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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故事

戴帽子的男孩
走进教室，我发现戴帽子的李锐不
见了，定睛一看，他正稳稳当当坐在座
位上读书，只是把帽子取了下来而已。
他终于肯把帽子摘下来了，我心生欢
喜。关于李锐上课戴帽子这件事，还要
从头说起。
前些天，一进班我就感觉不对劲，
原来李锐在教室里戴着帽子，格外显
眼。我轻轻走到他身边，提醒他：
“在教
室里不用戴帽子，摘下来吧。”他抬起头
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看书。被学
生如此“怠慢”，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转
念一想，事出必有因，这孩子向来尊敬
老师，没这么拧过。我暂且不强求他，
先观察观察再说。
不管上课、下课，那顶灰色的连衣
帽始终扣在李锐头上，只露出一张脸。
一天，学校广播通知，新入团的学生到
多功能报告厅开会。李锐起身准备出
教室，我善意提醒他：
“你还是把帽子摘
下来吧，你戴着帽子去开会，团支部书
记肯定不让你入场。”他迟疑了一会，举

起手又放下，戴着帽子默默走出了教
室。时间不长，李锐垂头丧气地回来
了，不用问，肯定遭拒了。我更纳闷了，
是什么原因让李锐如此不愿意摘下帽
子？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
我拨通了家长的电话。李锐妈妈
叹口气说：
“别提了，星期天我要他去理
发，他额头前面留了一撮没剪，我和他
爸爸责令他回理发店把前面剪了，他就
是不肯，我们一气之下把他前面的头发
给剃了，他勃然大怒、号啕大哭，躲进房
间再也不理我们。
”
我找到李锐，语重心长地说：
“每个
人都有自尊心，都有爱美之心，都有自
我审美视角，爸爸妈妈的做法确实不
对，尽管你的发型他们不满意，也应该
有话好好说，我已经与他们沟通过了，
他们认识到自己做得不对，也很后悔，
并保证今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与你好好
沟通。这些天，老师也误解了你，我给
你道歉。”听了我的话，李锐脸上的抵触
情绪没有了，眼睛红红的，眼里全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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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出招解决﹃日课牌﹄问题

绿茵竞技

张祖平

每天早上，值日
生都会把每日课表
抄在黑板右侧，每个
学科用一个字表示：
语 、数 、英 、科 、社 、
体、美。
写完这几个字，
□ 少说也要一分钟，有
些粗心的学生还会
抄错。个别矮小的
学生踩着椅子写，存
在安全隐患。
学生写完直接
拿起课本早读，不洗
手 ，手 上 沾 满 粉 笔
灰；去洗手，一来一
去又耗费不少时间。
既然每周的课
程表基本上是固定的，那就没
必要每天都写。我想了一个办
法：裁 5 块高 100 厘米、宽 13 厘
米的硬纸板，请一个心灵手巧、
写字秀气的女生在这些硬纸板
上分别写周一到周五的日课
表。写完，用大号透明胶带“塑
封”，
防止字迹褪色。
每天，值日生只要将今天
的那块课表挂到墙上就完成
了，省时省力又卫生。从周一
到周五，5 块日课牌轮番上场，
每次耗时不超过 5 秒。
就算这么便捷了，一个女
生却想出了更便捷的方法：只
用 3 块硬纸板，第一块的正面
写上周一的日课表，反面写上
周二的日课表；第二块的正面
写上周三的日课表，反面写上
周四的日课表；第三块写上周
五的日课表。
我一听，大为称赞，学生们
也连连叫好。

屈：
“ 老师，他们那样做太伤我自尊心
了，您看看他们把我头发剃的……”那
一刻，我一下子呆住了，决定不再要求
他摘下帽子，给他自我疗愈的时间，并
默默给他提供支持与方便。
一 次 ，教 育 局 领 导 到 校 观 摩 课 间
操，学校对学生的仪表要求非常高，我
想李锐此次肯定逃不过，就特意安排他
到班级公共卫生区做保洁，他欣然答
应，戴着帽子把公共卫生区打扫得特别
干净，
我在班里表扬了他。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在我的
特别关照下，李锐很自然地做着自己的
事情。我不再提及此事，好像一切都未
曾发生。今天他主动摘下了帽子，头发
很短，
但很精神，
明显是理发了。
孩子的心路历程需要他自己慢慢
走，我们要做的就是理解、接纳并给予
足够的时间、空间，为他们提供自我成
长的环境，等待他们自愈。当孩子经过
内心的暴风雨的洗礼，他们早已不再是
原来那个少年。

近日，平江县新城学校第八届校园足球联赛正在上演。绿茵赛场上，足
球少年们朝气蓬勃、
各施绝技、
紧密配合，充分展现了扎实的足球功底和良好
的团队协作精神。
陈玲 尹钢 摄影报道

且行且思
通过面批，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指导
学生发现自己作文中的问题，剖析问题的
根源，
并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作文教学不能一蹴而就、千人一面，
笔者采用中医式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对
症下药，与学生面对面捕捉亮点，寻找问
题，
剖析根源，
谋求对策。
“望”。教师先详读一遍学生作文，具
体关注字数、标题、通顺、条理、逻辑、内
容、情感、标点、卷面等指标，做到心中有
数，
以此设定面谈重点，
有点像是备课。
接下来，根据课程标准指出的“写作
教学应抓住取材、立意、构思、起草、加工
等环节，指导学生在写作实践中学会写
作”，笔者从文采、创意、深刻、新颖、典型、
预设等维度出发，为学生制定激励性目
标，即在作文达成基础目标的前提下，指
明可以从哪些方面突破，有的放矢地跟学
生探讨交流。
“闻”。对学生的作文做到心中有谱
之后，就可以找学生过来，进入面批的第

早上，我的椅子还没坐
热，小阮就跑进办公室说：
“老师，教室的墙被人踩了
一个脚印。
”
□
我走进教室，看见已有
四五个学生在围观，他们看
到我进来就散了。
这是一个右脚印，脚尖
向下，在黑板的下方，离地
面 30 厘米左右。我问那几
个早到校的学生：
“ 你们知道是谁弄
的？”
他们摇头。
等学生到齐后，我指着脚印，又问
了一遍。沉默片刻后，小张站起来说：
“老师，
这脚印昨天放学前就有了。
”
小金也跟着说：
“是的，是的，我也
看到了。
”
“有谁在更早的时间里看到过？”
我这一问，
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等了好久，都没有学生回应。我
看到他们一个个正襟危坐，大气不敢
喘一口，便微笑着说：
“ 你们是不是觉
得老师生气了？没有，老师不生气，知
道为什么吗？”
学生好奇地看着我，
摇摇头。
“我猜，踩这个脚印的同学，说不
定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踩上去的。你
们看，这脚印的脚尖向下。”我边说边
演示，
“ 这个同学应该是背靠墙壁时，
右脚不自觉地抬起来，在墙上一踩，是
无心之举。但是，这个黑脚印留在墙
上总不好，
你们说，
怎么处理？”
“拿刀片把脚印刮掉。
”
“用白漆涂一遍。
”
“老师倒有个想法，对这个脚印进
行艺术加工。”随后，我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学生。
午自习时间，几个女生按照我的
要求，根据脚印大小，用一张红色卡
纸，剪出一个卡通脚丫，贴在脚印所在
位置。
脚丫上，打印了两句话：
“ 走好人
生每一步。——丁瑜佳”
“登上高峰从
第一步开始。——董雨泽”这是我从
学生那里征集来的。
就这样，黑脚印成了励志符号，而
这面墙成了漂亮醒目的文化墙。
董 海

长沙市雨花区雅境中学 肖妹芳

墙上的黑脚印

师与生

“四诊法”
面批作文
□ 徐美勤

二个环节。让学生围绕“写什么”
“为什么
写”
“ 怎么写的”，阐述自己是如何一步步
把文章写出来的，
教师以听为主。
学生在还原写作过程时，遇到的最大
问题是审题和选材。因此，教师主要从这
两个问题入手，展开面谈。审题最关键的
是要引导学生抓牢一个“限”字，审出题目
中的限定性。
小学生作文要按类来写，如从文体角
度来分，有故事想象类、写景状物类、写人
记事、特殊体裁等类。此外，题目下方的
文字对写作也有限定作用，审题时要充分
考虑。
对于作文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应建
议他们想一想“别人会写什么”，避免题材
“撞车”。
“问”。笔者在面批实践中，遇到两大
问题：一是没有结构意识，不懂得如何谋
篇布局；
二是不会打造自己的语言。
在面批“望”的环节中，若发现某篇作
文立意、选材都还不错，但就是不讲章法，

写得凌乱。于是，在“问”的环节中，笔者
通常会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我的作文
要表达什么，分成几个部分来表达，每个
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应该怎样写开
头和结尾，首尾怎样呼应？怎样把几个部
分勾连起来，
使之浑然一体？
“切”。教师指导学生从问题根源出
发进行修改，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找
得准，能切中要害，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就
能提升学生的作文水平。在这个环节，遇
到的最大问题是学生作文主旨不明与书
写潦草。
如何突出中心，有一定的技巧，笔者
总结为：巧拟标题，紧扣中心；开门见山，
点明中心；精心选材，服务中心；善于点
题，
强化中心。
语文不仅只是学知识，更是学习与传
承中华文化，而汉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载
体。在面批中，师生可以达成“书写不过
关一律重新誊写”的共识，以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