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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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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助力

成长感悟

让每颗星星都发光
在班里，我们总是会关注那些表现

优异的孩子或者表现特别糟糕的孩子，
他们天然地就会引起老师们的注意。
而班里也总是会有一部分默默无闻的
孩子，这些孩子才是占绝大多数的。默
默无闻的孩子大多数性格内向，不愿表
现。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该如何让默默
无闻的学生展示自己？

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想要说明的
一点是：默默无闻的孩子并不是不好，
只是说他可能缺乏展示的机会，我们老
师应该多关注他们，给予他们展示的平
台和机会，让他们在一次次展示中变得
更加自信。

除班主任老师外，大多数教师和学
生的接触都发生在课堂中，那如何利用
有限的教学时间关注默默无闻的学生并
让他们能够多多展示自己呢？首先，在
初识班级学生的时候可以提出一个课堂
展示的要求，比如：语文老师可以让每个
学生轮流进行课前两分钟的演讲；数学
老师可以让每个学生轮流进行课前的习

题讲解……这样做，即使是默默无闻的
孩子也有了展示的机会，也能够在全班
同学面前去互动表达。其次，我们在分
层教学中，也应着重关注中间这部分学
生。我们上课会更多地注意那些思维跟
着自己走的优等生和平时表现差的学困
生，对中间这部分学生的关注度低，所以
我们在考虑分层教学时就应多关注这部
分学生，比如多出一些这部分学生可以
完成的题目，让他们有表达的机会。最
后，当我们在课堂上发现平时不怎么表
达的孩子突然举手回答问题，我们要及
时给予表扬并且下课之后与学生进行交
谈，了解学生感兴趣的点。

除了在教学中我们需要关注到默
默无闻的学生，在日常的活动中我们也
要发现这些孩子身上的闪光点。除了
学校、年级组织的活动外，作为班主任
老师，还需要定期举办一些各种类型的
活动，目的是为了给每个学生展示的机
会。在活动中，发现一些平时默默无闻
但在活动中却特别积极的学生，要当着

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他们并说出老师的
期许，在鼓励中让他们慢慢学会展示自
己。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活动中发现
学生的这些闪光点也要多和其他科任
老师沟通。

班主任在班级自主管理中，也需要
注意到每一个学生。要给每一个学生
为班级服务的机会，让每个学生在班级
中有存在感。在班级职务设置上不能
就是那么几个学生来回用，要多开辟一
些职务，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到班级
管理中。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些职务
可供参考：护灯卫士、绿植守卫者、小小
调解员、班级讲解员等。

现在我们大多采用小组教学，在关
注默默无闻的学生时，我们也可以注意
这些孩子的社交舒适圈，让在社交舒适
圈内的孩子多带带默默无闻的学生，同
伴的引领很多时候要比老师的引导管
用。这类似像我们平常说的“社牛”带
动“社恐”。

可能我们用了很多方法后，发现有

些孩子就是不愿意展示自己。这时，我
们班主任老师可以在班内开辟“心愿
树”“学生信箱”等渠道，让学生用笔来
抒发自己的感情，感受到老师对于他们
的关注。

老师在掌握了学生在校的一些表
现后，要及时与家长沟通。一方面，告
知家长孩子在校的表现；另一方面，了
解学生在家中的表现。可能学生在校
和在家的表现截然不同，也有可能相
同，我们要做的就是了解不同场景下的
学生，让学生的形象更立体，不单单是
在学校我们看到的样子。这样，更有利
于我们进行下一步针对性的指导。

我们希望教出来的学生都能够内
而有秀，自信满满，那就需要我们不断
地努力，去及时发现、鼓励并给予这些
学生恰当的反馈。这样，我们培养出来
的学生才能够在人生的舞台上不断寻
求并奉献自己的价值。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延安学校教
师 孙玲丽）

来到延安大学后，我很自豪地拥有
了一个新身份——路遥文学馆的讲解
员。在路遥文学馆里，我遇到过许许多
多深爱路遥、崇敬路遥、牵挂路遥的参
观者，他们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政
府工作人员，有的是年轻的大学生……
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那一天接待的
一位特殊的老人。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刚入冬的
下午，风很大，门外的树被风刮得左摇
右摆，不时发出“呼呼”的声音，校园里
尘土飞扬。我守在路遥文学馆里，一边
抱怨这糟糕的天气，一边期待着更多人
来参观。此时，一位老人走了进来，只
见他一身黑色的衣服，朴素而得体，挎
着一个有些泛白的旧帆布包，花白的头
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看起来休闲又
格外有精神。我想他一定是一位远道
而来的退休教师。我欣喜地迎上去，正
想为他讲解。谁知他微笑着看了我一
眼，冲我摆摆手拒绝了。我便不再作

声，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他一路自由参观，似乎对文学馆非

常熟悉，当走到路遥与申沛昌校长的合
影前时，突然指着照片对我说：“你看，
那时的我多么年轻啊！”那一刻，我被震
撼了，简直不敢相信，没想到通过照片
形式早已熟悉的、我曾无数次向游客解
说的申沛昌老校长就这样真实地站在
我身旁。

申校长对我说，这张照片拍摄于
1988年7月，当时他是延安大学党委副
书记，正忙着筹备延安大学五十周年庆
祝活动。路遥刚刚写完《平凡的世界》
来到延安，就这样，他们师生二人在延
安相遇，进行了一次亲切而坦率的交
谈。申沛昌老师邀请路遥回来参加校
庆活动，路遥当即便答应下来，还热情
洋溢地给延安大学题词——“延大啊，
这个温暖的摇篮……”这张合照就是那
一天在延安宾馆交谈时拍下来的。

说起这段照片背后的往事，申校长

嘴角露出浅浅的微笑，似乎在怀念自己
年轻时的那段岁月，同时也为自己的学
生路遥感到骄傲吧！

申校长还给我讲起他最后一次和
路遥见面的情景。当时路遥正在西京
医院治病，申校长从日本调研回国，第
一时间奔赴医院看望路遥。他告诉路
遥五万元的出书经费延大给解决了，可
以放心地出书。路遥用干枯的大手紧
握着老师的手，连声说着“谢谢、谢谢”，
蜡黄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这是
母校对路遥的深切牵挂，这是师生之间
的深情厚谊。

申校长说着说着竟红了眼眶，久久
凝望着路遥的照片，像是沉浸在过去的
回忆中，眼里满是对这位学生兼友人的
痛惜和缅怀。大约过了十分钟，他渐渐
缓过神来，轻轻地跟我摆摆手，悄悄离
开了文学馆。我目送他远去的身影，内
心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次见到申校长，还是在一个冬

天。那天天气很冷，按照约定好的时
间，我来到了路遥文学馆，参观的客人
因为临时有事，耽搁些时间，迟迟未
到。申校长却提前来了，还和上次一样
的穿着，还是那样温和地和我们打招
呼。看到我们冻得瑟瑟发抖，他赶紧让
我们进屋暖暖，关切地问我们身体要不
要紧，会不会感冒……最后还表扬我们
守时、负责。听到他朴实而贴心的话
语，我的内心格外温暖，幸福感也随之
而来。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云：“宠辱不
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
天外云卷云舒”，想来申校长也有如此
平常而又不俗的心胸。两次日常生活
中的相见，让我明白了生活中的感动不
仅来源于豪迈与壮烈，还来源于细微与
琐碎；不仅来源于英雄的荣光，还来源
于平凡而普通的瞬间。

（延安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20级四班 李梦亚 指导老师 白玉）

这是一个中国故事。把一个很风
趣的中国故事画成图，做成一本越发
风趣的图画书，这原本应当是一件经
常在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却没有经常；
我们就好像根本想不起来应当这样做
似的；不过这一回总算有人猛然想起
了，所以也就让我们有机会猛然阅读
到这样的书。我也就猛然地愉快起
来，有很多感动。

这是两个老人的故事。为什么说
是两个老人的故事呢？因为如果不是
两个老人辛勤地喂养了一头可爱的
驴，可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又是下雨
的时候屋顶会漏雨，那么这一个故事
就不会出现了。

这也是一只老虎和一个小偷的故
事。因为如果这只老虎根本不想吃驴
子，小偷也根本不想偷驴子，那么他们
就不会鬼头鬼脑地来到老人的屋子
前，弄出了声音窸窸窣窣。这两个老
人可怜啊，他们不怕老虎不怕贼，只怕
下雨屋顶漏。两个老人中一个是老头
子，一个是老太婆，老太婆说：“就怕
漏！”

这是一个关于应该提高文化知识
水平和镇定的遇事能力的故事。如果
老虎和小偷虽然行为不端，可是水平
还可以，听得懂“漏”是什么；虽然水平
不可以，但是遇事不慌张，能分析片
刻，而不是说害怕就已经翻滚下来，那
么这个故事也就没有诞生机会。

这还是一个关于如果胆量不大，
那么就不要再三冒风险的故事。老虎
和小偷被漏吓得慌忙逃窜，按道理来
说，就干脆逃回家，老老实实睡觉，下
定决心不再继续干和自己的胆量不符
合的事，从此大大方方，远离偷驴摸
狗，那么后来更狼狈的鬼相和疼痛也
就省略。可是他们偏偏胆子不够，却
又继续前行，世界上多少这样的人们
结果就痛悔不及了！傻哦。

这还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你就自
己去读着读着豁然开朗吧！很优良的
故事，很出众的书，都是读着读着就豁
然开朗了，想着想着又心花怒放了。
文学的光亮，童话的奇异，就是这样一
个简单的心情，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
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中国故事的图画书，憨
实得可爱，连老虎和小偷的神情也画
得憨实而不是邪气，这就使得故事有
了很天真的寓言气，有了好玩的神采，
是非常的中国农民的，是非常的中国
老人的，非常的中国驴子的，非常的中
国老虎和中国小偷的，连床上的被子
也是非常的中国被子的，非常的民族，
但是非常好看！我们就非常恍然大悟
地记起一个特别肯定的道理，只要认
认真真花费智慧，中国的故事，中国的
图画书，中国民间的许多的流传，就都
能非常风趣地讨人喜欢，孩子喜欢，大
人喜欢，中国人自己喜欢，你不信问问
外国的人，他们也喜欢！

认认真真！花费智慧！
这是我从《漏》里一字不漏地读出

来的意思，读出来的信心。我把它们
放进那只碗里端给你们。那只碗里滴
进的是雨水，我端给你们的是意思和
信心。

那只碗也中国。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梅子涵）

十八岁，是朝气蓬勃的青春，是人
生中重要的里程碑，它分割了稚嫩与成
熟，开启了人生又一段华美诗篇。上
周，延川县中学举行2023届学生成人礼
暨高考百日誓师大会，全体师生、家长
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青春盛宴。

从蹒跚学步到长大成人，是父母用
他们坚实的臂膀和宽厚的手掌一直守
护着，是父母的爱一直陪伴着他们。在
诗朗诵中，学生们端庄肃立，端正衣冠，
行谢亲礼感恩父母。“今天是我的 18
岁，与父母共同度过了我人生中最重要

的转折点，在这里再次感谢我的父母，
你们辛苦了！”高三一班学生葛佳妮说。

“感谢延川中学举办这样一个成年
礼，让我们一起见证和分享孩子们人生
里程碑中重要的一刻。作为父母我希
望孩子心怀责任，懂得感恩做一个有理
想，有抱负的人，努力在人生路上拥抱
最好的自己。”高三一班学生李翌鸣家
长欣慰地说。

梦想与希望展翅飞翔，迎着未来乘
风破浪。在学弟学妹们的掌声中，十八
岁的他们迈入成人门，向稚气的自己告

别，与成熟的自己握手。“今天是我的
18岁成人礼，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感谢他们用青春灌溉我的懵懂，用心血
标注我的人生，其次我要感谢我的老
师。感谢他们的谆谆教导，感谢他们像
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我的人
生，在最后的 100多天里，我要争分夺
秒，为了老师为了父母更为了自己，书
写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
精彩未来。”高三一班学生乔琪琳说。

万亩桃李清芳沁，一腔爱心甘露知。
1000多个日子的陪伴，2000多节课的知

识传授，无数次的春风化雨，恩情深重。
在众人的目光下，同学们抱着满怀爱意的
鲜花走向高三全体老师，向他们表达敬
意。班主任们为本班学生颁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读本作为成人礼纪念，希望
青年学子时刻捍卫神圣宪法，维护法律尊
严，履行公民义务，承担社会道义。

“成人礼意味着孩子们要肩负更多
的责任，希望孩子们能带着我们学校、
老师和家长的这份爱和祝福，展翅高
飞，翱翔天际，一展宏图！”延川县中学
教师张凤仙说。（通讯员 刘娟 马倩）

在路遥文学馆偶遇老校长

成人礼——我们从此长大

儿童绘本《漏》的故事——

放进碗里端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