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爷爷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三（!）班 王哲萱

我的爷爷很搞笑。一次吃
晚饭，奶奶叫爷爷把一盘冷菜
放到微波炉里热一下，他把菜
拿过去，过一会儿，打开微波炉
的门，咦，菜怎么不见了？原来
爷爷把菜放到旁边的冰箱里“热”去了，遭到奶奶
一顿数落。你说搞笑不？

爷爷还告诉我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天，天下着
雨，爷爷到菜场买了一只鸡、一条鱼，还有一些蔬
菜和水果，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放在电动车的脚
踏板上，然后穿上雨披，并将雨披盖住菜和水果，
往家骑。骑到楼下时，爷爷发现电动车上的菜和水
果不见了，急急忙忙原路返回寻找，一直找到菜市
场也没有见到它们的踪影。爷爷心想：菜和水果一
定是掉到地上被人家拾走了。他只好重新买了菜
和水果回家。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奶
奶，你们也要替我保守秘密吆。

其实，我这个搞笑的爷爷很可爱，我很喜欢
他。

爷爷经常陪我玩，在游玩中让我增长见识。那
天，春天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我在小区的
健身器材处荡秋千，千秋停稳了，爷爷指着前方，

问我地上有些什么，我说是
草。爷爷又问是什么颜色，我
说是绿色。爷爷问我草地上还
有些什么，我仔细一看，草地
上还有小白花呢。爷爷听了朝

我竖起大拇指，夸我看得准。爷爷又把手指向高
处，沿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高楼，看到了
蓝天和白云。最后爷爷要我静下来听一听，问我
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了轻微的风声和鸟叫声。说
话间，一只鸟从我头上飞过。那天，我和爷爷玩得
真开心。

爷爷喜欢看书，常边看边思考，有时站在窗前
发愣，还自言自语。奶奶看到了对我说：“你看，爷
爷站在那儿像个呆子。”我知道爷爷不是个呆子，
一定又在想文章了。爷爷不仅喜欢看书，还喜欢写
文章，有时，他把写好的文章给我看，尽管有些字
我不认识，意思也看得半懂不懂的，但我还是喜欢
看爷爷的文章。前几天，爷爷又出版了散文集《绿
果》，还办了个首发式。我觉得爷爷真了不起。在他
的影响下，我也喜欢看书写日记。

你说，我这个搞笑的爷爷可爱不？
指导老师 沈高洁

题字 方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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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如何在整本书阅读交流中提升小学生的核心素养
! 市实验小学 张丽

一、小学语文整体阅读的指导要点
1、整书阅读，系统生成
整体阅读就在于其阅读活动的整体性，而整体性也

是充分发挥整体阅读价值的核心所在。因此，在小学生
的整体阅读中，教师要高度重视整书阅读的地位，将整
本书阅读作为整体阅读的关键所在，通过各种教学手
段，比如制定阅读计划、开展阅读测试等方式，让学生投
身到整本书阅读中，帮助学生系统生成。例如《我和我的
小姐姐克拉拉》虽然是一本故事集，但却有散文“形散而
神不散”的特点，各个故事都反映了我和小姐姐克拉拉
的童心童趣，因此，教师要以此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系统
阅读。

2、师生共读，交流讨论
在学生的整体阅读中，交流与讨论是非常重要的阅

读方法，它不仅是学生之间交流阅读心得的主要方式，
也是教师参与到学生阅读实践的有效手段。因此，在指
导中，教师要重视师生共读。教师需要按照学生的阅读
进度，认真阅读课外读物，并对文本做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交流讨论中注重师生间平等性的同时，以各种有效的
问题来驱动学生进行讨论，对学生阅读中存在的困惑予
以解答。就以《我和我的小姐姐克拉拉》中的第二章《今
天叔叔没有钱》的阅读为例，叔叔托尼每次看到我们都
会给我们一人一欧元，但有一天对我们说：“孩子们，你
们知道吗，今天我没有钱。对不起了。”笔者问道，“我”和
小姐姐为什么要飞奔回家打破储蓄罐给托尼叔叔钱呢？

3、亲子共读，提升效能
在小学生的整体阅读中，父母同样有着无可取代的

作用。发挥家长在小学生整体阅读中价值最为有效的手
段是亲子共读，即让学生家长与小学生同读一本书。这
样，既能给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后阅读氛围，也有助于家
长参与到小学生的阅读实践中，起到监督、指导的作用。
就以《我和我的小姐姐克拉拉》的阅读为例，这本书讲述
的是两个儿童的趣事，而家庭则是故事发生的主要背
景。故事不仅具有趣味性，而且有着很强的现实性，涉及
到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亲子共读对
父母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方法的完善同样有着很好的
作用。

二、小学语文整体阅读的指导对策
1、巧用导入，激发阅读兴趣
对低年级小学生而言，兴趣是他们开展阅读活动的

初始动力，更是整体阅读得以持续深入的有效保障，因
此在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整体阅读指导中，需要以兴趣激
发作为首要策略，点燃小学生的阅读热情。对此，读前导
入是最为基本的手段。常见的有情景导入、游戏导入、悬
念导入等。就以《我和我的小姐姐克拉拉》的整体阅读为
例，在书中，托尼叔叔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和小姐姐
克拉拉见到托尼叔叔时，他就会给我们一欧元。而托尼
叔叔家有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一看到“我”就会骂“我”傻
瓜。笔者在阅读指导中采用的是悬念导入法，向小学生
介绍道：在德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叔叔，名字叫托尼。

他每次看到两个小朋友，就会给他们一欧元。他还有一
只会骂人的鹦鹉，看到小主人公就骂他。你们想不想知
道鹦鹉骂的是什么啊？学生们听到鹦鹉骂人的时候就感
到很好玩，在悬念的驱动下，自然能够兴致勃勃地开始
阅读。

2、紧扣内容，制定阅读计划
整体阅读以整本书为阅读对象，阅读活动具有连贯

性的特点。低年级小学生受年龄因素的影响，在阅读活
动中存在“三分钟热度”的现象，要求他们读一篇短文或
者一则故事尚无难度，但要求他们阅读完一整本书，则
有着不小的困难。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开展整体阅读，
教师需要制定阅读计划。既不能拖沓，影响阅读的连贯，
也不能过于占用学生的课后时间。就以《我和我的小姐
姐克拉拉》的阅读为例，本书共二十四章，讲了二十四个
有趣的故事。笔者要求学生每天读两章内容，每个星期
读五天。如此，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便可以阅读完一本故
事书。

3、注重效率，传授阅读方法
在小学生整体阅读指导中，教师要重视学生阅读方

法的传授。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在阅读的过程中
进行一些必要的圈点勾画，不仅是学生理清文章脉络、
把握文章重点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加深学生的阅读印
象。不仅如此，撰写阅读提要也是学生阅读中的常见方
法，学生将阅读内容以提要的形式写出来，能够起到二
次记忆的作用，对学生写作能力的训练也有一定的价
值。《我和我的小姐姐克拉拉》虽然是一本书，但却是由
多个相互关联，又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故事构成，教师可
以让学生每阅读一章内容，便写出相应的内容提要。就
以第六章《双色狗》的教学为例，有学生写道：“爸爸带回
了一条名贵的狗，姐姐将狗的前半身染成了金黄色，我
将后半身染成了黑色。爸爸知道了很生气，姐姐告诉爸
爸是我做的，害我被罚了一个礼拜的零花钱。”

4、依托评价，深化阅读效果
评价是阅读教学中的常用手段，巧妙的

运用评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信心，
对学生阅读效果的巩固与深化也有着不错
的价值。在整体阅读的指导中，首先要创新
评价主体。将学生纳入到教学评价，鼓励学
生开展自评、他评、互评，让学生借助评价自
省，激发整体阅读的内驱力，从而使学生在
未来的阅读活动中能够走得更远。同时，教
师也可以让学生将阅读中形成的想法以及
撰写的提要、心得等在学生中间传递，鼓励
学生互相提意见，使学生形成阅读共同体，
提高评价的阅读反馈效果。其次要量化评价
标准。教学评价必须具有相应的量化标准，
才能做到准确与客观。教师要融合过程性评
价与总结性评价，将评价内容细分，比如阅
读效率、阅读效果、阅读表现等，采取针对性
的评价。

家
! 市汪曾祺学校九（"）班 居杰

让幸福，在我们
的原野绽放。让我，在
静默的年华里，苍老
成你的记忆。

家，一个令人无
法不去留恋的地方。

也许，不过几间不宽敞的房屋，
也许，不过简陋平凡的一扇灯火，远
远望见，却总是心生温暖。看那窗口
的灯光闪烁，抚摩着熟悉的门板，闻
到厨房里煲汤的香味，我知道家正等
候着我的拥抱。

于是，总是在掏出钥匙的时刻，
会心微笑。喜欢钥匙扭开门锁的声
音。喜欢归来的心情，一种饱满的归
属感，伴着家特有的气味，扑面而来。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有谁不是飘
零的孤独者？我们被无端抛到人间，
遇见了今生的父母。他们微笑着抱起
你，让阳光洒在你的脸上，等候着你，
看着你一天天茁壮成长。于是，人仿
佛一颗种子，在黑暗里获得了苏醒。
于是，我们有了机会，来感受所有的，
微小的，巨大的，幸福或悲伤。

因为有所知觉，我们便有所爱
恋，有所牵挂。

这一切的背景，是家。无比熟悉
了，却又总是恍然间陌生的家。老房
子窗口的亮光，在无数的梦境里依旧
闪闪烁烁。我总是梦见自己回去那
里，院中还有挤满绿色的小橘子。我
的家，从那里开始。

孩子长大了，老人离开了。我的
家，我童年的花园，荒芜了，和我的记
忆一起，蔓生出绮丽的花朵，占据那
些散碎的片段，叠错弥漫。然后，我住
进新家，新的房间，拥有新的窗口。我

们粉刷墙壁，擦拭地
板，迎接新的生活。我
满怀着激动，为了一
切的崭新。在高楼之
上，我度着少女的时

光。不紧不慢的日子，在家的四壁流
淌。

这里是家。这里有我的书架，我
的床，我的衣柜。家，因为这些物质的
存在，而显得实在而安全，令我感觉
有所依靠。人，终于是无法脱离物质
的包围和安慰。这时的我，平躺着，感
受夜晚的宁静。只有摩托车的呼啸，
从楼房的不远处驶过。我习惯了现在
的家，习惯了窗口半明半暗的光线。
在窗台上养两盆花，每一天，看它们
的苏醒和茁壮。于是，我能够感觉到
植物的呼吸，能够听到醒来的深夜
里，它们鼻息的微声。我感谢我的花，
用尽力气，开放得如此诚恳而坦然。

想象着，我们的未来。同样是几
间简单的房间，一窗闪烁的灯光。生
活，以家为起点，一点点延伸到这貌
似无涯的世界，却终于要回归到原
点。这里是家。这里，是我们的归宿。
没有人不是飘零的孤独者。唯有家，
给你我以彻底的包容。让我细数着昨
日，让我任性地快乐与幸福。我依赖
这钥匙扭开门锁的声音。那一声之
后，有父母的笑，有幸福，有明亮。我
也曾等待着这一种声响，那之后，是
你们的归来，是幸福，是明亮。

我们总是声称要远行，却终于是
恋家的孩子。

在这里，我们获得一切。
在这里，我们拥有安宁。

指导老师 姜宝林

养龟记
! 市第一实验小学六（#）班 吴一苇

为了满足我养宠物的愿望，妈妈给我
买了一只小乌龟。

这是一只巴西龟，通体碧绿，犹如一块
翡翠。把它放在金鱼缸里，它的小爪子总是
在不安分地划动，小头伸来伸去，一双绿豆
小眼四处张望，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强烈
的好奇心。

小乌龟喜欢吃荤，小白虾是它的最爱。
一只小虾扔下去，它口吞脚拨，三下两下就
解决了。没有荤食时，喂点挂面也可以，但
会让它失望，不到饿极了的时候，是不会去
碰的。我每次喂食时，都会在那儿看它一会
儿，时间一长，它好像也熟悉了我这张戴眼
镜的圆脸，一见我去，就讨好地面对我，四
只爪子拨得水哗哗响，等着我拿出什么好
吃的来。有时候没有食物，它就那么呆呆地
望着我，我就故意用手指去点它的头，它头
一缩，但很快就伸出来，一点儿都不害怕。

小乌龟越长越大，原来的金鱼缸容不
下它了，妈妈又把它放到塑料盆里。但空间
大了，小乌龟好像仍不满足，不断地用指甲
抠住盆壁往上爬，爬不上去也要爬，有时甚
至跌下来翻个肚皮朝天也不在乎，翻过身
来继续爬。我突然觉得小乌龟太孤单，太寂
寞，就让妈妈又买了一只小乌龟回来。相比
之下，原来的小乌龟变成了大乌龟。两只乌
龟在一起，小乌龟开始有点怕大乌龟，哆哆
嗦嗦“龟缩”在一边，但后来发现大乌龟并
无恶意，很快就玩成一片。最有意思的是，
小乌龟喜欢爬到大乌龟的背上，大乌龟也
不赶它走，任它爬来爬去，像亲兄弟，一种

亲密无间的样子。但在喂虾食的时候，大乌
龟就不客气了，总是把小乌龟赶在一边，自
己狠吃猛吃，有时甚至把小乌龟咬到嘴里
的虾子夺过去，霸道之极。等到虾子全吃完
时，它才停下来，抬头看着我，好像还没吃
够的样子。而我这时，就忍不住骂它一声

“臭王八”，可它一点也不在乎，仍卖萌似的
呆呆看着我，让我又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别看我喜欢乌龟，可如果遇到我注意
力转移的时候，如捧上了一本金庸的小说，
或者就要期末大考了，我也会顾不上它们，
三五天不管它们是常事。但我也不担心，因
为奶奶会把它们照顾得很好。奶奶按时给
它们喂食、换水，它们对奶奶也很欢迎。奶
奶说，它们也是生命，既然养了就要养好。
奶奶还告诉过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怕
我寂寞，也养过两只小乌龟，我特喜欢跟它
们玩。后来乌龟大了，而我老喜欢用手指去
点乌龟的头，家里人怕我的手被咬了，就把
它们放生了。我这件幼年趣事，奶奶不知给
我讲过多少遍，我每次听了，都觉得奶奶的
爱无微不至，甚至对动物都充满了怜悯之
心。

可我万没想到，有一次我和奶奶一起
喂龟食时，奶奶竟突然问我：“这乌龟你以
后会放生吗？”

我吓了一跳，这不是让乌龟和我分开
嘛！但看着乌龟在盆子里奋力攀爬，一副渴
望自由、心向远方的样子，我犹豫了一会
儿，还是下定了决心：“放生，让它们回归自
然。”

扑通！爬在盆边的大乌龟突然翻落下
来，四爪朝天，狂舞不止。小乌龟也兴奋得
游个不停。

我和奶奶相视一笑。
指导老师 姜祖芳

让垃圾“回家”
! 市实验小学五$%&班 郑少羽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
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人们却时
常会忽视环境保护。

抬头望天，灰茫茫一片；俯首
看地，一堆堆垃圾没人清理。原本
十分美丽的世界，现在呢？天空变得暗淡，随地的
垃圾找不到它的“家”……

记得周末我和爸爸妈妈上街去吃馄饨，只见
人们吃完后习惯性地将餐巾纸用过随手扔到地
上、桌上，并若无其事地走了。餐巾纸零乱地散落
一地。难道将纸团丢进垃圾筒是件难事吗？

我环视馄饨店内，发现一只深绿的垃圾筒静

静地待在角落里。这个垃圾筒已是
锈迹斑斑，而且筒底油水流了一
地。我大为吃惊，天哪，难道大人们
不知道将垃圾分类吗？

垃圾可分为：可回收垃圾、不
可回收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有：纸、塑
料瓶、玻璃、橡胶、金属、竹木等；不可回收垃圾有：
餐厨垃圾、花草、尘土等；有害垃圾有：过期药品、
废电池、废旧电子产品等。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垃圾也有“家”，我
们要把垃圾放在适合它的“家”。

指导老师 周金凤

最美的时光
! 市菱塘民族初中七（'）班 彭奇杰

时间回到六年前的江西老家，那是我
最美的时光。

凉爽的清风轻抚我的脸颊，清新的空
气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哗哗流淌的河
水里，藏不住小鱼小虾，还有我们的小脚
丫。我们挽起裤腿，丝毫感觉不到溪水的
清凉。我弓着腰，端着从外婆家里拿来的
洗脸盆。哥哥在前面赶着鱼，“踏踏”地激
起了半人高的水花，而我丝毫没有躲避，
我的眼睛正盯着河里那些惊慌四窜的鱼
儿；况且妹妹还在我的身后，可不能吓着

她，她手提的小水桶里可关押着不少的
“战利品”呢。

这时，几条“倒霉蛋”直冲到了我的面
前，说时迟，那时快，我瞅准时机一跃而起
……

“哈哈哈……”哥哥妹妹的笑声打破
了夏日正午的宁静。原来，我脚底一滑，直
接扑入水中，来了个漂亮的“狗啃泥”。

湿漉漉的我艰难地从水里爬起，往盆
里一看，歪打正着，居然溜进来几条“倒霉
蛋”。我看了眼妹妹，妹妹看了眼哥哥，我们
笑成了一团，笑声在整条小河上飘荡。

那些最美的时光，成了日记里泛黄的
一页，连同日记本被遗忘在角落里。

最美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指导老师 袁福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