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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语
文是一种“慢”的艺术，十分认
同。语文教学重感悟重积累，
提倡多读多写，培养语感，需
要长期熏陶，增加积淀，不能
急功近利，指望立竿见影。须
知“欲速则不达”，就像煲粥，
需要慢火细熬，才能粥香四
溢。而语文“慢”的积淀很大一
部分，来源于课外阅读，因此
在中学这一提升语文素养的
重要阶段，开展课外阅读课型
研究是十分迫切、必要的。

（经亨颐学院 沈秀敏）
“吾日六省吾身”：
1.你的课堂是面向所有的孩子吗？
2.你的提问引起孩子独立思考了吗？
3.你的评价顾及孩子的自尊心了吗？
4.你有倾听孩子的回答吗？
5.你有忽悠孩子的质疑吗？
6.你的语文课堂，孩子喜欢吗？

（人文学院 徐恒红）
如果以我的青春岁月为题，那我青

春的灿烂依然在学校中绽放。一个月的
实习生活，欢乐、拼搏、共同奋斗一个也
不少的在我们的接触中体现。年少轻狂，
谁能阻挡得住这群激情澎湃的人；青春
力量，谁能撼动得了这批冲向未来的勇
者。我不知是本身就与他们一样，还是他
们的热血唤起了我曾经的记忆，最终我
义无反顾地跟他们打成了一片，欢声笑
语已不能简单的代替我们的欢乐，秋日
暖暖，我醉倒在这一片天空下，无法自拔
地喜欢上了这片天空下的人们。

（政治与社会学院 赵学勇）
作为教育者，教书重要，育人同样重

要。要树立“责任胜于能力”的意识，多学
习，做个新时代的有为教师。

（体育与健康学院 张 斌）
我将我的班级取名为“向日葵班”。

葵花喜阳，我心向日。
我希望我的学生如向日葵一般，永

远向着光明，向着希望。希望他们能有一
个幸福快乐的少年时光。

校园宁静而美丽，我和我的学生们
一起在课堂中学习知识，课余时间一起
聊理想与未来，聊学习生活中的苦与乐。
这样的生活，我很满足。

（政治与社会学院 夏君）

我和班主任汪老师的第二次交
流，获益良多。

这一次她告诉我更多的是如何
走近学生，如何认识学生以及如何帮
助学生。

首先是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性
格，他们的家庭。当她说其实在我们
班有很多孩子或因为父母离异，或因
为家庭暴力或因为其他原因缺爱的
时候我很惊讶，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也不曾遇到过。其中的一个男孩就是
我第一天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天班里
大扫除，我看其他学生都离开了，只
有他还在教室打扫，我就想去友好地
认识他，可他却对我冷冷地说：“没什
么好认识的，反正认识了也要忘记，
你们不过是没多久就要走的……”说
实在的，这真是令人意外甚至可以说
受伤的回答，可是在听了汪老师介绍
这个孩子是生活在家庭暴力环境的
时候，我瞬间就明白了，难怪他会这

样消极，第一天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拒
我千里之外也是有原因的。

接着我们还提到了喜欢周末留校
的孩子，汪老师无奈地点了点头，农村
里的孩子，爸妈不知道如何跟孩子交
流，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情，所以孩子因
为感受不到爸妈的关心而自卑。说到
这里，我在心里深深叹了口气。汪老师
喜欢跟学生们交流，基本上每个学期
每个孩子都会保证三次谈话，而那些
情况其实也是他们自己告诉她的，可
以想象这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
她说常常和孩子们保持沟通尤其是那
些在家庭中缺乏爱和关心的孩子们，
一定要多给他们一点关爱和赞赏，批
评的时候也要讲究方法，不能一概而
论。孩子们信任你，当他们心里不舒服
的时候就会来找你，这个时候千万不
能拒绝他们，不管再忙都要放下手头
的工作。我想想觉得确实是有道理的。

每个人都渴望被喜欢，被赞赏，被

需要，对学生要多点忍耐，多点包容，
多点信任。汪老师说最让她感动的就
是上学期，自己脚受伤了，不能去班
里，接近期末她心里特别着急，结果学
生们的表现却异常自觉，班干部各司
其职，其他同学主动认真，最后成绩非
常优秀。所以这也就是做老师的幸福
所在。当学生知道自己被需要的时候，
他们也会尽力不让你失望。

和学生交往，不能走得太近，却
又要走进他们的心，我觉得好难，但
是我想就像汪老师说的，多认识他
们，那么沟通或许就是一条捷径，鼓
励和需要是一种辅助，而真诚是人与
人交往最为宝贵的桥梁。我想作为实
习生的我可能还做不到那么多，但是
我可以在课间、不上课的时候多和他
们聊聊，知道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
在做什么，用真诚和学生交流，用真
心去换真心。

（人文学院 陈丽梅）

歌德曾说过，我们的生活就像旅
行，思想是导游者，没有导游者，一切都
会停止。中学生正处于人生的第二个身
体发育高峰期，第二性征也开始出现
了，用“花季雨季”来描绘这一年龄阶段
正合适。花季中，他们开始了内心的躁
动，开始期待爱情。但稍不留意，花季绽
放，雨季便随之来临。

11 月 1 日，丰潭中学骨干班主任
霍君飞老师上了一堂名为“让我们微
笑走过花季”的主题班会课堂上。在堂
课上她用舒婷的一首《致橡树》为学生
解读了爱情。与其说这是一堂班会课，
还不如说这是一次朋友间的交流。学
生们剥着桔子，吃着猕猴桃，与老师一
起探寻着“你眼中的爱情”。提到“爱
情”这个敏感字眼，学生们沸腾了，一
个个想说却又不敢说。“爱慕”这词多
次出现在了他们的回答中。当霍老师
请在场的听课老师讲述他们眼中的爱

情时，学生们热情高涨，教室内顿时响
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真心，与你

聊不完的曾经，而我已经分不清，你是友
情还是爱情”。在这种朦胧的情感中，“早
恋”一词便出现在了学生口中。许多班级
出现了所谓的“绯闻”，例如某某某喜欢
某某某。甚至当老师不经意同时叫起两
个有“朦胧关系”的学生时，其他学生便
在一旁起哄，对于这种情况，许多老师都
选择“一闪而过”的处理方式，谁也不轻
易点破。霍老师这堂课不仅毫无遮掩地
拿出了“爱情”、“早恋”这样的字眼，还让
学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过后，霍
老师为学生明确定义了何为早恋，也让
学生明白现阶段他们之间升华于友情的
钦佩爱慕之情不能称之为早恋。她认为
这种情感很美好，美在于它是一种浓烈
的友情。许多学生在教室里高喊“某某某
喜欢某某某”，既然是喜欢，那么被喜欢

者总有这么一两个优点存在。霍老师就
这一点在班级内展开了“最吸引我的男
生 /女生”这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班里的
多数女生认为高大、帅气、成绩好、有责
任心、善解人意的男生最能吸引她们的
目光；多数男生认为漂亮、气质好、学习
好、善良、有梦想的女生最能吸引他们。
这属于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青春期生
理和心理的变化，使得彼此之间产生了
好奇和好感，互相吸引、互相仰慕对方，
产生爱慕之情。

在让学生明白“浓烈的友情”不属
于早恋之后，霍老师又用罗伯特·斯腾
伯格的爱情三元理论为学生论证早恋
并不是爱情，因为早恋不具备完整的爱
情三元素。罗伯特·斯腾伯格提出爱情
的核心成分为：亲密、激情和承诺。亲密
包括理解、交流、支持和分享等内容；激
情则主要指对对方的性的欲望；承诺是
爱情的最后一个成分，指自己愿意投身
于与所爱的人保持并且主动维持这种
感情。现实中丰富多彩的人与事，就象
无数的彩色电影，五颜六色，但三元色
是基本颜色，关键是怎样调色。斯滕伯
格认为如果缺少了三个基本成分中的

任何一个都不能被称为是爱情。如果三
者皆无，很简单就是毫无关系的两人，
或是简单熟人，连朋友都不是，被称之
为无爱。当亲密程度高但激情和承诺非
常低的时候，会产生喜爱，也就是常说
的喜欢。喜爱会发生在亲近和温暖的友
情中。由此看来，不管是“浓烈的友情”
亦或是“早恋”都不能称之为爱情。

最后，霍老师给予了男生和女生不
同的建议。她对女生说，没有人愿意观
赏提前开放的花朵，因为她的形态太娇
太嫩；没有人愿意品尝还未成熟的果
子，因为这样的果子又酸又涩。保持一
颗纯真的心，拥有一份矜持的态度，自
尊自爱的人更美丽。她对男生说，当你
乘车去一个地方，途中，你发现窗外的
风景很美，实在忍不住要下车去看看，
那你就会错过这班车，无法准时到达目
的地。沿途的风景虽美，但不要忘了前
方有更美丽的风景等待着你。最后，霍
老师为学生种植了一颗“爱情之树”，让
学生把对爱情新的感悟写在纸上，贴在
了这棵“爱情之树”上。多年以后，这将
会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

（外国语学院 刘旭芬）

10月 23日，学校组织秋游。当天
天气晴朗，落叶纷飞，秋桂飘香，真是
充满诗意的季节。

车子在美丽的西湖边行进，一路
上我们走马观花看沿途的美景，每当
经过一座小桥由于失重，感觉悬着的

心一下子掉落下来，顿时车内发出欢
乐的叫喊声。一眨眼间，我们到达苏
东坡纪念馆，孩子们排着队伍在认真
仔细听讲解员讲解有关苏东坡的事
迹，其中包括苏堤的由来和为什么在
苏堤种植杨柳。在听过讲解后孩子们

迫不及待地进入博物馆，他们对大自
然充满了热爱，西湖里的小鱼在观赏
台里游来游去，悠游自在，引来很多
孩子们。太子湾公园景色宜人，湖水
清澈见底。在广阔的草地上孩子们铺
上自带的毯子，把所有的零食都倒在
上面，同学之间互相享受零食的诱
惑，有学生拆开自己的饼干对我们说
“老师，来吃饼干”。在草地上孩子们
邀请我们玩他们所说的小鸡抓老鹰
的游戏。时间一下子就到下午了，孩
子们整理好东西并把垃圾捡起来扔
到垃圾车，草地又恢复了之前的干净
的面貌。

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和孩子
们亲密接触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此次的秋游我们放下教师的威严，
以学生和朋友身份跟孩子们的交
流，放飞心灵。很久没有这种感觉
了，在游玩中相识相知，很纯真，很
美好。

（美术学院 赵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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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效应指班主任 80％的精力和
时间要花费在 20%的“差生”身上。而且，
在生源不济的薄弱学校里，这种灰色的
“二八”效应会得到放大。

每当想起自己中学时代班主任与“差
生”间的无数次交锋，我都要露出不自信
的苦笑，但是学生中真的有扶不起的阿斗
吗？按照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学生
的天赋和学习方式是极其多样的，而单一
粗暴的学校教育把孩子们多元化的才能
和潜力打压下去，造就了许多不适应学校
教育的所谓“差生”和“后进生”，这些顶着
人为标签的学生往往在缺少人文关怀的
恶劣环境中迷失自我、堕落深渊。每当思
忖到此，我都会觉得教师作为学生在知识

和品德道路上的引路人，应该抛开成见、
转换角色、改进方法、以柔克刚，设身处地
地去理解和帮助“差生”，而不是将“差生”
视若大敌，百般监视、钳制、打压、训斥，这
样既枉费心血、无济于事，反而可能会加
剧事态的恶化，让“二八”效应深深困扰着
班主任。
果不其然，我初涉班级管理后就发

现了教室后排的两个“刺儿头”，他们不
仅学习懈怠、成绩落后，而且整日魂不
守舍、品行乖张。每次我从教室后门走
过，都看到他们或环顾或埋头，或闲坐
或谈天，或打闹或入眠，无所事事，逍遥
游于学业之外，傲气凌人，不见容于校
纪班规。每观此景，再想想班主任指导

老师对他们无奈的叹息，我都有一丝惆
怅，真是“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
愁”。作为实习班主任，我要不要“冒险”
主动去帮助这群孩子？如何挽救这群不
听话的孩子呢？扪心自问，我的确措手
不及，既没有班主任的威严可以震慑他
们，也没有巧妙的方法可以善意引导他
们。此刻，我觉得还不如另辟蹊径，先与
他们像朋友一样交流共处，再寻找突破
点、展开心理战。
慢慢地，我发现这两个“刺儿头”身

上原来还有独特的闪光点，还有回转的
余地。小俞同学性格外向、人脉广泛，球
技了得，素描功底扎实，有志考取美术
学院，但是无心于学业，上课多不专心，
下课啸聚嬉闹。我苦劝他莫要虚度光
阴，既然喜欢漫画，就应该多花一些心
思在绘画练习上，同时兼顾文化课，否
则终将一事无成。小俞同学听后也稍稍
收敛，在自修课时的闲坐也少了些。另

一位小许同学，聪慧敏捷，一点就通，但
上课时一直心不在焉、慵懒散漫，课后
作业也是常常一片空白，月考排名竟跌
落到倒数第三名。我和班主任一起努
力，多次规劝，辅导并监督他完成每日
的作业，他也出乎意料地能交齐作业本
了，有时还洋洋得意地对我说：“又没什
么功课可以做了！”
诚然，“差生”们的进步非常缓慢，甚

至经常出现反弹，但也足以说明他们绝不
是一无是处、冥顽不灵。换个角度看，“差
生”们可能会显得非常可爱、非常有能力，
只是学校里固化的考核方式和思维方式
把他们打入另册、戴上帽子，再辅之以简
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让他们彻底站在教师
的对立面而折翼陨落，“二八”效应的频繁
出现也就毫不稀奇了。

他们不应是折翼的天使。而应是在我
们的帮助下，振翅高飞！

（生命与科学学院 胡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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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
能香我不需花。自古以来，人们获
取知识的途径多种多样，而读书作
为其中一种既普通又直接但却非
常有效的求知方法沿用至今。我们
渴望读书，同时更加希望从书中获
取知识！

作为一名实习教师，要学习的地
方还很多，更该读书，用书来净化心灵，
用书中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在萧六的
日子里，书吧成了我常去的地方，偶然
一次，我看了一本名叫《给教师的 101
条建议》的书，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可以说，这本书为我打开一扇心

门，仿佛一位从未素面的好友与自己
促膝长谈，没有板着面孔的故作高深
的说教，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最
新的教育改革理念，更没有泛泛而谈
的教育理论。它通过实际的例子来阐
述解决问题的技巧和建议。比如：在

一个“学会忽略”的建议中，说到人无完人，孩子
也一样。确实如此，当我们面对调皮的孩子时，
常常觉得他们不乖，但是看了书中给我们的小
方法，我想应该会有很好的效果：一杯常理，几
勺耐心、宽容、恒心，积极的期望和向上的态度，
再浇上满心的爱。所以我们平常要学会沉淀自
己的感情与思绪，一切与教育相关的事情如果
没有沉静的心态，平静的心绪，是无法有效缜密
而全面地思考，当然也不可能把教育工作做好，
做精。
书中给教师提出了 101条建议，每一条建

议谈一个问题，有生动的事例，也有精辟的理论
分析，在厚厚的书页里，作者用朴素的语言将自
己教育教学中的案例向我们娓娓道来。这些建
议不论是对新教师还是老教师，在改善学生与
老师的关系上都产生迅速而有效的效果，使教
学效果“立竿见影”。
“优秀教师的态度和行为”这一章，使我明

白了学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思维和
评价，不能一味地按照老师个人的意愿去设计
他们的未来，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每天都
要围绕着“究竟为了谁？”来反思自己。孔子告诫
我们一日要三省，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更应该
日日反思，做到自我批评。

当我读到“永不消散的教师魅力”这章时，
顿时醒悟，教师的时间应该用到读书上。苏霍姆
林斯基说，“只有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
下终生的友谊，就像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思
想的大河一般。”为什么那些优秀的教师，在课
堂上总是那么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不管学生出
现什么状况，他们都能及时巧妙地做出引导，让
课堂精彩纷呈，原来是“读书”给他们注入了新
鲜的血液，让课堂展示出最本真的美丽。唯有不
断从书中汲取教育教学养料，积淀自己的内涵，
才能在课堂上源源不断地传授给学生知识，课
堂才会有效。
《给教师的 101条建议》这本书十分值得我

们去细细品味。
（政治与社会学院 夏 君）

时间是个俏皮的“小精
灵”，给你带来丰富多彩生活的
同时也悄悄溜走了，而且一去
不复返。我们也只能去追忆那
些曾经在的生活轨迹中出现
的各色“小精灵”们，有的我们
终身难忘，有的只能记起只言
片语，有的可能已在记忆中渐
渐退去……

高中的学习生涯是一段
难忘的日子，现在的我还能清
晰地回想起那段时光中的很
多片段———高三的班主任（我
们习惯性地称他为“老爹”）是
位辛勤的园丁，生活学习他都
管，午休时班里总有那么几位
异常活泼的“情报员”告知班
主任的行踪，在班主任快到
时，班级便由吵闹的“菜市场”
晋级为安静的“图书馆”；对于
高二时候的帅哥化学老师记
忆也是尤为深刻，当时他是我
们一致公认的全校最帅老师，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少女来说，
上课时不时会盯着他多看几
眼，以至于一个化学反应式讲
完后课本上毫无笔记；还有就
是无奈的只能重复“能不能安
静下！”的瘦得像竹竿儿的语
文老师，虽然语文课上我们有
些“活跃”，以至于语文老师拿
我们没辙，但是那时的我还算
是位安分的学生，课堂笔记记
得很详细，课后还去办公室问
问语文问题；再说说高中时教
过我的唯一一位女老师，她就
是普通话“特标准”的生物老
师，每当她的普通话说得不标
准时，我们便在下面不约而同
地重复她的调调，而她也只是
玩笑性的一笑而过，其实我们
的这种行为不是出于对老师
的不尊重，只是为枯燥的学习
生活带来一些笑料罢了；还有
不能不提的高逻辑性思维的
物理老师，有着智者一般的黑
白短胡须，圆的慈祥可亲的脸
庞，身上还夹着这一股熏鼻的
烟味，当时我的物理成绩在班
级可是靠前的，但偶尔也会被
物理中的一些抽象磁场知识
搞得晕眩，下课后我便立马冲
上讲台，拉着物理老师让他精
讲一遍……

时隔四年，现在的我已是
一名生物实习老师了，站在教

师的角度再来看高中的生活
已俨然不一样了。频繁的备课
和堆积如山的作业本，还有就
是实习老师们或多或少都有
的课前紧张心理。曾经以为老
师批作业是件简单轻松的事，
但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批改
学生作业的生活后，才领悟为
什么当初总能在课堂上听到
老师说：“我认认真真给你们
批改好作业，你们却看都不去
看，考得还是这么差”。现在我
们听的不是课本上的知识点，
而是教师的授课方式：如何引
入新课，如何进行各知识点的
链接，如何营造课堂氛围，以
及课堂收尾的设计。还记得第
一次上课的情形，紧张得不敢
跟学生对视，讲课的语速也跟
吃了火药似的越讲越快。幸好
我课前准备的比较充足，课堂
时间拿捏得还比较准。再讲讲
班主任实习工作吧，每天 6点
必须起床了，接下来就是在每
个固定的时间段去班级检查
卫生和维持纪律，有时还会找
班级中的个别学生谈谈生活
学习上的事，到了晚上自修课
后才能“解放”，真正意义上体
会了高中班主任的辛苦。还有
刚过去不久的运动会，班主任
会与班委们一起组织运动会
期间的各项事宜，运动会期间
我也与学生们一起为班级的
运动健儿们呐喊助威，但此时
的我没有了学生时代的真正
意义上的开心放松，换来的是
对运动员们身体状况的关心
和担忧，以及本班观看台的卫
生状况和班级得分情况。
说来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虽然学生时代的我和现在实习
的我所处的都是同样的高中生
活，接触到的也都是同样的事
物，但是两个时期的我对高中
的体会却迥然不同，也许是阅
历不同了，也许是年龄不同了，
也许是心境不同了，也许是角
色不同了，亦或是所提的这些
都不同了。但唯一不变的是对
高中生活的回忆———永远是美
好的，而现在的实习生活也将
成为以后的美好回忆，所以我
也将珍惜这段特别的、有意义
的宝贵实习生活。
（生命与科学学院 王迪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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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 Goodbye To“二八”效应
———面对差生的反思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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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角色转换之间

今天这节英语课，有三位老师到我们班来试教英语
课。一位是外国老师，一位是维多利亚培训班的老师，还
有一位是本学校的英语老师。 图 / 顾灵秀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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