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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风—团结互助 和谐向上
教风—敬业善教 面向全体
学风—乐学博学 学思结合
校训—厚德博学 合作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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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人民教师是我从小的梦想，兴华路小学是实现和见证我教师梦想成长的地方，更是为我指明前进方向的地方。在在这里，我懂得
了“教育无小事，事事皆育人”；在这里，我学会了教育学生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在这里，我明白了“每个个学生都需要爱的教育”。

七载光阴，顺着指缝悄悄滑落，幸好，我努力伸手，接住了一点什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爱
上语文的，爱上她博大精深的
汉字文化，让我在中国源远流
长的文化里畅游；爱上她如诗
般流动的文字，滋润了我的心
田。也激发我爱上吟诵，爱上写
作，爱上生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
兴趣，我们才能积极努力的学
习。于是，在教授语文时，我尽
力让自己的课堂灵活、生动。语
文是灵动的，大诗人朱熹有云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只有不断为语文教学注
入新鲜的力量，才能吸引学生
的眼球，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在
教学《狐假虎威》时，我以一幅
老虎大王派人贴发的“森林通
缉令”来导入文章，狐狸和老虎
大王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老
虎大王为什么要通缉小狐狸？
这样的导入一下子让学生的学
习兴趣高涨了起来。教学《歌唱

二小放牛郎》的时候，由于学生
对革命英雄的概念理解得不够
透彻，甚至当我提起王二小的
英雄事迹时，有些学生还会哄
堂大笑。所以我决定在讲课之
前先为他们播放王二小、董存
瑞、刘胡兰和方志敏的事迹短
片，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般去感
受英雄的气概。影片播放过程
中，我看到有些学生对侵略者
义愤填膺，有些学生被英雄事
迹感动得留下来泪水。短片一
播完，没有一个学生是嬉笑的，
我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了爱国
情。这堂课上得效果很好，原因
就是我借助多媒体影像拉近了
学生与文本的距离，让学生产
生了浓浓的学习兴趣。

生活处处皆语文

有些人总是抱怨语文不好
学，说语文词汇难懂，不贴近生
活。其实，我觉得只要仔细留
心，生活处处皆语文。《红楼梦》
有云“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

达即文章”，说的很是应景。前
些天，让学生写话《我最喜欢的
蔬菜》、《我最喜欢的水果》。有
些学生把茄子写成了绿色，有
些学生把冬瓜写成又瘦又长，
芒果成了直接带皮吃的，真是
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归
根结底是学生生活中观察太
少，都是饭来张口的小皇帝，根
本不会留心这些。所以在写话
之前，我先让家长带孩子们去
了一趟菜市场，仔细观察一下
学生们熟悉又陌生的蔬菜。我
又抽出一节课，在班里开了一
场水果大会，让学生将自己喜
欢的水果带到教室里面，学生
们通过看、闻、品来介绍喜欢的
水果。一节课下来，写话倒用不
着我插嘴了。学生们你一言，我
一语，一篇篇写话便新鲜出炉
了。有的同学甚至想到用果皮
来做工艺品，而且学生还主动
呼吁不要随手扔果皮垃圾。

生活就是这么奇妙，语文也
是如此地有魔力，让人觉得近在

咫尺，又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停
住你追逐的脚步，细心观察，语
文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

为语文插上灵活的翅膀

美丽的鸟儿因为有了翅
膀，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
我也希望学生们能在语文学习
中插上灵活的翅膀，在浩瀚的
语文天地里无拘无束地欢畅。
但是，老师的一句话乃至一个
眼神也有可能折断这天使的翅
膀。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在
教学《猴子种果树》时，我问学
生们读了课文，你有什么话想
对小猴子说？同学们纷纷发言，
内容都是劝告小猴子做事情要
有耐心，有主见。小松还在举
手，我叫起了他，他回答说：“小
猴子，你以后交朋友可要谨慎
点，多交几个有耐心的朋友，有
他们正确地劝告你，就不会出
现这么悲哀的事情了。”他答完
以后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有些跑题，下次注意。下课后，
小松难过地跑到办公室里找到
我：“老师，今天我答错问题了，
同学们都笑话我，我是不是太
笨了？”我这才晃过神儿来，仔
细想想，孩子说的也有道理，只
是我的话把孩子的思想禁锢
了。于是我上课时在班里表扬
了小松，夸奖他思维活跃，积极
动脑思考。从那以后，我发现小
松回答问题越来越积极了。每
次课堂上遇到个“疑难杂症”的
问题，他总能积极地举手回答，
而且每次都会给你惊喜。在他
的带动下，班里越来越多的学
生敢回答问题，会回答问题了。

我很庆幸我及时纠正了自
己的错误，让孩子重新插上了
灵活的学习语文的翅膀。

都说“干一行，爱一行”，而
我希望所有人都是“爱一行，干
一行”。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在工作中积极主动的去奉献，
去付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
的呢？ （文 李小敏）

爱爱这这行行，，干干这这行行

记记忆忆，，激激励励成成长长
看着光标闪动好久，不

知道从何处开始写起，真的
是满满的回忆。

看着学校的改扩建工程
即将竣工，心里有种油然而
生的自豪和骄傲，我也算是
兴华路小学发展的见证人
吧。

我是1995年进入兴华路
小学读一年级的，那时候校
园北边还是一座三层小楼。
那时候班级可是超大额的
哟，多的时候有103人，少的
时候还得95人呢。班里还有
很多重量级的大胖子，虽然
现在瘦多了，当时可没少成
为我们的谈资。因为太挤了，
现在想想胸口都有挤得胸闷
的感觉哩。

班主任葛永斌老师一向
比较严厉，我们上他的课都
很听话，从来不敢多说一句
话。有一次，因为错了一道不
应该错的题，葛老师让错题
的同学站着，我战战兢兢地
站起来，心里那种害怕现在
仍记忆犹新。郭焕荣老师就
比较温和，我们常和她开玩
笑，我还是语文课代表哩。

学校搞活动，老师都在
办公室里做花环，好漂亮啊！
晃动的时候，纸和纸之间的

摩擦发出哗哗的声音，五颜
六色的花环交相辉映，宛如
一道彩虹。上音乐课的时候，
我们会从南边的教室跑到北
楼的音乐室。仍然记得朱静
环老师在北边小二楼上喊
我：“杜雪，你怎么没来参加
节目排练？”很喜欢朱老师的
课，感觉漂亮老师嗓子又美，
好亲切。

转眼间，大学毕业应聘
教 师 ，母 校 便 成 为 不 二 之
选。经过焦急地等待成绩，
不想出成绩的时候，眼里竟
涌出满满的泪水。五年的小
学生活，隔了十年后，我又
回来了，居然有点胡汉三似
的骄傲。体检后学校通知上
班 ，就 那 么 兴 高 采 烈 地 去
了，真的！兴奋和幸福超过
了一切。

清楚地记得去学校报到
的那天情况，一蹦达一跳达
地就到了学校。还是原来的
样子，一次次路过的时候也
看到了北楼换成了新楼，其
他的都弥漫着熟悉的气味，
好像空气也是原来的样子。
和门岗师傅说，我是来报到
的，顺着门岗师傅所指的方
向，看到了熟悉的付校长。等
待和我一起报到的新教师，

然后，见到了刘秀清主任，还
是那么和蔼的刘老师居然快
退休了，好像只有我长，他们
都不老似的，有点惊讶于自
己这傻乎乎的想法。

去领教书本的时候，在
操场看到一个背影，我喊了
一句：“郭老师！”郭老师抱着
一堆资料回过头。我说：“记
得我吗？”郭老师回忆了一
会，居然记得我，说我没有变
样子，满眼都是宠溺。我，又
回到了这个地方，只不过，换
了一个新的身份。

现在，上班已是第6个
年头。在这几年里，我像大
树一样努力汲取着兴华路小
学 的 养 分 ，学 校 教 给 我 成
长，更让我把自己的成长转
化成无形的知识传输给可爱
的孩子们。学校孕育了一代
代像我一样，凭借自己努力
在各个岗位工作的人们，也
哺育了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新学校即将建成，新的教学
楼，新的操场，亦有一年年
新的孩子们，更有走进新时
代的我——— 带着满心的爱与
期望，用我毕生的时间，一
直见证着我的母校更加美
丽！

(文 杜雪)

日前，因病住院治疗的兴华路小学姜万达老师，在病床上依
然牵挂着学生，为了不耽误课程坚持带病上课。当领导和同事劝
他多休息时，他却用质朴的话语告诉大家：“我不能离开，我是孩
子们的主心骨。”

(通讯员 肖兆可)

““我我不不能能离离开开，，
我我是是孩孩子子们们的的主主心心骨骨””

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
生活，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文
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
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艺
术修养，日前，兴华路小学开
展“校园十佳”评选活动。

评选现场，气氛热烈，精
彩纷呈。小选手们精神抖擞，
活力四射，他们用自己精彩的
表现传达了梦想，展现了希
望。经过激烈角逐，校园十佳

脱颖而出。
据政教主任王伟介绍，该

校每年都举行校园十佳评选
活动，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了。
活动既为每一位兴华学子搭
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又充分
展现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
风貌，还成就了学生的“精彩
人生”，深受全校师生和广大
家长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肖兆可 段杰)

兴华路小学

开展校园十佳评选活动

国画作品。(兴华路小学二年
级一班 姜小茜 由李小敏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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