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很喜欢这样一个故事：海水退潮后，大量的鱼被搁浅在海
滩上。一个小男孩见状，开始拾起鱼一条一条地往海里扔。一个
路过的人不理解：“这么多鱼，你救得过来吗？”小男孩一边救鱼一
边回答说：“这条鱼在乎！”随即又将一条鱼仍回了大海。“这条鱼在
乎！”多么诚实的回答，当时就被这个小男孩深深地感动了。

在我们学校，有这样一群人——红领巾小主人。他们是通
过竞聘演讲、才艺展示、情景问答等层层选拔后，产生的学校少
先大队委员会成员。一日三餐的时间，他们会在校园的各个角
落“站岗”值日，协助老师维持秩序。

刚开始，面对“小主人”喊的“老师好”，我都会礼貌性地回一句
“同学你好”，但后来，可能是“老师好”听多了，渐渐地就默认不回
复了。记得上次经过拐角时，一位女同学站在那里，她见到我，先
是有模有样地敬了个队礼，然后喊了一句“老师好”，于是我对她微
微一笑。走过一段路后，我不禁回头看她，或许是这微弱的回应，
她笑得很灿烂，站姿也更挺拔了。我心想，以后听到红领巾小主人
喊“老师好”时，要回复一句“同学你好”，或者给予对方一个微笑，
这个回应或许很微弱，但对于学生而言，可能会产生莫大的鼓励。
从那以后，每次遇到“小主人”的问候，我都会微笑，久而久之，这已
经成了一种默契。

有一次上课，不经意间，我瞟见 A 同学手里拿着一块橡皮弄来
弄去，平常我的反应是不说话，眼睛直直地盯着他。可当时我不但
没有那么做，而是说了一句：“今天 A 同学坐姿非常端正，其他同学
要向他学习，把背挺得笔笔直，长大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接着
继续上课，后半节课，A 同学一直很认真地听课。

一天，语文老师拿着作文本放在我面前，说：“方老师，写你
的，看看呗。”一看是 A 同学的笔迹，题目是《难忘的一件事》，依稀
记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今天上课做小动作被方老师发现
了，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七上八下的，心想，肯定又要被批评了，我先
给自己套上‘金钟罩’吧。但感觉老师话锋不对，她不但没有批评
我，还夸我坐姿很端正，我硬生生地愣了两秒钟才回过神来，内心
像打翻的五味瓶，不是滋味。不能给方老师丢脸，我决定，以后上
课都要坐端正，认认真真地听讲……”我真的庆幸，当时没有开口
批评他，是因为顾及到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没想到，当时
的一句反话正说，竟成了他日后进步的动力，真是教无定法啊。

从那之后，我一次次地告诫自己，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要
更加“敏感”，哪怕是微弱的回应，在学生看来都是莫大的鼓励。
于是，在硬笔书法兴趣小组上课之前，我会给孩子们准备好一张
专门的方格纸，并对孩子们说：“如果你们觉得在书法课上学有
所得，那就在完成书法老师布置的任务后，用这张方格纸告诉
我。”一个学期下来，孩子们的书写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每次批
改作业的时候，除了等级和日期，我还会附上简单的评语，或表
扬其作业有进步，或委婉指出其问题，用这种微弱的回应，鼓励
孩子们再接再厉。

“这条鱼在乎！”小男孩坚持着，我也一直坚持着。德国雅斯贝
尔斯说过：“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着另一
朵云。”他们就是那棵树，一棵有姿态的树，一棵摇动着另一棵，摇
曳成景；他们就是那朵云，一朵多姿多彩的云，一朵推动着另一朵，
朵朵惊艳。为此，我愿意参与其中，用微弱的回应，鼓励那群未来
可期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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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皮划艇的体验
□现代实验学校小记者站 何畅

本版责任编辑/吴笑梅

中秋节前夕，我们一家人来到新安江
边闲游，正巧碰上皮划艇免费体验活动。

我穿上红色救生衣，握着高自己近一
倍的桨，一只脚试探着，小心翼翼地踏上艇
去。浮在水面上的小艇有些晃动，站着不
免让人胆颤心惊。待爸爸妈妈上艇时，小
艇晃动得更厉害，好像要翻了去。妈妈吓
得大叫，岸边的工作人员大喊着快坐下。
当我们都坐稳时，小艇恢复了平静不再晃
动，好像被我们征服了。

小艇长约 4 米，两头尖尖的，微微翘
起，好似夜色中的新月。艇身窄窄的，勉
强挤下我们三人。皮划艇的内部不深，

坐上去好像与江面平行，伸手便能摸到
江水。

离了岸，小艇浮在水面上，我们一家人
握着桨有些不知所措，乱划一通，你划你
的，我划我的，小艇在江面上直打转，可急
死我了。这时坐在最前面的妈妈发话了：

“这样乱划可不行，我们划桨的方向和频率
要一致，从现在开始，我喊 1 划左边，喊 2
划右边。”就这样，我们跟着妈妈的口令左
划一下右划一下，慢慢地，艇身随着我们的
节奏平直地向前行驶。江面上，太阳公公
似乎撒下了许多钻石，闪闪发光，我不由地
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我正唱着歌，听见妈妈一声惊呼“啊，
怎么办？”只见一艘小艇直挺挺地与我们的
皮划艇撞在了一起。直行，我们已经能够
熟练掌握，可是拐弯还不能顺利操控。好
不容易平稳行驶，这下桨法又乱了，几艘小
艇扎推在一起，你推我我推你，犹如公路上
撞车，还好没出什么大问题，只是挤在了一
起。好在旁边的浮艇上有救生员，救生员
像交警般，左指挥一下右指挥一下，江面畅
通了。原来要向左拐就划右桨，右拐划左
桨，我们掌握要领后渐入佳境，这下是真的
可以在江面上自由自在地泛舟啦。微风吹
拂着江面，周围碧波环绕，远处山峦叠嶂，
如此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结束已是黄昏之时，皮划艇体验活动，
让平日清静的新安江多了几分活力，迎面
而来的秋风吹着我们欢快的笑脸，斜阳拉
长了我们的背影，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指导老师：程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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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
吸引孩子们的东西越来越多，课堂上被
动认真学习的现象较为普遍。课堂往
往成了“尖子生”表演的舞台，而更多的
孩子则成了沉默不语的小听众。作为
课堂教学的组织引导者，只有积极创设
情境、激趣引导、巧妙发问，才能让孩子
快乐地成为课堂的小主人，积极主动学
习，让语文课堂丰富而灵动起来。

课堂的小主人，自主学习生字，让
汉字灵动起来。

我们教师都知道，小学一年级初步
了解汉字的偏旁、结构，构字原理。到
了二年级，合体字明显增多，识字量大，
如果我们教师在课堂上教学生字时平
均用力，逐一分析讲解“灌输”，不仅花
费过多时间，还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往
往事倍功半。相反，如果我们教师引导
点拨，让学生成为课堂的小主人，激发
他们的识字兴趣，调动他们的识字积极
性，手、脑、口、眼多个器官共同参与，识
字效果会更好。在学习《蜘蛛开店》一
文的生字“付”时，在教师的启发引导
下，孩子们“加偏旁、换偏旁找朋友”的

游戏玩得不亦乐乎，找到的朋友有“符、
守、对、村、时……”学习《中国美食》一
文时，我问孩子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
腐的腐吗？”孩子们自然用上了“菜名识
记法”，“臭豆腐的腐、番茄酱的酱、八宝
粥的粥……”孩子们兴趣盎然，学习生
字变得其乐无穷。猜字谜学习生字，更
是让孩子们快乐无比。生字“坐、告、
胖”，学生编字谜：两个人土上坐，一口
咬掉牛尾巴，半个月亮。当学生成为识
字教学的小主人后，中国汉字灵动起来
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课堂的小主人，想象丰富，让文中
的“……”灵动起来。

陶行知先生说过:“解放小孩子头
脑，我们要发展儿童的创造力。”而一个
人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想象力的高低。想象力是智力
因素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是学生学
习 的 必 要 条 件 。 爱 因 斯 坦 也 曾 说 过:

“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
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
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如在教学《青蛙卖泥塘》一文时，老牛
先说了泥塘的优点——可以在里面打
滚，用表示转折的词语“不过”衔接说
出 了 泥 塘 的 缺 点 —— 泥 塘 周 围 没 有
草。野鸭看到泥塘也是先说泥塘的优
点——好是好，用表示转折的词语“就
是”衔接说出泥塘的缺点——水太少
了。“那小鸟、蝴蝶、小兔、小猴、小狐狸
见了泥塘后会怎么说呢？”在我的有效
提问下，课堂的小主人表演可精彩了。

小鸟飞来说：“这地方好是好，可是，要
是周围有些树就好了。”蝴蝶飞来说：

“这个地方绿树成荫，但是，要是再种些
花就好了。”小猴跳过来说：“……不过，
要是修条路就更好了。”小狐狸跑过来
说：“……可是，要是在路两边装上路
灯，晚上就可以悠闲地散步了。”表演
中，孩子展开丰富的想象力，饶有兴趣
地练习了用表示转折关系的词语练习
说话，成为课堂的小主人。

课堂的小主人，让孩子们的梦境如
诗如画般灵动起来。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儿童有
着天然的模仿才能，对于文本中出现
的优美语言，教师除了指导孩子反复
朗读咀嚼外，还要巧妙地抓住这一语
言 学 习 的 特 点 ，启 迪 想 象 ，让 孩 子 仿
写。教学《彩色的梦》一文第二节时，
孩子们声情并茂地朗读：“脚尖滑过的
地方，大块的草坪，绿了；大朵的野花，
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得——
透——明！”

之后，我让学生结合课文插图，找
出景物“草坪、野花、天空”，扣“绿了、红
了、蓝了”，想象画面色彩的明丽，抓“大
块 、大 朵 、大 片 ”，感 受 孩 子 画 画 的 欢
畅。之后，让学生思考问题：你自己的
梦境中有哪些景物？有哪些色彩？再
让孩子模仿第二节诗说一说。孩子们
你一言我一语，一节儿童诗创作出来
了：“大片的桃花，粉了；大朵的向日葵
花，黄了；大块的西瓜，红了，红——得
——鲜——艳！”

课堂的小主人成了小诗人，他们
的甜美梦境在笔尖下如诗如画般灵动
起来。

课堂的小主人，让充满个性的朗读
灵动起来。

语文课堂上，朗读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我们是直接告诉孩子这里要重读，
那里要读得慢些；这里要读轻柔些，那
里要读欢快些。还是让孩子们带着自
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来朗读呢？小主
人的课堂，当然是选择后者。朗读《小
毛虫》第一自然段时，一学生读“……又
是唱，又是跳，跑的跑，飞的飞……”时，
面带笑容，轻松愉快，我适时引导：“你
朗读时怎么那么欢快呢？”学生笑着说：

“我读书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那些快乐
的昆虫在唱歌。”“那展现在大家眼前的
是什么景象呢？”孩子们齐声回答：“生
机勃勃。”“你们在生活中看到过哪些生
机勃勃的景象？”孩子们富有感情的朗
读，让他们眼前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
象：“儿童乐园里，有的人在坐摩天轮，
有的人在玩碰碰车，有的人在摇海盗船
……到处生机勃勃。春天来了，小草绿
油油的，野花五颜六色，蝴蝶在花丛中
翩翩起舞……到处生机勃勃。”

同一句话，不同的学生根据自己的
理解朗读也不一样。例如：种子睡在松
软的泥土里。一同学朗读时强调“种
子”，因为他想告诉同学是什么睡在松
软的泥土里；一同学强调“泥土里”，他
想告诉同学种子睡在哪里；还有一同学
强调“松软的”，他想告诉同学种子睡在

什么样的泥土里。
课堂的小主人，让语言训练丰富灵

动起来。
语文学习，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

有效的语言训练之中。教材中一些优
美语句，我们在课堂上可抓重点词句想
象画面，再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把自
己见到过的美景说出来，让同学们闭眼
想象，感受语言美、画面美、家乡美、大
自然的美丽。如教学《一匹出色的马》
时，一学生用较慢的语速朗读句子“河
水碧绿碧绿的，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波
纹。”其余学生闭眼想象画面，紧接着同
学们又纷纷说了自己看到过的美景：木
坑竹海的竹子郁郁葱葱的，微风吹过，
向我们频频点头；桃花粉红粉红的，微
风吹过，桃花跳起了轻盈的舞蹈；油菜
花金黄金黄的，微风吹过，漾起金色的
波浪……就这样，孩子们在说一说、想
一想中兴致勃勃地进行了语言训练，受
到美的熏陶。

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到处
生机勃勃。如何让学生体会到春天的
特点呢？又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
出春天的感受呢？课堂上，我出示一些
词语让学生补充：（）的田野、（）的柳条
……让孩子们填能体现春天特点的词
语，可以是表示颜色的，也可以是表示
形状或感受的。孩子们说“碧绿的田
野、一望无际的田野、细长的柳条、嫩绿
的柳条……”孩子们补充的词语角度多
样，在此基础上再让孩子说春天，尽量
用上刚刚填的短语。课堂的小主人一

个个跃跃欲试，语言训练丰富而灵动。
课堂的小主人，让课文中的小动物

丰富灵动起来。
新编教材图文并茂，课文中有聪明

勤劳的青蛙、热爱生活的小虫子、害怕
困难的蜘蛛……孩子们是如何体会到
的呢？学习《小毛虫》一文一、二自然段
时，一个孩子读“大大小小的昆虫又是
唱，又是跳，跑的跑，飞的飞……到处生
机勃勃。”另一孩子读“一条小毛虫趴在
一片叶子上……只有它，这个可怜的小
毛虫，既不会唱，也不会跑，更不会飞。
小毛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动了一
点点……”在对比朗读中，孩子们体会
到了这是一条可怜、笨拙的小毛虫。“这
条小毛虫一直都很笨拙、可怜吗？”我的
适时有效提问，让孩子们饶有兴趣地读
起了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孩子们读
着读着，“灵巧、轻盈、色彩斑斓”等词语
让他们看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发现了

“它笨拙地从一片叶子爬到另一片叶子
上”与“愉快地舞动着轻盈的翅膀”对比
手法的运用，感受到小毛虫破茧成蝶后
惊喜愉快的心情。孩子们心目中的小
毛虫形象丰富灵动起来。

总之，教师只有精心设计教学的每
一个环节，为学生创设宽松愉快的教学
环境，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让学
生主动、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才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
成为课堂的小主人，让课堂丰富灵动起
来，让学生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的变化过程 。

微弱的回应
莫大的鼓励

□方春霞

课堂小主人，让课堂灵动起来
□朱秀萍

我家的“白雪公主”
□岩寺镇中心学校小记者站 程曦

白雪公主是一只兔子，是爸爸送给我
的生日礼物。

我之所以给它取名白雪公主，是因为它
的毛色和雪一样白。它有一双长长的灵敏的
耳朵，它的眼睛是红色的，就像两颗红宝石闪
闪发光。它那小小的、粉红的鼻子，总是东嗅
嗅，西闻闻，好像在找什么好吃的。它有一张
小小的却很能吃的嘴巴，一餐要吃不少东西，
它的嘴巴上有两颗大门牙。白雪公主跑起来

可快了，连我都追不上。它的尾巴又短又小，
像一个白色的毛绒球，可爱极了。

白雪公主吃起东西来可有趣了。我拿
来一根胡萝卜，把它切成片，一片一片地放到
白雪公主的爪子中。它吃的可快了，不一会
儿就吃完了。可是，它还没吃饱呢。我又拿
来一根胡萝卜喂它，两根胡萝卜下肚，它算是
吃饱了。随后，它跑到院子里，躺在地上舒服
地晒太阳。我真羡慕它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的生活啊。晚上，白雪公主是趴在地上睡觉
的，两条前腿垫在头下面，慢慢地进入梦乡。

有一天晚上，我怕白雪公主又偷偷跑
出去玩，就把它关在笼子里。第二天早上，
妈妈把我从甜蜜的梦乡中叫醒，我迷迷糊
糊地说：“妈妈，现在还早得很呢，让我再睡
一会儿吧。”妈妈焦急地说：“哎呀，别睡了，
兔子从笼子里逃走了。”我一下子清醒了，
换好衣服就往院子里跑。我看见笼子破了
一个大洞，这肯定是白雪公主的“杰作”。
后来，我看见白雪公主正在草丛里欢快地
玩耍，我立马跑过去，抓住它，把它“教训”
了一番。我想，它尝到了被我教训的滋味，
以后就不敢再咬坏笼子了。

这就是我家的白雪公主，我可喜欢它
了，我愿意和它共同成长。

指导老师：吴玉霞

暑假的一天，我和几位同学
来到市图书馆，帮忙图书馆的工
作人员整理书籍。

说起来，事也挺简单，就是把
散落在各处的书收集在一个小车
上，交给工作人员。可在来来回
回地收集几趟后，我们有点体力
不支了。

我想，我 们 才 工 作 这 么 一
下，就累成这样，图书馆里的工
作人员日复一日地工作，难道不
累吗？他们这么做，为的是什
么？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良好
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在一个舒服
的环境里阅读。

这一次的志愿者活动让我收
获了许多，虽然很累，但一想到我
是在为他人服务，就很有成就感，
觉得这些付出是值得的。以后，
我要多参加这样的志愿者活动，
为更多的人服务。

小志愿者
□长干小学小记者站 张佩琳

我眼中

de世界
□阊江小学小记者站 陈璐昕

抬头仰望天空，
世界到底是什么颜色？
我陷入了沉思、遐想……

我眼中的世界是红色的，
就像飘扬在胸前的红领巾一样，
是那样的精神。

我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就像操场上的跑道一样。
大家一圈一圈地跑下来，
为跑道增添了活力。

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就像无际的海洋一样。
潮起潮落，
永不停止呼吸。

我眼中的世界是白色的，
就像神奇的白云一样。
一会儿是猫，一会儿是狗，
其间的奥秘可真多。

我眼中的世界是彩色的，
就像我美好的童年一样，
天真，烂漫……

指导老师：郑桂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