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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科技在创新，
各类新闻资讯接踵而来。在强调立德树人的
当下，作为教育者，及时向学生传递宣讲有影
响力的重大时事，是责无旁贷的。

手机是每个人的必备，悠闲时掏出手机
浏览新闻，感慨一番，已经是常态。但对于学
生而言，学校里是不得带手机的，眼前只有课
本、作业。纵然回家也没多少时间去看新闻
联播，家庭订阅报纸的，也是寥寥。周末在
家，能从父母手里要来手机，多用来联系同
学，或玩着各类的小游戏，调剂忙碌的学习生
活。为此，能有多少学生去关注新闻资讯，关
注重大事件，就可想而知。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的希望，是
家庭的期许。作为学校，应当义无反顾地承
担起宣传国家大政方针的作用。近年来，很
多时政性新闻，都成为高考作文拟题的对
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里刊载的时政类
评 论 性 文 章 ，被 高 中 语 文 老 师 称 之 为“ 时
文”。读时文，迎高考，成为如今指引青年学
生阅读的方向。

校园里，提供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各类学

科的知识，更要有一种爱国的情怀。“家事国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当今学生所必须
拥有的。学校设置专门的读报课，政教处及
时整理发生的重大时政，利用校园的广播或
是班主任去传递信息。广播的声音很重要，
传递到校园的每个角落，但是老师的宣讲，可
借助新闻人物的感人事迹，更能加深学生的
印象，激发爱国情怀，树立人生追求。

作为任课老师，要自觉地承担起教育学
生的重任。文科的老师，对发生的新闻人物，
利用上课的前三五分钟，安排学生上讲台，给
大家讲述他所知道的新闻大事，然后给予点
评引导。对国家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作为
老师要有必要的知识积累。学生没有讲或不
清楚时，老师及时给予补充，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当今的学生，必须是“两耳既闻窗外事，
一心又读‘圣贤’书”的。作为新时代的学生，
就应该做个新时代青年。

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大会上，党中央表
彰了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 100 名人物。
他们是各行各业的楷模，是学习的榜样。各
科老师，都能从中找到学科对应的人物，科学
家、文学家、歌唱家等等，改革开放，英才辈
出，作为老师而言，利用相关学科，恰如其分
地去宣传、引导。精准扶贫、人工智能、万物
互联、数字经济等等，唯有及时地传递给学
生，才能使学生的思维不局限于课本知识，懂
得放眼时代、远眺世界。

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
智。”学校，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育人
培德的苗圃。教师，不仅是传道授业，更是引
人从善的。作为教育者，关注重大时事，及时
传递给学生，这是新时代的责任。

关注重大时事 贯穿学校教育
□江红波

早晨，我匆匆地走在学校大门口。
“老师好。”突然，一声怯怯的问候从身后

传来，扭头一看，一个小小的身子紧跟在我的
身旁。“你好。”我赶紧回应着，尴尬着想不起
来这是哪个班上的学生。我继续赶着路，孩子
就跟在我的身边不紧不慢地走着，我不时瞟他
一眼，发现他也在瞥我。“同学，你真懂礼貌。
你是哪个年级的学生啊？”我没话找话着。“周
老师，我和你一个年级呀。”孩子的声音大了
些，且一脸的骄傲。我愕然，这么小个儿都上
五年级了，真是看不出来。于是就有了以下
的对话：

师：“你家在哪儿？自己一个人来上学
的？”

生 ：“ 是 啊 ，我 从 来 都 是 一 个 人 来 上 学
的。”孩子声音响起，挺悦耳的童音，听得出来
挺开心的。

生：“我家在农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
爷爷在城里陪我读书，他年纪大了，所以我从
来都不要他送，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去的。”孩
子满脸自豪。

师：“呦，你真懂事，爸爸妈妈在外面不容
易啊，你要体谅他们的辛苦和无奈。” 出于
职业习惯，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引导孩子理
解父母的做法。

生：“我知道他们很辛苦，我有爷爷陪着

就知足了。”孩子开朗地笑了笑，步伐竟跳跃
起来。我被他不经意间的言行打动了。

师：“你喜欢到城里来读书吗？”
生：“我很喜欢。城里的活动真多啊，我

以前在乡下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四百人的表
演。”孩子一脸无邪的笑容，眼里有着无限的
憧憬。

师：“活动多你不怕苦吗？”
生：“不怕，这点苦不算什么。”
说话间，我们来到操场边，孩子指着校园

左边的足球场，高声说：“周老师，我最喜欢这
个足球场，我们乡下学校没有，可惜我不是足
球运动员。”孩子的脸色瞬间沮丧起来，脚步
也随之变慢了。

师：“你喜欢为什么不主动报名？”
生：“我刚来还没有一年，不敢和老师提，

但是我真的喜欢。”孩子的脚步更慢了，并且
说话声也压低了很多。

望着孩子一脸的憧憬，我不忍拂他的心
愿，鼓励他：“不要紧的，真正喜欢你就勇敢地
向体育老师提出来。”孩子抓抓头皮，自言自
语着：“是哦，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不行呗，
下午就去试试。”

跨上三楼，我还想着和他说些什么，突
然，孩子朝我挥挥手：“周老师再见。”紧跑几
步，人影一晃而过。我也紧赶上前，希望看到
他跑进了哪间教室，可是一眨眼他就消失在
人群里。我很后悔刚才只顾着和孩子谈话却
没有仔细看看孩子的脸面，此时我竟然回忆
不出孩子的模样。但孩子的话却深深地印在
我的心里：这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孩子，一个懂
得感恩的孩子。和他的这次邂逅让我感到很
充实。

邂 逅 阳 光 男 孩
□周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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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的小鸟
□叶显日

一个周日，我家来了一位不速之
客——小鸟，外公好不容易才在院子
里抓到它。

小鸟全身是棕色的，尾巴锋利，犹
如一把小剪刀。嘴巴和脚都是土黄
色，它的脑袋圆圆的，嵌上了宝石般的
眼睛，可爱极了。

小鸟刚来我家的时候，脾气可大
了。我给它喝水，它开始一动不动，忽
然，它飞起来，赌气似地踢飞了我的

碗。我在左边放一些米，它就往右看;
我在右边放一些米，它就住左瞄，故意
和我唱反调。它的身子一下伸一下
缩，看样子非常生气。

后来，小鸟渐渐熟悉了周围的环
境，开始吃食了。我把米沾了点水，手
一挥，米就撒在了那一块，小鸟一粒一
粒地埋头苦吃。它吃的样子也很好
笑，先退一步，然后头一抬，接着脖子
一摇一口吞下去，有趣极了。它的后

面有一粒米，小鸟假装没看见，猛然回
过头来，吃了个精光。

小鸟玩耍的时候更可爱，几乎就是
一个淘气包。一下子和我捉迷藏，身体
躲在箱子后面;一下子又飞来飞去，最后
把自己吊在椅子上。我抓起一把米，米
还没落地，小鸟就飞起来，站在我的手上
几口吃掉了小米。它胆子越来越大，吃
饱了还在我的肩膀上跳来跳去。

小鸟在我家无忧无虑地过了两个
星期，后来，当我学习了《去年的树》
这篇童话以后，我决定了——放飞小
鸟，让它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那天，小鸟在我的手心上站了好
一会儿，然后看了看我，忽然，它猛地
拍了拍翅膀，飞得很远很远……

指导老师：吴兰

我喜欢阳光明媚的初春；我喜欢
五彩斑斓的盛夏；我喜欢硕果累累的
深秋；我也喜欢银妆素裹的严冬。

春天，洁白的云像用颜色渲染一
般，相互混着。在遥远的地方，隐隐约
约可见一座座山，它们连绵不断，如一

个个青少年手牵着手，酣畅淋漓地歌
颂灿烂的春天。

夏天，随着春花落去，仿若调皮的帅
小伙，在暖风的陪伴下，昂首阔步地来了。

秋天，枫树的叶子如火一样红，飘
落的树叶如彩蝶飞舞。田野里，黄澄
澄的稻子一眼望不到边，看上去就像
铺了一地的金子。

冬天，雪花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
纷纷扬扬飘落下来，扑进大地母亲的
怀抱。

今天，我观看了《暖春》这部电
影，主人公小花的遭遇一波三折，
但在困难面前，她不言放弃，爱学
习、爱劳动、爱身边人的行为，深深
地打动了我。

小花早年父母双亡，奶奶因病
去世后，她成了一名孤儿。后被人
领养，但经常受到虐待，她就逃了出
去，最后遇到一位好心的爷爷，并被
收养。即便小花乖巧懂事，但她的
婶婶对她却很刻薄，想尽办法把她
给送出去，但都没有如愿。最后，小
花和爷爷另起炉灶，开始了新的生
活。为了供她上学，爷爷靠编竹筐
赚钱。学习上，她刻苦努力；生活
上，她勤俭节约；感情上，她不怒不
怨。她一直在不停地努力着，让自
己表现得更优秀。即便她的婶婶无
数次把她送走，并狠心地踩坏奶奶
唯一留给她的纸风车，但她并没有
记恨婶婶。她把自己做得最好的锅
贴子送给婶婶吃；她不辞劳苦跑很

多地方，为婶婶捉一罐又一罐的蚂
蚱……她的真情打动了婶婶，也打
动了村里的每一个人，村里人为她
们家捐钱捐物，帮着这个困难的家
庭。小花也不负众望，发愤图强，成
为村里唯一的一名大学生，并选择
在毕业后回到家乡，将自己的爱传
给身边的人。看到影片中的情节，
我的心也随着波澜起伏，我泪流不
止，心却是暖暖的。

这 部 电 影 催 人 泪 下 ，让 人 感
动。他们本素不相识，但爱让他们
紧密相连，爱就像一座桥梁，架在
人的心与心之间。爷爷用爱给小
花撑起一片天空，小花用她的善良
感染了她的婶婶，使他们之间的关
系 变 得 更 加 亲 密 ，越 来 越 融 洽 。
这部电影带给我的不仅仅只是感
动，它还告诉我：要珍惜现在的幸
福生活，在享受爱的同时，要用我
们的爱去感染身边的人，因为爱让
我们成长。

优美的四季
□江南实验小学小记者站 杨一

也许你曾经茫然失措，对未来充满恐惧，
请微笑，将所有的乌云都变成阳光。心灵是
一株向日葵，只要你微笑，他就是阳光的使
者，微笑是风，帮你拂去心中的愁云，微笑是
雨，滴滴滋润你干涸的心。

记得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围操场跑道慢
跑两圈，当跑到最后一圈一半的时候，我的脚
不小心踩到自己的鞋带摔了一跤，膝盖被石
子划破。一阵刺痛迎来，泪水也随着掉了下
来，心里埋怨着：“我怎么这么倒霉。”这时有
位面带微笑的热心同学向我走来说:“没关系
的，我带你去医务室吧。”我顿时觉得心里充
满了温暖，便笑着对他表示感谢。下一秒，我
竟然觉得腿上的伤没那么痛了，好像还可以
走路了。在他的帮助下，我摇摇晃晃地站起
来，跟那位同学去了医务室……那天，我第一
次体会到，笑，原来那么的美好。

微笑如一缕春风，一泓清泉，微笑是一剂振
奋人心的强心剂，是一颗使人舒畅的舒心丸。
同学们，让我们用微笑面对自己的人生吧。

给 自 己 的 一 个 微 笑
□海阳二小小记者站 韩志勋

观《暖春》有感
□大位小学小记者站 洪启航

我所任教的班级里有个五年级
才转来的学生小鹏。他很腼腆，平
时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上课也是
闭口不言。即使你提问他，他回答
的声音也是小得几乎听不见。多年
的班主任经验告诉我，小鹏同学出
现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因为他的
心理比较自卑造成的。如何帮助小
鹏克服自卑心理，走出阴影？我决
定会同本校其他科任老师和家长组
成“攻关小组”，力争形成教育合力，
尽快帮助他走出来，使他尽早体验
到成功的快乐。令我欣喜的是，我
的“暗示心理疗法”起了作用。通过
大家齐心协力地耐心疏导、启发及
小鹏自身的努力，他逐步消除自卑
心 理 ，树 立 起“ 我 能 行 ”的 良 好 心
态。六年级时，小鹏的各科总成绩
跃居到班级前十五名，操场上，我们
也经常能看到他与同学们尽情地欢
乐。看到小鹏笑得那么开心，我也
非常欣慰。

究竟是因为什么使小鹏出现心
理上的自卑？通过了解、分析，我总
结出以下几个原因：

个体心理原因
小鹏的学习成绩开始比较差，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头脑不聪明，也
不是他不用功，而是被自卑、羞涩、
焦虑和恐惧等原因所影响。过重的
心理负担使他不能正确评价自己的
能力，一直怀疑自己的优点。即使
在成功面前他也难以体验成功的喜
悦，从而陷入失败的恶性循环之中，
严重影响到他的身心健康发展。

家庭暗示原因
小鹏来自父母离异家庭，他一

直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的妈妈对
他很关心，学习上要求也很严。从
小，小鹏的个性就有点像女孩子，讲
话声音很小，一讲话脸就红。平时
害怕成绩考不好，怕妈妈责怪。而
他的妈妈忙于工作，再加上小鹏不
善言辞，他们之间很少深入沟通。
长此以往，小鹏变得与别人相处时，
有点太乖的感觉，从他脸上也看不
出他的快乐。家长对他的过高要
求，使他背上沉重的思想负担，产生
某种恐惧感，给他的心理发展带来
严重的副作用。性格内向，又胆小
恐惧，害怕与人交往，学习没有快乐
感成了他最大的特点。

学习诱发原因
在学习上，小鹏属于不爱学习，

害怕学习的那种。据他所讲，他的爸
妈还没有离异的时候，他的成绩还算
可以。转入五年级的时候，成绩已经
下降到班级后几名了。进入五年级
后，我会同家长和科任老师进行剖
析，发现他学习上懒散的主要原因是
没有家长的经常鼓励，班级的同伴也
没有发挥良好的舆论作用。因而，他
没有尝到学习的甜头，老是遭到别人
的嘲笑和白眼。到后来，他甚至就有
点放任自流了。所以小鹏变得越来
越懒，容易的知识就学点，难点的就
放弃。这样，他的成绩就越来越差，
慢慢地形成恶性循环，最后沦为一
名成绩后进生，丧失了进取心。

主观评价原因
如何客观评价，科学评价像小鹏

这样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
的问题。它决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
决，也绝不是一个人所能办到的，这
需要大家的教育合力。据我了解，
像“你真没用。”“你真笨。”“你真不
可救药。”“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争
气的东西。”这些不负责任又大伤孩
子自尊心的话怎能激起孩子的上进
心？孩子所能做到的就是：你越骂
我笨，我就笨。反正别人不会夸我
的。这些不正确的做法如果不及早
纠正的话，恐怕要害了孩子一辈子。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
做？

放开“缰绳”，为学生松松绑
学习成绩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看

法，一优遮百丑，反之一丑也遮百
优。分数就像魔棒一样左右着人们
的思维。当学生常遭到别人白眼的
时候，他自然不自在，甚至产生对抗
情绪和逆反心理。所以，对这些孩
子的转化不是马上去抓他的成绩提
高。虽然这很重要，但实践经验证
明，只有先治好“心病”，才是最佳的
方法。如何治？我认为，先要根据
学生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先不去
注重他的成绩，而是更多地关注他
的思想倾向和他的行为动机。让学
生排除成绩差这个诱发因素，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多感情投资，多投
入精力，一步一步地促进，使学生感
知别人的期待，别人的接纳，从而从
心里产生要好的念头。这样，学生
在无拘无束中转化，效果才会更理
想。由此，我想到了“牵着牛鼻子”
干活的故事，你拉得越紧它越往后
赖。你给它一点空间和自由，它反
而比较卖力。教育人似乎也离不开
这个理。

就像小鹏这样，你若眼睛只盯
着他的成绩，自然少不了训责。时
间一长，转化就会变成泡影。所以，
我一开始就不去谈论他的成绩，让

他尽情地玩耍，尽可能多地让他与
同伴一起活动。这样下来，他的心
情变好了，也喜欢讲话了。有了好
心情，事情就好办了。这就为转化
他创设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现在看
来，当时这样想和这样做是对的。

自我检讨，找最佳切入口
这里所牵涉到的不止我一个

人 ，还 包 括 学 生 的 父 母 和 同 学 等
等。纵观孩子的成长历程，身边的
人 的 确 在 起 着 某 种 作 用 ，或 好 或
坏，现实就是这样。如何扭转人们
的观念？那就要让他们认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比如，在教育小鹏的
过程中，我发现以往家长“打、罚、
骂”等不良教育的影子在他身上还
有反映。于是我及时和他家长接
触，与他们一起总结和反思，寻求
最佳转化方案。我们几乎一致认
为：先让孩子多参加集体活动，让
他们搞好与同伴的关系及和老师
的关系，还有家长关系，以“先让孩
子 开 心 起 来 ”为 突 破 口 。“ 情 、理 、
导、引”是我常用的方法，而我工作
的重点也是放在这个方面，效果还
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树立信心，激“我能行”之情
记得有一次学校举行文艺汇

演，胆小的小鹏也被我选上参加节
目。让他参与集体活动，尤其是上
舞台去亮相，还需要有较高的激情
和较强的信心。我就发动他的好朋
友动员，并让他们一起上。开始他
并不愿意，最后加上家长和老师的
鼓励，他鼓起勇气上了。汇演中表
现得很不错。我和其他老师都在自
己所任课上以他为典型进行表扬。
他第一次在同学们面前有了开心的
笑容。从此，他变了好多。对学习
也渐渐有了兴趣。后来经过不断努
力、巩固，他的学习进步很快。有一
天他问我：“我能行吗？”我说：“当然
行。你连舞蹈都能跳得那么好，还
有什么不行的。只要你继续努力，
学习也一定会上去的。”他自信地点

点头。从此，他变得非常努力，成绩
也有了飞跃。到六年级毕业考试
时，他语文、数学成绩全是“优”，看
到自己的成绩，他笑得那么甜。此
时，我并没有忘乎所以，因为我知道
像小鹏这样的学生以后还会有。不
过我坚信：“是花蕾就一定会开花。”

力求合力，树长久竞争力。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受多种因素

影响的，有了良好外部环境的影响
和促发内在需求的动因，学生成长
就能少走弯路。从我的教育经验和
许多成功案例中我深深感到：只有
有了良好的家庭——学校——社会
三维教育网，对学生才会真正形成
教育合力。如何做到这一点？具体
做法：其一，要经常与家长交流、沟
通；其二，班级内多举行一些“亲子
游戏”；其三，老师要创设机会让学
生展示自己的才华，并让家长能看
到或听到；其四，让学生多用欣赏的
眼光看待自己的伙伴；其五，多寻求
其他任课老师的支持；其六，组织学
生开展一些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当
孩子的心态变好了，求知欲强了，竞
争性也就强了。如果一直这样努力
下去，孩子将受益终生。

总之，面对那些具有任性、自
私、专横、懒散等心理障碍的学生，
教师或家长绝不可轻易下结论，过
之甚至会酿造悲剧。对这类学生要
循循善诱，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容易
造成对抗情绪或逆反心理，不利转
化。从小鹏身上，我发现对心理有
障碍的学生，教师或家长不要把注
意力集中在孩子的不良表现上，要
更多地关注孩子的优点和特长。更
多地加以渗透性的教育，多旁敲侧
击，使之一步步放开自己的心绪，慢
慢地转变看待周围事物的不正确思
想，将自己融入到集体中去，一点点
感受大家给他的善意。从而将自己
的注意力转移到父母、老师、同伴身
上来，最终消除与他人的隔阂，乐于
接受教育者的教育。

让有自卑心理的学生喊出“我能行”
——结合个案探索心理辅导方法

□朱红云

1月 7日，徽州区岩寺小学召开新一届家长委员会换届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家长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项秀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