电视。 电视剧刚播不久，就有一阵呻吟声
传来。 我转头一看，是妈妈，她两手抱着肚
子，眉头皱成“川”字形，额头上冒着密密的
冷汗，我急忙问道：“妈妈，你怎么了！ ”妈妈
没有回答，我有些不高兴，便继续看电视。
爸爸回来之后，马上将妈妈送入了医院。 我
还不满地抱怨：“我们还没吃饭呢！ ”可是爸
爸仿佛没听见一样， 抱着妈妈迅速跑下了
楼。 几个小时以后，爸爸从医院回来，他眉
头紧锁地坐在沙发上， 问我和弟弟：“你们
知道妈妈上午肚子疼吗？ ”“知道。 ”我和弟
弟心虚地说。“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通知
我？我给你配了手机是拿来玩的吗？你知不

知道， 前几天就有一个亲戚的儿子是在家
活活疼死的，你……”爸爸越说越激动，最后
干脆走了。

我忽然有些鼻子发酸。 是呀！ 妈妈将她
生命中最美好最珍贵的 12 年贡献给了我
们。 为了我和弟弟，她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
分钱，从不到外面打牌。 为了我和弟弟，她的
皮肤开始松弛了， 细纹也在眼角慢慢滋生，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呀！ 我转过头，发现弟
弟的眼圈也红了。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决定
要为妈妈做些事。 我们分工合作：弟弟负责
扫地、拖地，我负责洗菜、做饭。 等妈妈一回
来， 就看见了一个干净得闪闪发亮的家和
满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 妈妈感动极了，我
和弟弟齐声说：“妈妈，对不起！ ”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者，从子，子承老
也。 面对父亲母亲的爱，我们该领会到了，
为他们做一顿饭，洗一次脚，刷一次碗，这
就是孝！

八月桂花记乡愁
长沙市一中高三 1217 班 宁珂

我并不知道什么是乡愁。 只是觉得今
年的秋天，破天荒特别地热；今年的八月，
我们一中的桂花破天荒地一棵儿都没有开
放。

那么，奶奶家的那棵桂花树，这个时候
在开花吗？ 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问
题。

很小的时候我就被爸妈寄养在乡下奶
奶家，打我记事起到上学前，大部分时间是
在奶奶家的小院子里度过的。 依稀记得院
子里唯一的一棵树， 每到农历的八月便会
芬香满天。为什么我会记得是八月呢，因为
奶奶会好早好早就对我说， 八月中秋节快
到了，你爸妈应该会回家吧？而我这时总是
会问奶奶：为什么别处的树都不香，为什么
这棵树平时不香而这个时候却很香， 奶奶
每一次都会很简单却很耐心地告诉我说，
这是家里的桂花树。

印象中奶奶家的这棵桂花树， 花开得
不算多，很慵懒地散落在翠绿色的树叶间，
花开得也不大，小朵小朵地簇在一块儿，薄
小的花瓣轻轻拢起，在阳光下，安静地舒缓
地绽放着。

小时候的我， 总爱和堂兄弟表兄弟们
一起爬上那棵结实的桂花树。 大家坐在树

枝上，任风卷来清幽的花香，或是将脸埋在
树干中，一闻那一股清冽、温润的芬香融化
了我的整个胸腔， 甚至将干燥的秋风都浸
润了。 秋日的傍晚，柔和的暮色将我们都染
成了昏黄，桂花树却在昏黄中静谧地开放。
我觉得那棵桂花树呀， 我和堂兄弟表兄弟
们就仿佛是它的一枝一桠。

又是一年的中秋， 吃着甜得腻人的广
式月饼，我不禁有些怀念儿时的中秋节，奶
奶做的那香甜的桂花汤圆，还有桂花树下，
狼吞虎咽的我和堂兄弟表兄弟们。 如今，老
院里的那棵桂花树还在开花吗？ 凑巧的是，
爸爸也总是和我一样这样念叨甚至伤感。

农村的拆迁让爷爷奶奶不得不搬离了
乡下的小院，住进了县城的楼房。 多年前最
后一次回到小院，是为爷爷奶奶搬家。 那一
天，风起得早，天也昏暗，老房子里早已空空
如也，冷清的小院也满是灰尘，可桂花树还
在那儿，在那风尘中清雅地立着，已是深秋，
桂花开尽， 可那些曾经的依恋和归属感，还
温存在树杈间，挥之不去。那一天，我和爸爸

都满含热泪。
尽管我是一个生长在城市的 90后，但

我也慢慢明白了乡愁。 很多人知道余光中
的《乡愁》，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首《乡愁四
韵》，诗中写到“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
的烧痛”，这是五六十年代“台湾人”的乡
愁， 是对生育养育自己的故土和亲人的思
念，那般的刻骨铭心，却也无比真诚。

中国人总爱寻根， 中国人讲究团圆，实
际上都是在借一个时机对养育我们的土地
和亲长表达感恩，这就是父辈骨子里剔除不
了的那份乡愁。 我想，我们这一代青年没有
父母辈那般的乡愁，但是我们也都有一颗感
恩的心。 我们也会有一份寄托，有一份感怀。
有一天长大后，当我看着长沙城和一中校园
里的香樟，就如爸爸带着一份惆怅重回故乡
老家，看到老院的桂花树还在那儿，在傍晚
的黄昏中悄然开放， 迎接着远行的游子回
家，我知道，乡愁就是一个人报答家乡和亲
人师长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