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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们正在上
课，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
步声。我看到3班去参加
校政实践了。他们连课也
不用上，真是舒服，我感
慨着。

谁知，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当天
晚自习时，老师就宣布明天轮到我们
班校政实践，而且还特别强调，会冲掉
好几堂主课。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
死了，巴不得天天都校政实践才好。

第二天早上，全班起了个大早，在
校园还空荡荡的时候就到齐了。老师
将我们送到集中地点，一路上不停地和
我们强调注意事项。我们哪有工夫理
她呀，毕竟是第一次校政实践，人人都
新鲜地望着周围的一切。来到中心大
道上，一位主任正站在对面等着我们。
我们便开始了初中的第一次校政实践。

我的第一个活是去贯虹楼旁的篮
球场拾垃圾。刚开始，我沿着路边非
常仔细地搜寻垃圾，尽量把自己最好
的一面展示出来。可没过多久，我就
坚持不住了，之前那点新鲜感全没
了。走着走着腰就酸了，拾着拾着腿
也发抖了，真想在地上一直躺着。这
时，火辣辣的太阳照耀着大地，我的外
套里面闷得起了一层热气，豆大的汗
珠从脸上流到脖子里，又顺着脖子往
衣领里淌。现在我才明白，根本不是
什么“我开心死了”，而是“我的开心，
死了”。再看一眼旁边操场上的同学，
一个个拖着沉重的步子，慢吞吞地走
在刺眼的阳光下，待遇也不比我好到
哪里。此时，我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终于，有老师通知我们
回班了，我们立刻拔腿向班级跑去。
一到教室便唉声叹气、哭爹喊娘。

中午，我们像饿狼似的争先恐后

地奔进食堂，回到宿舍一个个跟烂泥
似的瘫在床上，一句废话都不想说。

午觉还没睡够，起床的铃声却响
了。我们疯了一样地赶到班上，生怕
耽误下午的校政实践。我们排着队，
懒懒散散地到了楼下，又紧张地去完
成下午相应的任务。

最后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是站
岗。此时已经没人抱怨了，都规规矩
矩地听从老师的安排。我和张桐语负
责站在二楼面包房前面。事情不是这
么简单的，我们得站到全校同学都吃
完饭才可以走，起码得有一个小时。
刚站了没多久，第一支队伍——七（9）
班同学就像出笼的鸟儿似的飞奔进食
堂，原本安静的食堂顿时充满了喧
闹。我立刻打起精神立正站好。看着
别班的同学津津有味地吃着晚饭，我
真是馋得不得了。这站岗体力消耗得
可真是大呀！再加上我本身就没什么
耐心，就更加难熬了。七年级的队伍
渐渐走光了，我羡慕地望着他们离去
的背影。他们有说有笑地自由回班，
我们却还要在这儿站着。接着，八、九
年级来了。我的耐力基本上一点不剩
了，身上好似有千万只虫子在爬，食堂
里闹嚷嚷的噪声让我心烦意乱，但一
想，已经坚持了这么久，离任务完成仅
有一步之遥，便又强打起了精神。也
许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吧。看着食堂里
挤满人再空无一人，看着天色已黑，看
着食堂师傅开始收工，我们解脱似的
集合起队伍，一个个都跟霜打过的茄
子似的。 指导老师 牛明强

记第一次校政实践
□ 市汪曾祺学校七（4）班 麻咏雪

幸福是每个人都渴望拥有的，我们总
是羡慕别人是多么幸福，却不知道当我们
在羡慕别人时，别人也正在羡慕我们。
仔细观察周围就会发现，我们拥有的并不
是每一个人都拥有。

人们就是这样，失去了方才知道它的宝贵，拥有的
时候却视而不见，肆意挥霍。有多少人在步入中年后，
才感叹光阴似箭，惋惜逝去的岁月；又有多少人在满头
青丝变白发时，才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
果我们把每一天都当成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而倍加珍
惜，又怎么会因终日无所事事而留下无数遗憾？

并不仅仅是时间，对待生命、亲情、上学的机会等
等也是如此。

面对病人在生死线上挣扎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我

们拥有生命；面对流离失所的孤儿时，我
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拥有亲情；面对失学
者渴求知识的目光时，我们应该意识到
我们拥有上学的机会；面对灾区人民时，
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拥有一个温馨的家

园。我们拥有的太多太多，我们应该感谢生活赋予我
们的一切。

可是，我们是否把握住了这些，是否好好珍惜了它
们？也许，你会认为这些很平凡，我们理所当然拥有这
一切。可是，又有多少人渴望得到这些“平凡”的东西！

幸福很平凡，却又如此不同寻常，我们每个人都
拥有过它，但不少人又在不知不觉中抛弃了它。我们
每个人都应该提醒自己：我拥有幸福！

指导老师 赵桂珠

珍惜一切
□ 市外国语学校 胡秀秀

清晨，天空刚泛起鱼肚白，淡
蓝色的天空仿佛被舞台上的灯光
照亮，撒上了一层亮晶晶的朱红
色，黎明的曙光洒在窗外的树上，
一切都是那么静悄悄的。我家后
院却传出了一阵敲锣打鼓的戏曲声，那是咱家的戏迷
——奶奶开始练戏了。

奶奶迈着小碎步，拿着一把“青龙偃月刀”挥舞
着，好像在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她猛地喊道：“奸
贼，拿命来！”手里不停挥舞着宝刀。穿着戏服的奶奶
像极了英勇善战的女中豪杰花木兰。

我趿拉着拖鞋，边揉着眼睛边打了个哈欠，抱怨
道：“奶奶，才5点钟，您练戏能迟点吗？您这收音机
一响，十里八乡都能听见，吴大婶已经跟我说过好几
次了，您的戏曲声都成了她的闹钟了！”奶奶识趣地转
动着收音机的按钮，把音量由刚才的敲锣打鼓震天响
调到了最低。她尴尬地抹了抹头上的汗珠，笑着争辩
道：“哎呀你不懂，这不是扰民，这是锻炼身体，是练
戏。5点钟也不早啦，在以前我一担草都割回家喂猪
了！”说完又迈开小碎步转起了圈，宝刀在她手里上下
挥舞得“呼呼”作响。“哼，那也不能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练戏呀！”唉，这个老戏迷要怎么说她才好呢。

奶奶是一个老戏迷，从小到老都迷恋唱戏。现在
她搬来和我们住进了小区，闲来无事又想起了学戏。
每天5点钟她就准时起床，一番梳妆打扮，就开始咿
咿呀呀地学唱戏了。奶奶以前都站在小区的广场上
练戏，邻居吴大婶对她说：“吕奶奶，请你把收音机音
量开小点呗，我家宝宝要睡觉呢！”小区的李保安也告
诫她声音轻点。这不，为了不影响大家，奶奶决定在
家里的后院练戏了，她愁眉苦脸地对我说：“果果，奶

奶就这点爱好了，你可要理解奶
奶呀！”“知道了奶奶，您尽管练
吧！”看着奶奶那可怜巴巴的样
子，我只好答应了她。唉，往后我
可不得清静了。

今天爸爸、妈妈出去了，奶奶在家里烧饭。她系
上围裙，拿起锅铲，摆出一副店小二的模样，对着我挤
眉弄眼地唱道：“客官想吃啥？这里应有尽有！ ”奶
奶这番话把我逗乐了，我开心地说：“今天给我加餐，
我要吃红烧排骨，还要吃糖醋带鱼！”“好嘞！”奶奶爽
快地答应了一声，便去厨房忙碌了。

暖暖的阳光洒在窗台上，枝头的小鸟叽叽喳喳地
叫着。我坐在书桌前，一边听着歌，一边幻想着奶奶烧
的那些美味。忽然空气中飘来一股浓重的焦糊味，我
使劲嗅了嗅，不错，是焦糊味。我顺着味道来到了厨
房，只见奶奶右手拿着锅铲，左手摆成兰花指状，双眼
圆瞪着，正在一本正经地学着戏剧《小厨娘》里的女主
角唱段。奶奶看见我来了，激动地问道：“果果，怎样？
我学得像吗？”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指着锅对奶奶说：

“菜都糊了！”奶奶这才手忙脚乱地拿起水瓢，舀起半瓢
水“呲啦”一声倒进锅里。菜已经糊了，重烧肯定来不
及了。看着奶奶那懊悔的表情，我既心疼又好笑。

晚上我打开电视，刚好播放戏曲，敲锣打鼓的声音
吸引得一旁正在运动的奶奶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她一
把拿走摇控器，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对我挥挥手不耐
烦地说：“小孩子看什么电视，快写作业去！”我只能眼
巴巴地看着奶奶，希望她能大发慈悲让我看会儿电视，
可这位老戏迷一看到戏就看个不停了，我等了半个小
时也没见她挪动位置。没办法，我只好去写作业了。

唉，奶奶真是入戏太深！ 指导老师 成佳

咱家的戏迷
□ 市临泽镇周巷小学六年级 吕果果

提到作文，同学们往往都会感
到畏惧，喜欢写作的恐怕不多，“一
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作
人”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拿到作
文题目，总感觉到笔重千斤，抓耳
挠腮，无话可写。同学们总觉得生
活单一枯燥，无事可写。真的无事
可写吗，作文真的难写吗？

生活其实是一部发现史。处
于生活当中的我们，每一天都在经
历不同的故事，收获不同的感受。
我们常常并未在意它们的存在，而
它们却可能是我们创作中最好的
素材。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舔到棉
花糖的甜蜜，你是否记得第一次与
老师顶撞的尴尬，你是否记得第一
次放飞风筝的兴奋，你是否记得第
一次体验极限运动的紧张……大
家都有这样的体验与经历，这些就
是创作的源泉。好文章源于生活，
生活处处皆学问。写作就是用文
字记录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阴
晴雨雪，记录所看所听、所感所悟，
记录亲朋好友、行踪游迹。写作同
照相机、微信、抖音一样留住过往
的烟云、美好的瞬间、刹那的思
索。写作不是高高在上的冷艳，而
是接地气的烟火。

我们的目光要关注身边的人
和事，但不仅限于此，更要学会关
注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思考背
后的原因。比如说，许多人家的房
子越换越大，为什么？有人可能说

是爸爸妈妈的辛勤付出。对，但不
全对。回想一下，你的爷爷奶奶不
勤奋吗？他们为什么一辈子就住
在那种房子里呢？又比如，美国大
选，那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好像
与我们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
吗？为什么那么多人对此津津乐
道呢？这样一来，就会逼自己去思
考，去看书，去寻找正确的答案。
也许正确的答案不止一个呢。这
样，你写出来的文章就有深度。

文章要想与众不同、有深度，
目前我们的捷径就是多读书，以拓
宽视野，提高认识。有的文章可以
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对文情并茂
的文章力求达到“望表而知里”的
效果，结合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生活
体验，多思考、多咀嚼，力求读懂弄
通，深得其味。比如《背影》中所体
现无任何矫揉造作的父子之爱，
《秋天的怀念》中史铁生发自内心
的忏悔及对母亲的思念。还有明
月、霜露、白发、杜鹃等融合的乡
愁，阳光、春天、莺啼、燕语等组成
的希望，梅、兰、竹、菊体现的气
节。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在阅读品
味的基础上加深理解，从而信手拈
来地运用到实际写作中。

要真正写好作文，任重而道
远，不是一蹴而就的。希望每个同
学能善观察，多读书，勤练笔，我手
写我心，不断提升写作水平，写出
一手漂亮的好文章。

培养兴趣，提高写作水平
□ 市汪曾祺学校 张成博

今天清晨，我一走到小区楼下，就
闻到了一股甜甜的香味。

循着香气，我来到小区的花圃旁，
只见中间的几棵桂花树开花了，远远
望去，在绿油油的树叶中间，金黄金黄
的桂花争相开放。一阵微风吹来，桂
花树轻轻摆动着花枝，像跳起了欢乐
的舞蹈。我凑近一朵桂花仔细观察，
这些比米粒还小的桂花，每一朵都是
由四枚小花瓣组成圆圆的花朵，像一
个个迷你的小汤勺。

看着这些小小的桂花，我感到特

别惊讶。它们没有牡丹的华贵，没有
菊花的艳丽，没有水仙的优雅……但
是它们就这样一朵朵地聚集在一起，
每一朵都在努力地散发着清香，让周
围的一切都沉浸在它的花香里。

秋天真是美丽的季节，我爱秋天所
有美丽的花草树木。指导老师 董仲春

我爱秋天
□ 市汪曾祺学校小学部三（6）班 辛雨桐

日前，《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9)》在北京
发布。白皮书中显示，基于江西、安徽、云南三省的调查数
据样本中，农村留守儿童占比超过60%，缺父留守儿童和
缺双亲留守儿童分别占比32.8%和26.8%。调查样本中
儿童遭受精神暴力的发生率为91.3%，躯体暴力的发生率
为65.1%。由此可见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亲
情的缺失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孤独、无助等消极的心理体
验。

一、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问题
1.自卑
亲情的缺失会给孩子造成许多不良的心理影响，留守

儿童往往更会感到自卑。这种自卑心理表现出来两种行
为。一种是默默无言，不善于、不愿意主动与人交流，性格
由内向走向封闭，在长期的压抑下变得孤僻，成为同学眼
中的“怪人”。另一种是处处不愿合作，固执，往往成为老
师、同学眼中调皮捣蛋的“坏孩子”。

2.缺少安全感
父母不在身边呵护，没有了依靠与安全。当生活中遇

到困难、挫折，幼小的心灵往往难以独自面对。首先是生
活自理问题，没有父母适当的帮助，生活没有着落。其次
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也很难养成。再次对于生活与未来
的规划，没有了父母的督促与指引，也往往会误入歧路。

3.孤独无助
在外打工的父母通常都定期给孩子打电话，关心孩子

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在物质层面会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
也弥补自己对于孩子的些许亏欠。但缺少了父母的陪伴，
留守儿童的现实处境并不乐观。尤其当他们遇到了一些
生活、学习上的挫折，遇到了一些不能理解的问题时，矛盾
不能被及时化解。生活点滴的缺失带来的是无助与孤独。

二、留守儿童的成长困境
1.社会志愿者构成单一，时间有限
就中国教育现状而言，相对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群

体，专业社工的数量是有限的。许多工作都只能靠志愿者
来完成是远远不够的,并且由于志愿者大多是大学生，单
一的志愿者构成也容易出现当高校放假时，大学生志愿者
人手严重不够，项目志愿者随之流失的尴尬。

2.乡村师资力量薄弱，留守儿童在学校很难得到学习
以外的关怀

由于师资力量配置薄弱，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校对于寄
宿学生没有配备专门的生活老师，住校生的管理基本上由

班主任老师一手负责。而大班化教学，也使国家
提倡的互动式新教学方式落空。对于留守儿童
特别的心理、感情需求根本无法顾及，这导致在
一定程度上学校失去了对留守儿童的有效教育
和管理。一些教师反映，违纪学生大多是留守儿

童(占70%-80%)。
3.学校办学条件差，留守儿童分散寄养多于在校寄

宿，管护形成空当
因为不满学校的寄宿条件，许多家长不愿意将子女寄

宿在学校。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村学生寄住在学校附
近的亲戚家中。在这些学生中，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住
校的留守儿童不足一半。对于所寄住的亲戚，他们不可能
像对自己的子女那样管束、教导留守儿童。他们认为管得
太严，小孩子不一定理解，还会使这些孩子产生寄人篱下
的感觉。另一方面，学校认为这些孩子在校外不便于管
理。由此，学校和亲属之间形成了对留守儿童的日常监护
失控，致使他们很容易沾染社会上的不良习气，例如乱花
钱、泡网吧、赌博等。

三、全面规划，以学校教育补位家庭教育的缺位
1.建立联系通道，加强亲情联络
学校可与出外务工的家长取得联系，建立好沟通通道，

使之制度化、常态化，让孩子可以定时地与家长取得联系。
由于农村家庭条件所限，儿童又缺少独自操作能力，学校可
以开放微机房，借助网络，使得孩子可以在老师的帮助下与
家长取得视频通话的机会。父母能经常联系到自己的孩
子，对孩子的亲情缺失现状是可以有所缓和的，让他们可以
感受到父母虽在远方却无处不在的爱意。家长也可在经常
的联络中了解到孩子的发展情况，知道孩子的想法和问题，
适时作出回应。另一方面，通道的建立，还可以起到一个督
促作用，使得一些粗心的家长避免因一时的忙碌、疏忽而忘
记了与孩子的联系，避免亲子关系的疏远。

2.建一方天空，让校园成为第二个家
学校可以开放一些合适的场所，适合留守儿童在课后

前往，比如微机房，图书馆。班级中还可以建立除学习外
的生活关怀的文化角、兴趣小组，定时由老师、同学主持，
开展相关活动。提供场所，开展活动，增进留守儿童与周
围环境的正当的人际交往，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送去温
暖，以充实的生活内容消除内心的孤独与失落。

3.主动发现问题，适时适当地施教
教育者需要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严肃对待

所出现的问题，以一份责任为孩子的将来做好
准备。对孩子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发现，并且有
针对性地加以教育、纠正。家、校教育应该连成
一体，多沟通交流，使孩子的监管处在一个全面
高效的状态下。

浅议留守儿童心理疏导
□ 市实验小学 秦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