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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故事

安乡县唐家铺中学 李思蕾
期待又忐忑地拿起桌上学生交来
的纸条，第一张上赫然写着：记得您刚
教我们时，我对您索然无味的课避之不
及……
写这些话的小涂在一年前对我和我
的课居然如此反感？我对此浑然不觉，
因为还有其他反应更强烈的学生吸引着
我的注意力。
我以为靠着几节课的准备，便能和
这群六年级小学生们愉快地度过教学生
涯中的第一节语文课。然而，当我自我
介绍后，和他们“套近乎”时，他们却给了
我“下马威”。
“同学们喜欢怎样的语文老师和语
文课堂？”我问完，讲台下一片寂静，个别
学生带着疑问互相看了看。一阵冷场
后，一个黑瘦的女孩子站了起来，一字一
顿地说：
“我是语文课代表，我喜欢语文，
也非常喜欢上学期的谭老师，本希望她

可以一直教我们，没想到换成了您，希望
您能成为像她一样的老师。”说完，她微
昂着下巴坐下了。这番话让我隐约感觉
到了学生对我的排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齐刘海的
女生“提醒”我：
“ 少写错别字，不然我会
当场指出的。”另一个女生则告诉我，要
小心她的提问可能会有陷阱 ...... 如果说
第一节语文课是不轻松的，那之后的一
年则是艰难的。
第一节课的情形是这个班级课堂表
现的缩影，女生活跃，男生沉默，这种沉
默造就了他们成绩的“低调”。为此，我
试过“盯人战术”，与下课铃声一起到达
教室，把不能按时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
喊住。也试过给成绩“低调”、课堂表现
异常沉默的学生单独
“开小灶”。
磕磕绊绊一年之后，我们一起进入
了七年级下学期。然而，今年复课后，我

数学课里也有﹃诗文化﹄

乐学乐教

消防演练进校园

刘风云

将数学与诗歌进行整合，
有时候对课
堂有效性的构建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用诗歌形式导入新课。在一年级
数学上册《数数》时，
教师可以用郑板桥
的《咏雪诗》和邵康节的《山村咏怀》导
入，
这两首诗分别是“一片二片三四片，
□
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
入芦花总不见”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
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充分说
明“数数”也能成诗。教师接着出示有
关“数数”的图片，
以奇妙的数字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
用诗歌描述数学问题。数学问题
多是由数字组合而成，抽象而概括，不
像其他学科富有故事性、直观性，有些
学生感到枯燥乏味，缺乏兴趣。而诗歌朗朗上
口，节奏感强，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想象力。清
代徐子云的《算法大成》中有数学诗云：
“巍巍古
寺在山林，不知寺中几多僧。三百六十四尽不
差争，三人同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请问
先生明算者，
算来寺内几多僧？”
就很有韵味。

发现我的课堂变活跃了，学生作业完成
率高了，考试从不及格的学生也开始及
格了。
“是疫情让他们懂事啦？是有了线
上辅导的底子？还是这只是镜中花水中
月？”在一次又一次震惊后，为寻找答案，
我请学生写下“学语文的感受”，于是便
有了那些纸条。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语文课充满了
期待，也许是从您为我们办小学毕业典
礼开始，也许是从您给我们做美食开始，
也许是更早。
”
小涂在纸条的结尾写道。
一年前“提醒”我“要小心她的提问”
的女生则说，她喜欢语文课上“我想请教
你”的环节，在与同学的请教中，让她有
了自己的问题和思考……一张张纸条翻
过，我想看到的学生对我的肯定都被一
个叫“语文”的抢走了。无奈又欣慰的
我，拿起了昨晚小勇悄悄放在窗台的“最
佳老师”
奖牌。嗯，
沉甸甸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
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作为思想政
治工作者，只有心系群众、勤于思考、善
于表达、不断改进方式方法，才能切实提
升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和针对性，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理直气壮“讲真话”。
“ 真话”，即真
理、大道理、理想信念。进入新时代，社
会越发展，人们的思想越活跃，越要强化
思想引领，坚持不懈、理直气壮地讲主
义、讲真理、讲优势，以此来凝聚人心、滋
润人心、照亮人心。如何做到腰杆硬、底
气足地讲真话？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
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自
己，特别要深学笃用《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一、二、三卷等经典著作，做到真学、
真懂、真信、真用。要认真落实两个《纲
要》，积极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让正能量充沛、主旋律昂扬。要坚持
发扬斗争精神，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
歪理邪说面前敢于发声，旗帜鲜明地批
驳各种错误思潮和言论。要把抗疫实践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教材，讲好抗
疫故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引导群众切

9 月 7 日，江永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江永县第一中学，开展“开学
第一课”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活动。800 多名高一新生通过学习使用消
防器材，
参加
“火场”
紧急疏散演练，
提升应急逃生和自救互救能力。
田如瑞 摄影报道

做思想政治工作要会“讲话”
洞口县大湾国有林场 付 斌
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贴近群众“讲白话”。
“话须通俗方传
远，语必关风始动人。”邓小平同志就说
过：
“ 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
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
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工作。”作为思想
政治工作者，就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导向，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要尊重群众，真正把群众当亲人，以平等
的态度、民主的作风开展工作。要换位
思考，坚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善于站
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做事情。要转变
作风，沉下身子，多到群众中间去，善用
小故事诠释大道理，把普通话转化为地
方话，把文件话转化为大白话，让人听得
进、记得住、用得上。
直面问题“讲实话”。毛泽东同志指
出：
“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
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比如，常态化疫情

防控形势下，党和政府为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推出了一系列的保
障民生、援企稳岗政策，这些政策怎么落
地？对群众有什么好处？群众心中有许
多的问号，都有待释疑解惑。作为思想
政治工作者，要勤学善思，对国家出台的
法律法规、惠民政策等先学一步，深学一
层，学懂、学通、学明白，
“以其昭昭，使人
昭昭”。要以诚相待，直面质疑，对群众
提出的问题不回避、不敷衍、不推却，不
打太极拳，及时给出令人信服、有威信力
的答复。
温暖人心“讲情话”。
“ 感人心者，莫
先乎情。”一句温暖的话语，能让群众心
生感动；一个默默的关心，能让群众产
生共鸣；一次及时的帮助，能让群众摆
脱困境。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时刻
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文关怀
贯穿于工作全过程，既“目中有人”，又
“心中有情”；既用真理感召人，也用真

早自习，学生罗娟气
喘吁吁地跑进我的办公
室来报告：
“ 老师，李洋在
教室里用活青蛙吓唬女
孩子。
”
我匆匆向教室跑去，
远远地就听到教室里尖
叫声、哄笑声闹成一团 。
走进教室 ，我大声训斥：
“刚才是谁在用青蛙吓唬
同学，给我出来！”过了好
一会儿，只见李洋慢慢地
站起来，走到讲台边。我
劈头盖脸地一顿批评。李洋慢慢地
抬起头来，眼中带着一些怨恨和委
屈的情绪，
泪水也流了出来。
从此以后，李洋常常躲着我，不
愿意和我交往，性格变得孤僻。最
终，他和父母说，不愿来我的班级上
学。
为什么这么抵触我？我和其他
学生了解情况。原来，那天是别的
男孩在玩青蛙，扔到了李洋的桌子
上，李洋随手往后一扔，并不是有意
地去吓唬别人、扰乱课堂，虽然以前
李洋很调皮，
但这次不是他的错。
我知道自己伤害了一颗稚嫩的
心。我随即反思了自己的行为：情
绪失控，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发雷霆；
浮躁粗暴，没了解事情真相就严厉
批评学生，甚至说过头话伤害学生
心灵。不了解学生情感，学生犯错
误后本来有一点内疚和后悔，结果
我不依不饶，把内疚和后悔转化为
抵抗和怨恨，甚至对学生造成心理
上的伤害。
那么，在学生犯错误后，作为教
师应该怎样做呢？首先要关怀学
生，
“只有在学生知道你关心他们
时，他们才会关注你的学问。”其次
要尊重学生的想法，尊重学生的个
性，尊重学生的行为。最后对学生
的错误要多点宽容，保持平常心，要
允许学生犯错误，容许学生有行动
和判断的自由。
学生犯错之后，不要把学生“看
透”，留出一定的心理空间，也是班
级管理教育的一种智慧。
邵阳县九公桥镇中心完小 王为国

语文教师初体验

教师要多一点宽容

我的第一课

情 感 染 人 ，让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富 有 人 情
味、更加有温度。要随时了解掌握群众
的所思所想，体察群众情绪，关注群众
困难，倾注诚挚情感，真心实意为群众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防止“喊口
号”，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群众
真正得到实惠，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与时俱进“讲新话”。网络信息的迅
猛发展，网络语言的盛行，给新时代思想
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
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
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
引力。”要强化互联网思维，用好“互联
网+”，不断丰富信息传播的形态和方
式，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立体、更加鲜
活，实现以网聚人。要努力适应群众的
信息需求特点，开发制作短小精悍、生动
活泼的融媒体作品，让群众爱听、爱看。
要 灵 活 运 用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网 言 网
语”，在平等的互动中因势利导，在互动
的氛围中顺势引导，让人们听得进、能入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