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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 ， 我家入住了两位小客
人———两只仓鼠 。 它们刚来到我
家 ，一切都感到陌生 ，可是没过多
久，它们便在窝里开始上蹿下跳闹
腾起来。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发现
不对劲 ，打开仓鼠笼 ，居然丢了一
只仓鼠，我的心好像被泼了一盆冰
水一样冷，如刀割一样疼。 我将一
只手倚在墙上， 身上冷汗直冒，嘴
里不停地发出 “怎么会这样 ”的痛
苦呻吟，然后不禁大声哭了起来。

爸爸妈妈闻讯赶来，发现仓鼠
丢了，他们安慰我说 ：“没事 ，说不
定 我 们 在 家 里 找 一 找 就 找 到 了
呢！ ”我伤心地说：“可是，我们不知
道它跑到哪里去了呀？ ”忽然，家里
变得一片寂静 ，是呀 ，我们不知道
它跑到哪里了呀！

我们在屋里到处翻找，把每一
个角落都找过了 ， 可是就是没找
到，我着急死了，我在心里想：难道
真的找不到了吗 ？ 它不会饿死了
吧？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在眼眶了
不断打转。

忽然 ， 爸爸想出了一个好办
法：我们把仓鼠粮放在塑料袋子里，只要它闻到气味一爬进
去，就会发出声响，我们就乘机抓住它。 我们做好机关，就在
屋里静静等待。

可是， 又过了一晚上， 早上起来我发现机关完好无损，
唉，看起来是没什么希望了。

一早上，我们又沉浸在一片失望的气氛中。 阳台上的招
财树低垂着头，阳光也变得越来越昏暗，就在昏暗中，突然窜
出一个黄色的小斑点，我惊喜地大叫：“是我的小仓鼠，它回
来了！ ”此时此刻，我感觉到万物又恢复了生机，阳光也变得
越来越强烈，好像都在欢迎小仓鼠回家，我抱起小仓鼠将它
放回窝里，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

经过这次失而复得，让我更加珍惜我的小仓鼠！
（指导老师：张贤友）

家中买了一本书，却一直放在书柜中“吃灰”。
那天学了一篇课文后，我忽然想到那本书。
我一口气把整本书都看完了。 它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它让我切切实实领悟到了生命的美好。
书中的主人公是坚强勇敢的，名叫海伦·凯勒，十分

有名。 我清楚地记得，她是哈佛大学毕业的。 有如此之高
的学历，已是了不起的了，但海伦·凯勒不同于你我，她的
世界是黑暗的、寂静的。

她凭着触觉考上了正常人也难以考上的大学。 当时，
我是难以相信的，我试想了一下，倘若我一觉醒后，发现
自己看不见也听不见了，我可能会疯，而且没有一点活下
去的希望。

是何等的勇气和努力啊？ 海伦竟然可以在这样的环

境中拥有如此大的对世界的信心。她在林中可以嗅见花草
的芬芳馥郁，可以触到树皮的粗糙、光滑。 她虽然失明了，
但世界在她心中仍然多姿多彩。

我也曾闭上眼，嗅过这气息，抚摸过万物，才发现我竟
错过了这么多美好。

我也曾想过，残疾人不是很少吗？ 直到那天在天桥下
阶梯时，有一群人在用手比画着什么，这是手语；隔壁班中
的一位女生，她的一条腿是义肢，而她却十分坚强，而且有
优秀的学习成绩。 那天听别人说，她不喜欢别人用同情的
眼神看她，她应该是想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不想被特殊
照顾。

我无法可想，倘若有一天，我和她们一样，会是什么
样？ 可能连勇气也没有了，我曾是想过，却不敢想下去。

海伦·凯勒、 隔壁班的女孩， 上帝带走了她们的一部
分，她们却愈发努力，且有优良的成果。 她们不但没有气
馁，反而选择了学习，她们的思维为她们带来了一个不同
常人的高度的世界。

我作为一个健全人，又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她们的贡
献、勇气？ 海伦·凯勒为全人类的贡献非同小可，而我比
海伦多了一双明目和聪耳 ，如果不善努力 ，难道不是罪
人吗？

我开始去学习凯勒女士。 她让我体会到生命的美好，
而我虽然难以企及她的高度，却让我懂得了珍视生命。

她是我的偶像，更是我的榜样。
感谢您，凯勒女士。

你 是 我 的 榜 样
高新中学初二（2）班 妙乐其

伴着一首“我爱你，中国”，《开学第一课》拉开了
帷幕。 这一课出现了许多的伟大人物，他们为我们祖
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从冬奥会努力拼搏只为完成梦想的徐梦桃，到培
育水稻种子耕耘 50 年的谢院士 ;从荒漠上“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三代务林人，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青藏
科考队; 从遨游太空的航天员王亚平到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一代又一代追梦人前仆后
继，顽强拼搏，用他们无悔的奉献谱写了一曲曲奋斗
的赞歌。

在一个个励志的片段中，有这样一个人，也许你
我未曾见过他，但他的研究成果却在我们千家万户的
饭桌上，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爷爷。

谢院士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 那时候粮食短缺，
人们经常吃不饱饭。 他从小饱受饥饿的困扰，立志投
身农业，为了“让大家有一碗饭吃”的梦想，他在艰苦
的环境下已经坚持工作了 50 年，82 岁的他，至今仍然
要战高温，冒酷暑，下田间，做研究，镜头中他那双异
常粗糙的手就是太阳和稻田留下的痕迹。 从青春少年
到耄耋老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水稻种子，为我国杂
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故事让我明白，生命生生不息，奋斗成就梦
想，我要从一粒种子做起，用奋斗展现自己的光芒。 让
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刻苦努力，长大后为祖国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

(指导老师:柳丝丝)

撷 英

嘀嗒，嘀嗒……半夜，我被一阵声
音吵醒了。

打开窗户，往外看去，哦，原来是下
雨了。

我听见“沙沙沙”的声音，这是雨点
落在树叶上， 像极了蚕大口大口吃桑
叶。 “嘀嘀嘀”，这是雨点落在窗台上的
声音，就像时钟在转动。“嗒嗒嗒”，这是
雨落在雨篷顶上的声音，就像有人在急
促地敲锣。

雨越下越大，雨声也越来越大。
清晨，我撑着伞来到树下，抬头往

上瞧，无数的雨滴从天空飘落，似一个
个降落伞。 雨滴落在树叶上，大水珠马
上分散成了许多小水珠。 叶子张开双
臂， 似乎想说：“谢谢你给我带来了水
分！ ”

我伸出手， 一滴雨掉在了我手里，
好冰凉、 好清爽呀！ 我也想对雨点说：
“谢谢你赶走了炎热，带来了凉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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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 20 日是第 34
个 “全国爱牙日 ”，为进一步
提升人民群众的口腔健康素
养水平， 促进形成良好的口
腔健康行为，9 月 19 日，九三
学社安康市基层委员会走进
汉滨区培新小学， 开展爱牙
科普活动。

活动现场， 九三学社安
康市基层委员会主委、 安康
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
赵明莉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
的事例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口
腔健康课， 引导孩子们树立
正确的口腔健康观念和自我
保健意识。 随行医护人员结
合模型为孩子们讲解了如何
正确刷牙、 怎样保持口腔健
康等相关知识， 帮助孩子们
纠正日常生活中不正确的洁
牙护牙方式， 并现场为孩子
们检查牙齿。

近年来， 九三学社安康
市基层委员会坚持举办爱牙
日活动， 努力提高广大少年
儿童的口腔保健意识， 取得
了良好效果。

记者 郭飒 文/图

本报讯（通讯员 刘刚）汉滨
区江北高级中学紧抓安康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大好契机， 有序
开展各项工作， 文明建设有条不
紊。

学校积极开展“学党史、听党
话、跟党走”系列活动。 深入贯彻落
实“八项规定”和“三严三实”要求，
不断强化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定期召开
党建工作专题会议， 通过电子屏、
文化墙和专题展板等途径积极开
展宣传工作，为文明校园和文明城
市创建做好理论保障。通过树立优
秀典型、表彰先进个人、宣传好人
好事等活动，有效发挥舆论引导作
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在
日常教育实践当中。

为实现教师整体素质的持续
提升， 学校持续教育和引导教师
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强化教书育
人意识。通过元旦文艺汇演、清明

节祭奠、 国庆献礼和志愿服务等
活动，切实做到“五育并举，德育
为首”。积极与司法、公安、消防和
交警等单位合作，建立校园、家庭
和社会相结合的育人网络。

学校先后成立演讲社、 绘画
社、书法社、象棋社、八段锦社、舞
蹈社、歌唱社、篮球社和航模社等
各类社团二十余个， 把社团活动
作为促进学生掌握知识、 发展能
力和提升素养的有效平台。 重视
校园读书吧和心理辅导室建设，
定期开展读书交流和心理健康讲
座等活动，形成长效运行机制。重
视文明实践教育， 定期组织学生
前往社区、 法院和博物馆等地参
观学习，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文明
交通、文明餐桌、文明上网和文明
旅行等专题宣传。 精心设计并全
力开展科技文化艺术节和运动会
等大型活动， 全面展现文明校园
建设成果。

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育儿，也因此
获得许多赞美，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懂教育、懂爱、负责
任的母亲。

如今，俩孩子已经步入青春期，回看多年育儿路，却
突然发现，许多方面，我似乎是努力着，努力着，推动孩子
朝着与我们期待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

比如， 我认为自己还算是善写之人， 写的东西不算
好，但至少能达意。 发表的东西不多，但写作对我来说不
算难事。 俩儿上小学时，我也曾对他们的写作悉心指导，
用心鼓励，没有批评过，更没有打骂过，为了鼓励，还曾把
他们的文字，稍加修改后投给报刊杂志。但最终俩儿都成
了写作困难户， 越长大越怕写作， 越长大越写不出好作
文，甚至日常作业都很难完成。

我上学时，各科学习中英语成绩最好。也认为英语非
常重要，于是俩儿从幼儿园起，我就鼓励他们去上英语兴
趣班，并带他们去试听了 N 个辅导机构的课程，所有的
试听课程都非常有趣，俩儿却都不愿意去学，最终不得不
作罢。 小学五六年级时，为了引导他俩学英语，我甚至给
自己在网上报了半年的学习课程， 一是为了给孩子良好
的示范， 二是偶尔在工作紧张没时间打卡时请求孩子帮
忙打卡。 结果俩儿各科学习中，学得最差、最讨厌的就是
英语，最拖后腿的也是英语。

我的字写得很差，所以幼儿园时就带孩子去学写字，
断断续续坚持了半学期他俩就不去了，我也不再勉强。现
在，俩儿的书法几乎是全校最烂，已经到了“不堪入目”的
地步， 字帖年年买， 老师年年都对我们说他俩必须要练

字,然而俩孩子对练字却没有半点信心，更没有任何积极
性，似乎已经认命。

似乎我们越关注、越强调、越在意的地方，反而是孩
子做得最差的，那么，多年的悉心教育和培养，对孩子，到
底有什么帮助？ 起了什么作用？ 相反，许多我们没有刻意
指导和鼓励的方面，孩子们反而做得很好。

小胖的做饭手艺，最初并非是我们刻意培养，而是他
再三争取，我们才不情不愿地允许他做，做的过程中也没
给他多少指导，都是他自己网上看视频，自己倒腾着做，
如今家常饭菜完全能够自理，主厨不在家时，也是他买菜
做饭。关于体育，报过班学过几年的乒乓球技术跟没报班
的差不多，没报过班的足球技术反而比一般孩子好很多。
七门学习科目，我们在意和强调的语数英成绩，远不如我
们没关注过的小四科（历史地理政治生物）成绩。 上网能
力就更不必说， 孩子们对手机功能的了解远远比我们知
道得多得多。

于是，我在反省，自己对孩子的悉心教育，真的做对
了吗？ 还是，完全起了反作用？

本以为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孩子近水楼台，对
相关科目和技能会有更好地学习和领悟，如今发现，对别
人来说，可能是如此，对我而言，却恰恰相反。

当我说着鼓励的话，提出各种自认为良好的建议，引
导孩子写出一篇优秀习作时，我的潜意识里，是否是对孩
子的不认可？ 当我说你一定可以，自以为是在鼓励孩子，
却不知，孩子是读心的，他从我的言语中感受到了不被接
纳。当我在孩子写完后说宝贝你写得真好，自以为是在表

扬孩子，殊不知，我表扬的是经过我指导后的他的文字，
他感受到的，或许不是成就感，而是终于完成任务，可以
结束我的“压迫”的轻松感。写作于他而言，是一件痛苦的
事，自然不会喜欢。

当我温柔地对孩子说着英语的重要性， 变着法子哄
他看英语视频或上英语辅导班时， 孩子即便看了某个视
频，或上了某个辅导班的试听课，也是因为小，没办法反
抗，不得不听从。事后虽然我也及时表扬，但被表扬的事，
却不是出自他的本心，自然没有太多喜悦。

关于写字，虽然我从不曾打骂或批评，但老师和父母
多年的劝说，已经让他养成习得性无助，把字练好对他来
说，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压根没有任何信心，自
然没有兴趣，更不会去做，即便写字帖，也是为了完成作
业，草草应付。

回首多年育儿路，真心觉得，孩子做得好的地方，都
是人家自己努力的结果；做得不好的地方，许多都是我们
过分强调造成的。

育儿如烹小鲜，许多时候，用力太大，或翻得越勤，反
而更容易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越强调、越在意、越
努力的事，孩子反而离我们的期望越来越远的原因吧。

还是那句话： 父母说了什么不重要， 做了什么才重
要。 父母认为自己爱不爱孩子，是否接纳孩子不重要，孩
子是否感受到爱，是否感觉到被接纳才重要。

毕竟，孩子是读心的。
如果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那就什么也不做吧，一切

顺其自然，相信孩子，也放过自己。

本报讯 （通讯员 柏虎锋）近
年来， 汉滨初中高新校区大力开
展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秉承“以德
促智，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求实
创新”的办学理念，始终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之本，贯彻“五育
并举”举措，办学质量不断提升。

完善德育工作体系， 打造工
作品牌。学校坚持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紧抓
学生基本素养培育；以“爱党、爱
国 、爱人民 ”的 “三爱 ”教育为核
心，端正师生思想品行；以“三观
形成”为目标，培养全面发展好榜
样；进一步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
完善班级管理制度， 引导学生强
化自我管理。

特色文化活动引领， 传播文
明新风。 学校致力于校园精神文
化的提炼，自建校以来，先后组织
开展了“做坚强的中学生”主题讲
座系列活动 、“我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代言” 宣讲活动、“做最
好的自己” 主题演讲活动等系列
校园品牌文化活动， 让学生们在
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精神文化熏
陶。

推进文明校园建设， 营造良
好教学环境。 学校不断强化校园
文明建设管理措施，做实、做好校
园治安防控体系， 落实安全包抓
责任制度， 常态化开展师生安全
教育， 并对校园周边可能存在的
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排查。同时，积
极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
保障校园内外安全有序。

下一步， 学校将在努力提升
办学质量的基础上， 以德育工作
为抓手，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校园
基础设施配备和校园品牌特色文
化活动， 进一步改善提升校园环
境， 传播文明风尚， 建好文明校
园。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
安康市第一小学 李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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璨

孩子的教育，我们真的做对了吗
张晔

江北高中强化文明建设促办学质量提升

汉滨初中高新校区
多措并举创建市级文明校园

爱牙科普活动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 邓永新）近
期， 汉阴县涧池镇中心小学出实
招紧抓全体教师师德师风教育。

该校领导班子成员以身作
则， 青年教师积极主动承担更多
教育教学工作， 营造教师之间相
互关爱的和谐校园氛围。同时，该
校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督促在岗
教师抓好班级教育教学工作，注

重在校学生行为习惯培养， 着力
提升课堂 40 分钟教学效果。加大
班主任培训力度， 开展班主任工
作师徒结对帮扶， 着力提升班主
任工作水平。 各科教师精心安排
每一节课的教学内容， 尤其注重
延时服务课质量， 确保学生学习
效果。

涧池镇中心小学紧抓师德师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