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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一朵浪花
! 市龙虬初中八（!）班 郑好

生活如同一片海，惯常风
平浪静，偶尔也会在轻风微拂
下，溅起朵朵白色浪花，让平
静的生活多一丝波澜，多一丝
回味。

她，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女孩，悄悄地走进了我的
生活，就像平静的海面上溅起的一朵浪花，让我平静
如死水一般的初中生活多了一丝生机，增了一丝亮
色，变得鲜活而丰富。

因是转学生，加之性格有些内向孤僻，且不善与
人交往，所以进班好长时间，她仍常独处。不多久，关
于她的流言四起，大多说她是因为偷东西而被迫转到
我们学校的。渐渐地，同学们都离她远远的。有时候放
学时，看见她一个人推着车，神情落寞地走向校外，显
得格外孤单、可怜。

那时，受大家影响的缘故，我对她虽谈不上厌恶，
但也没有多少好感，几乎没有任何接触。我对她看法
的改变是在成为她的同桌之后。

新学期伊始，班主任调整座位，我“有幸”成了她
的同桌，很多同学投来幸灾乐祸的眼神。起初，心情郁
闷的我始终对她不理不睬的，对她的诸多“搭腔”视而
不见，她也似乎很难过。但每次，我有困难时，她总是

第一时间选择默默地帮助我。
再坚硬的冰也经不住如春天
般温暖的融化，渐渐地我发觉
她并非大家眼中说的那样。其
实，她的心地是非常善良的，

内心也是非常渴望与人交往的，只是大家对她偏见太
深，久而久之，把她边缘化了。

真正让我敞开心扉接纳她的是在那天晚自习放
学时。那天，天下着雨，恰巧我没带伞。正当我焦急而
又无奈时，听到她对我说：“你没带伞吧，我们一起走
吧。”灯光下，她的脸憋得通红的，一看就知道为说这
句话酝酿了很久。我点了点头。她兴奋得像小孩子般
拉起我的手，还往我手里塞了一颗奶糖。那一刻，我们
像非常熟识的好友拉着手走进雨里。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主动地走进她的生活，
慢慢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在我的影响下，越
来越多的同学也开始真正去了解她，接纳她。开心而
满足的笑容，渐渐成了她脸上的主色调。

每当我回想起我与她之间的故事，心里总是觉得
暖意丛生。她就像我生活中的一朵浪花，点缀了我平
淡无趣的初中生活，留下了常可回味的美妙回忆。

指导老师 雍海妹

枕着溪声入眠
! 市赞化学校八"#$班 居逸

古人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
物而不争。”我的心中有一条小溪，
它不停地向前流淌着。我常枕着溪
声入眠，而且是那么静美，那么安
恬。

睡梦里的那条小溪就在我们家
那片金黄的麦田旁。农忙季节，年少
的我便与父母回到农村老家，我又
能见到它了。那是一条不起眼的小
溪，溪水两岸从这边到那边，也就三
五米宽的样子。记忆中的它是人们
为了灌溉农田开凿而成的。听爷爷
讲，它的源头是古老的运河，流到我
们这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村庄。也许
是它养育了沿河的百姓吧，人们格
外爱护它，溪水总是那样的清澈，溪
声总是那样清脆。

我总喜欢缠着奶奶陪我玩。可
是奶奶又要忙着干农活，便说：“田
边的水，会唱歌，好听着呢！”我的眼
睛顿时亮了，真的吗？我迫不及待地
撒腿就跑。一到河边，我就趴在麦田
边，靠着小溪，把手枕在头下，去听
水声，努力寻找奶奶口中那“好听的
溪声”。我调动全身的听觉细胞去寻
找，可什么也听不到。我失望极了，
慢慢地，我乏了。迷蒙中，我的耳边
传来了若有若无的声音，很小很小，

小到不注意它就会溜掉；
我竖起耳朵听着，那水流
声似乎又大了一点，“哗
哗”“哗哗”……水声，是
水声，我兴奋极了！这是
溪水抚摸河道的声音。原

本很单调的声音，此时用心去听却
是如此美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
喜欢这流水的声音，它像是一位温
柔的少女，略显羞怯地对着我轻声
呢喃。我不禁坐起身来，往水流动的
方向追去。

小溪蜿蜒至远方，在一个拐角
处，我看见水形成了回漩而变得湍
急了，它热情地吻着溪岸，泛起白色
的浪花。这时，水声随着水花跳进了
我的耳朵，“哗哗”地像个淘气的孩
子在跳跃着，那银铃般的笑声钻进
了我的心房。

溪声是多变的，它听似毫无节
奏，却又妙不可言。溪声，时而温柔，
包容万物，荡涤尘埃；溪声，时而欢
快，乐于奉献，不求回报；溪声，时而
奔放，正义宽宏，知恩图报，恩泽万
物。溪水的目标，就是追求前方。溪
水的使命，就是涵养一方。

溪水，它从不肯停下自己的脚
步，哪怕前方是石头，也毫无犹豫！
我闭上眼睛，枕着溪声，整个世界仿
佛静止了一般。睡梦中，我已经成为
溪水的一部分，伴随清脆的溪声，带
着麦穗的清香，快乐地奔向远方。

指导老师 陈万华

难忘周老师的教诲
! 市第一实验小学五（%）班 沈赵轩琪

齐肩短发，炯炯有神的眼
睛，这就是令我最难忘的周老
师。

“叮零零……叮零零……”
我伸了个懒腰，拿起闹钟一看，
“哇！7点了！糟了！要迟到了！”我来不及检查书包，便
向学校奔去，殊不知语文作业还躺在家里“睡懒觉”呢！

“呼，7:45，没迟到。”我自言自语道。走进教室，
语文课代表走到讲台上说：“请组长将语文作业收一
下。”我刚准备拿出语文作业，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
了。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将作业给妈妈检查，忘记放
进书包里了。

第二节语文课，周老师搬着作业本走到讲台上，
对我们说：“同学们，老师数了一下作业本，发现少了
一本，有谁没交吗？”我心里一震，看着老师的眼睛，好
像在说：“我已经知道是谁了，自己站起来，别让我点
名。”我犹豫了一会儿，便慢吞吞地站了起来。

“周老师……是我的……作业本忘带了。”
“那好，下课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下课后，我来到了周老师的办公室。周老师走到

我面前，生气地说：“沈赵轩琪，
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带作业？”
我身体一抖，支支吾吾地答道：

“我……我……”“我什么我，我
问你话呢！”我从来没看过老师

这么生气，“金豆豆”不由掉了下来。
周老师看到我这样，语气稍微平和了一点：“沈赵

轩琪，你告诉老师，为什么不带作业？”“昨天晚上给妈
妈检查，忘记放进书包了。”说完，我便低下了头。

这时，周老师一边用她温暖的手帮我擦拭泪水，一
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沈赵轩琪，别哭了，老师是想让
你知道———细节决定成败，当一个人想干一番大事的时
候，就应该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只有这样成功才会与
你携手。好了，你先回班吧，下次可不要再忘带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忘带过作业。我一直记得
周老师跟我说的这番话：想要有所成就，就应该认真
做好每一件小事。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退却时，这句
话就会在我耳畔回响。

谢谢您，周老师！您的教诲我会永远铭记！
指导老师 徐加浩

让幼儿在游戏中快乐成长
! 市界首镇幼儿园 郭爱云

幼儿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年龄
偏小，他们对于一些事物的认知，需
要通过游戏才能完成。教师要依据
幼儿的年龄段，去选择合适的游戏，
找到游戏与幼儿认知教育的结合
点，从而让幼儿在快乐的游戏中去学习知识、
掌握技能、锻炼自我。

一、游戏活动可以提高幼儿兴趣
幼儿对身边的一些事物充满了好奇，在

好奇心的驱动下对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便乐
于参与，想要了解其中的奥秘。教师可以根
据幼儿这一阶段的特点，巧妙地运用游戏，让
幼儿在游戏中认知现实生活。例如：在绘画
活动“小狗狗”的教学过程中，我一改传统教
学方法，不再简单示范、讲解绘画步骤，而是
给每个幼儿发放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狗狗纸板
玩具。不出所料，孩子们接过它很快玩了起
来，转转“小狗狗”的头，动动“小狗狗”的尾
巴，摆摆“小狗狗”的腿，非常开心。我看了如
此情景，问道：小狗狗在干什么？他们争先恐
后地回答：我的小狗狗在看东西；我的小狗狗
在锻炼身体；我的小狗狗在去找好朋友玩的
路上……在这个活动中孩子们学得轻松又自
然，在获得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又充分地表现
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二、教育性游戏在幼儿教育活动中的应
用

游戏过程中，教师要以幼儿为主角，适当
介入游戏以辅助游戏。教师的介入方式可以
为情感性鼓励，也可以技艺性帮助。通过建
议、示范、帮助、练习、欣赏、融入、启发、暗示
等形式参与指导幼儿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教师以何种方式介入，都要做到不干扰
游戏，不破坏孩子的玩耍兴趣，让游戏在一种
自然状态下进行。教师的介入，对幼儿的游
戏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干预，但这种干预必须
确保游戏自身的趣味性和教育作用。

为了切实发挥教育性游戏的价值和作
用，教师设计的游戏必须符合幼儿的性格特
点和兴趣爱好。对于教师来说，除了通过与
家长交流了解幼儿的性格和兴趣，主要是在
游戏过程中逐步掌握这些。游戏过程中，幼
儿与小伙伴、游戏环境和情境等相互作用，由

此引发各种各样的情况，甚至出现争吵，而这
正好为教师了解幼儿提供了契机。教师要善
于利用这样的机会引导与干预幼儿，根据幼
儿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设计游
戏。例如，在观看《喜羊羊和灰太狼》《熊出没》
等过程中，我就观察到了幼儿的喜好与厌恶，
了解到他们喜欢什么情节、讨厌什么情节，然
后我将这些元素融入到游戏中去，利用孩子
的喜好设计一个《我们班的喜羊羊》，孩子们
都愿意做喜羊羊，玩得可开心了。开展趣味性
游戏活动，能明显提高教学效果。游戏是对现
实生活的一种模仿和反映活动，可是仅仅模
仿还不足以确保游戏的趣味性和教育性，还
要进行再加工和重组。所以，除了视动画片为
游戏素材之外，还可以将幼儿生活中的趣事
趣闻拓展为游戏内容，然后进一步加工、处
理，使内容和形式丰富，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幼
儿在游戏中体验那些生活活动，并加深理解。
例如，讲互相帮助、团结合作内容时，为了让
幼儿对此有深入理解，可借助于生活中过马
路、过河等情节，玩双人三脚过独木桥游戏，
有的小组配合好没有掉下独木桥，有的则掉
下去了；反复玩几次，以增强团队意识。

一个无趣的游戏，很难让人有参与的兴
趣，更何况对游戏趣味性要求很高的幼儿。为
确保教育性游戏的趣味性，游戏一定要有情
节性和灵活性，同时，也要求教师全身心投入
游戏，用夸张的表情、动作及亲和的语言引导
幼儿，让其不知不觉地进入游戏情境。教师应
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应
付”幼儿的能力，及时处理好突发事情。通过
游戏让幼儿积累大量的体验经验，提高认知
能力和语言能力，克服消极情绪，掌握道理，
从而对外界事物有着自己的认知和分辨。例
如，利用卡通人物造型，配合教师语言，培养
幼儿的颜色识别能力。再如，为锻炼幼儿记忆
力，可在动画片播放间隙穿插不同颜色的人
名，让孩子说出有什么人名、什么颜色等。

写人的课文如何落实“主线教学法”
———以《厄运打不垮的信念》阅读教学为例

!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赵洪林

省特级教师郑春的“主线教学法”明确
指出：阅读教学应根据文本特点、学生实际
和教学重点，创设整体把握视点，据此整体
重组教学点，分层呈现教学点，逐一聚焦教
学点，融通前后教学点，建构完整而清晰的
教学脉络，进而实现学生、教师、教科书编
者、文本之间有序对话。《厄运打不垮的信
念》是一篇写人的课文，围绕“信念”写了谈
迁先后两次编写《国榷》的事，教育孩子们

“信念”对于一个人一生发展的重要性。课
文整体把握视点实际上就是概括中心思想
的课题———厄运打不垮的信念，对应的课
文内容就是中心句：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难免有崎岖和坎坷，但只要有厄运打不垮
的信念，希望之光就会驱散绝望之云。课文
的脉络清晰可辨：编写《国榷》，明确信念；
《国榷》被偷，坚定信念；重编《国榷》，成就
信念。顺着这个脉络可以聚焦一个个教学
点。

一、编写《国榷》，明确信念
轻声读读课文第一自然段，从字里行间

体会到书稿的来之不易！数字或者句子触动
了你，请用笔画下来。

1.学生交流，指名读出相关句子。
经过20多年的奋斗，6次修改，谈迁终

于在 50多岁时完成了一部 500多万字的
明朝编年史———《国榷》。

2.体会数据在文中的作用，并指导朗
读。

师：这句话里有许多数字，读到这些数
字你会想到什么？

生：20多年———相当于 7300多天，
17520多小时———时间长。这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坚持啊！

生：50多岁———从30岁身强力壮的青
年写到了白发苍苍的垂暮老年，20多年的
岁月全放在了写书稿上了。没有明确不变的
信念是办不到的。

生：6次———反复地查证、修改，每次就
要阅读 500多万字，6次就等于读了 3000
多万的文字，这得耗费多少心力啊！这不是
我们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3.还有哪些词、数字或句子触动到你了
呢?

师：这些数字的背后是谈迁明确的人生
信念以及孜孜不倦的追求。让我们一起来读

出这些有生命的数字
吧！

二、《国榷》被偷，
坚定信念

1.师：可是，天有
不测风云，一夜之间，
这部珍贵的书稿就下

落不明，20多年的心血转眼之间化为乌有。
师范读第二自然段，点击重点词语。他

不思茶饭，思什么？他夜难安寝，在想什么？
生：想他如此艰辛著成的《国榷》。
2.师：想着想着，谈迁不禁老泪纵横！他

此时的心情———
小组交流，指名交流。
3.师：同学们，谈迁在珍贵的书稿被盗

之后垮下去了吗？谈迁在寝食难安、以泪洗
面的日子中消沉了吗？（指名答）课文是怎么
说的？

生：很多人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
厄运并没有打垮谈迁，他很快从痛苦中挣脱
出来，又回到书桌旁，下决心从头撰写这部
史书。

师：这就是意志顽强、信念坚定的谈迁，
这信念就是———厄运打不垮的信念！（生读）
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情再一起来读这句谈迁
从头撰写《国榷》的话！

三、重编《国榷》，成就信念
1.引导想象：
师：看插图，你脑海中出现了哪些画面？

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
么？

师小结：这就是与厄运顽强抗争着的谈
迁。这就是———厄运打不垮的信念！（生读）

2.师：新写的《国榷》是怎样的呢？———
生：共104卷，500万字……名垂青史。

师：两次编成的《国榷》相比，有何异同？
师：500万字的鸿篇巨制，是年近花甲

的谈迁在经历厄运的打击后，以顽强坚定的
意志从头写成的，如果你看到这部包涵泪水
与汗水的史书，想对谈迁说什么？请大家把
想说的话写下来。指名交流。

3.总结：是啊，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难
免有———生接读：……驱散绝望之云。让我
们带着谈迁那份坚如磐石
的信念，捧起手中的课本，
高声朗读最后一段吧！

4.其实世界上还有许
多人也像谈迁这样，不会被
厄运击垮，我们的语文课本
中就有很多例子，谁能为大
家介绍一个？（司马迁、桑
兰、恩科西、海伦凯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