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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海门区通源小学
五（5）班 陈钰婷
指导老师 姜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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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常州市举办了“学宪
法，讲宪法”活动，我顺利入围市
赛。校团委谢婷老师作为本次比
赛的主要负责人，立即行动起来，
替我出谋划策。

午饭后，她总会带着我来到团
员成长室，一同研讨演讲的细节，
一字一句细心斟酌。团员成长室
有一面鲜艳的红旗，阳光下，红旗
闪着光亮，映在谢老师身上。此
后，我一有空，便会找她打磨演讲，
真正做到“细微之处不马虎，每一
小点不放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而又充
实的练习后，我在比赛时发挥出了
自己的最好水平，获得了局属学校

特等奖和大市一等奖的好成绩。
知晓成绩时，已是下午时分。

斜斜的太阳，红得透亮，浮现在谢
老师脸上的笑容与阳光融合在了
一起，流露出欣慰与赞许。

每年寒暑假，谢老师将志愿服
务活动、红领巾寻访等工作安排进
学校的“德育作业”，组织全校各班
级开展多种志愿服务活动。我们
一起参与义卖募捐救助病患、关爱
孤残儿童、服务空巢老人，参加社
区服务、公共场所志愿服务、环保
知识普及宣传等。

新冠疫情严峻时，谢老师主动
报名参加常州市教育系统疫情防
控青年突击队，还动员校青年教师

一起加入。她在青年突击队中负
责秘书处工作，既要制订突击队工
作指导方案，协助领导小组与下设
各工作组协调沟通，又要收集整理
各辖市区活动开展宣传报道，工作
很繁重。青年突击队还为奋战在
抗疫工作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子女
提供假期生活指导，谢老师结对了
我校的一名初三学生。结对后，谢
老师给予这位同学从学业到生活
全面的关怀指导。谢老师的行动
温暖着周围每一个人，她还与青年
突击队员们一起来到常州邮政总
部，为需要帮助的儿童发出了 104
份战“疫”暖心包。

周一的升旗仪式上，谢老师照
例为我提供国旗下讲话的主题，并
为我的主持稿提出修改意见，一遍
遍反复打磨。当我站在高高的主
席台上，仰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
旗，谢老师站在我身后，给予我力
量与勇气。我知道，谢婷老师是一
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更是我们学生
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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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人美！虽然在教育岗位上
送走了几多春秋，可在她脸上却难
寻岁月的留痕。瞧，她长发飘飘，
外加小蛮腰，配上时尚的外衣，走
在我们小镇的大街上，频频的回头
率，足以说明她的人缘与魅力。她
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朝气蓬勃的
精神，迎接美好的一天，要让自己
的每一天都过得充满活力、充满魅
力！”

她心美！轻轻的叮咛是爱的
嘱托：上学时，匆匆忙忙进校园的
孩子，红领巾随风飘落，她会喊“孩
子，快停下，系上红领巾再走！”在
校园内奔跑的孩子，会被她轻轻拦
下，她会说“要注意安全呀！”严厉
的批评是爱的呵护：有的同学边走
边扔垃圾，她会一把拦住，“学校是
我家，也是你们每个小朋友的家，

我们应该爱护它。”食堂内，有小伙
伴把白花花的米饭倒入垃圾桶，她
会让他（她）背那首诗：“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

她就是我们可亲可敬的赵萍
校长。身边的一个故事，让我对赵
校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天，我
刚放学回家，妈妈就问我：“你们班
是不是有个孩子叫晓杰？他的爸
爸生病了，是吗？”“妈妈，你是怎么
知道的？”妈妈在微信朋友圈里点
开了晓杰妈妈发起的“众筹”。

妈妈告诉我，晓杰的爸爸得了
重症肺炎，现在病情危急，已经住
进重症监护室。他们家全部经济
收入都依靠爸爸，现在这棵大树倒
了，万般无奈之下，发起了众筹救
急。唉，真可怜！我正暗自叹息。

突然，我惊奇地发现在已经参加众
筹的名单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头
像。我点开一看，这不正是我们的
赵校长吗？原来，她已经早早地、
悄悄地为我的小伙伴奉献了自己
的爱心。

此刻，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
田，我迫不及待地对妈妈说：“我也
要参加，你看我们的赵校长都献出
了自己的爱心，我也要向她学习。”
妈妈点点头，把手机递给我，我跟
着妈妈的指导，一步一步，终于，我
也完成了我的爱心使命。

走在校园内，在橱窗中我又一
次看到了赵校长的照片，上面写着
鲜红的四个大字——“共产党员”。
我恍然大悟，原来共产党员就在我
们身边，她正默默呵护我们成长，
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遇见杨老师，是在报名那天。她身后的黑板上写着
热情洋溢的标语：“欢迎同学们！”旁边还有温馨的开学小
提示，笔迹清秀工整。我不由得悄悄地打量着她：齐肩发
柔顺地垂落下来，远看乌黑乌黑的。她一边检查假期作
业，一边点头微笑：“好，做得不错。”看着她的笑容，听着
她温和的话语，我心里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她。谁知，没
过几天，杨老师画风突变。那天语文课，我望着窗外飞过
的无人机，想起了我组装的飞机模型也快完成了，不由一
阵兴奋。就在我神游之际，忽见一个人影几步闪到了我
的面前：“沈可尧，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啊？！我……”我
顿时手足无措，吞吞吐吐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同学们给杨老师取了两个名字，一个叫“阳光天使”，还有
一个叫“灭绝师太”。每当我们取得点滴进步时，她的脸
上就会春光烂漫；而当我们犯错误时，她总是毫不留情。
就这样，在她温和的教导和严酷的“摧残”下，我们班上的
成绩竟然提高了，大家的见识也增长了！

选自《双面老师》
靖江外国语学校城南分校六（1）班 沈可尧

指导老师 高筱萍

语语 丝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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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看了一眼顾老师，她正讲得起劲。对于英语，我
一直想放弃。我偷偷地把英语订正藏在试卷下，每次写
后就停笔，装作认真听课的样子，但这一切还是没逃过她
的火眼金睛。下了课，老师叫住我，“你说，还想不想学？”
顾老师很生气，锐利的眼神盯着我，轻柔的语气里带着严
厉，我低着头不敢看她。“为什么不认真听课？默写订正
和上课听讲哪个重要？”我嗫嚅地说：“可我听不懂，我那
么差，就想着先订正一下作业，我还有那么多不会……”

“你看这样行不行？以后上课要分心了，就站着听。默写
完就订正，用不着多抄几遍了。以后下课了，记得多来办
公室，多问我问题。你不会的太多了，不过，如果想补上
去还是有希望的……”还是那种眼神，但我心中一点感觉
不到严厉，只是觉得温暖：我已经快要放弃学英语了，但
老师并没有放弃我。记得那天，我就用了老师的四次下
课时间。顾老师对我说没事，她总会等着我来问问题。
然而，我对老师还是十分愧疚，我下定决心，新学期我会
努力的！

选自《有种春风温暖我》
无锡市洛社初中初二（9）班 刘天宇

指导老师 梅含辛

我们身边我们身边我们身边

常州外国语学校九（16）班 仲馨如
指导老师 戚娴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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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爷爷忆童年
盐城市迎宾路小学
六（3）班 李欣媛
指导老师 万 燕

家乡的变化
如皋市安定小学
五（2）班 王李萌
指导老师 薛美霞

我家门前有一条河。可在
我的记忆中，以前那只能算是
一条臭水沟，河边散落着垃圾，
河面上漂浮着墨绿色的水藻，
河里也见不到自由自在的小鱼
儿，小河十分孤独。

这些年，小河经过“治疗”，
模样大变。清晨走在河边，不
时见到小鱼游过泛起的涟漪；
黄昏时分，人们在河边散步、慢
跑；盛夏，河边绿柳成荫，常见
到老人在树下纳凉，曾经令人
避之不及的小河变得风景怡
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党的带领下，一幅幅美丽的
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一条条
宽敞的柏油马路车水马龙，一
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幢
幢乡间别墅别具风情；我们的
教学楼宽敞明亮，阅览室、图书
室，设施齐全……环顾四周，我
们的生活可真是芝麻开花节节
高呀！

七岁那年，我跟着爷爷去
乡下玩。那时正值雨季，地面
被雨水淋透，变得十分泥泞。
我的一只脚刚落地，就陷了进
去，无法平稳站立，我只能不停
地来回换脚，两只脚交替“沦
陷”。爷爷见此情景，笑得前仰
后合。爷爷说，他小时候，泥地
可是他的乐园：三五个小伙伴，
赤着脚丫，卷起满是泥浆的裤
脚疯跑，争先恐后地打着玻璃
弹珠……思绪拉回到现在，干
净整洁的道路纵横交错，构成
了城市的血脉和骨架；街道上，
川流不息的路人，车水马龙的
街道，风驰电掣的汽车，谱成一
首紧张而刺激的“交响曲”；公
园、游乐场成了我们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

爷爷常教育我，如今美好
的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
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是各行
各业的劳动者努力奋斗换来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
的美好生活，刻苦学习，锻炼本
领，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
好。

老校长的新老校长的新““玩伴玩伴”” 本报记者 李 彤
通讯员 宋继玺

“双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自主安排的时间增加了，家长和同学们充分
利用周末时间，更加注重阅读、实践和个性化发展，做到“减负不减质”。

在爸爸的带领下，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五（4）班杨钱璟每天坚持跑步、阅读、参与家
务劳动、周末去看望长辈。杨钱璟的爸爸认为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孩子个性特质的形

成发展、兴趣爱好的引导培养、人格的雕琢塑造都是需要家长花心思陪伴引导的。“‘双减’将孩子从
繁重的学业中解放出来，也让我们家长反思之前的教育中是不是陪得太少了、要求太高了。希望通过父

母的陪伴和言传身教，让孩子不光会学习，还能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成长为一个正直的人。”
“数学作业是要求寻找生活中的数字，科学作业是观察身边的花草，这种作业我喜欢。”徐州市

解放路小学四（2）班司启元发现新学期的作业有了很大变化。本学期学校为落实“双减”开出“药
方”，让学生在活动和体验中提升学习效率、核心素养和综合素质，家长们对此纷纷点赞。司启元

的妈妈不希望孩子的课余时间被辅导班和作业占据，她表示会引导孩子利用空出来的时间更
多阅读、更多思考，体验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长期研究家庭教育的殷飞教授建议：为人父母不能“懒政”，家长更应该考虑的是怎
样避免家庭教育“失位”，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归纳学习方法、引导孩子学习有趣的课外

知识；也可以带孩子到户外强健体魄和感受大千世界，让孩子们有时间天马行空，有
时间奇思妙想；还可以让孩子学做公益、做家务，提高社会活动和生活能力。

“双减”拉开了教育反“内卷”的大幕，这是党和政府坚持教育事
业公益性，着力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制止逐利性教育行为，促进教

育公平的重大举措，也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大
举措。这需要全体教师投入更多精力，也需要全体

家长和学生的共同努力，相向而行。

本报记者 郭 瑞
李 彤 周 琳

通讯员 谢海燕 张文强
许 魏 王素霞

减少作业量、“5+2”课后服务、叫停学科类校外培训……新学期，
同学们都收到了一份“开学减负大礼包”。这次关乎每一个中小学生的

“双减”政策，被称为“史上最强力度”的教育改革，已经在全省各地各校
落地。老师、家长、同学们对政策如何解读？他们又是怎样调整自己的
学习生活的？让我们到校园里一探究竟吧。

不一样的新学期
新学期开学第二周，“双减”政策之一的“减轻作

业负担”以及与之配套的课后服务政策，已经产生了一连串
的连锁效应。
“辅导作业时妈妈总是眉头紧锁，时不时的情绪波动让我‘胆战心

惊’。”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六（1）班曹纪伊这样形容妈妈以前给自己辅导
作业时的情景。作为全国首批、省内唯一的“双减”试点城市，南通市在课后服务

全覆盖的基础上，要求学校提升课后服务品质，力争3年内让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明显减轻，社会教育焦虑明显缓解。“在

学校就把所有的作业做完，大家一起做作业更有气氛，而且各科老师都在，有不会的可以
随时请教。”参加延时课堂后，曹纪伊发现妈妈终于不用时刻盯着家长群，不再为自己的作业

操心了，脸上的笑容也变多了。
这几天，徐州市解放路小学四（2）班司启元每天放学只带一本从图书馆借的课外书就回家

了，书包和作业本已被“冷落”在教室好几天了。学校80%自愿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走进相应的
班级，在2小时内，按照“4+1”体系设置课程和课时安排，即4天学生自主作业+老师答疑辅导+课
外阅读，1天开展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特色兴趣社团课程。延时课堂上意犹未尽的司启元选择把
书再带回家看，“作业都完成了，也不用家长帮忙检查，回家可以读读课外书了。”

苏州市吴中区舟山实验小学六（3）班徐雨家的父
母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以前主要是奶奶接

送我，现在妈妈五点半下班，我们延时课堂
到五点半，她下班正好来接我。”徐雨家

发现校门口接孩子的爷爷奶奶少
了，爸爸妈妈变多了，但同时也看
到，“延时服务方便了我们和
家长，却增加了老师的工作
量，为了不辜负老师的付
出，我们要更加努力
学习。”

不上辅导班怎么学

课后时光怎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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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类校外培训基本叫停，对于以往寄希望或
依赖于补习班提高成绩的学生和家长，面临着学习方式
和教育观念的转变。

“‘双减’政策出台后，家长和我们沟通时都有一些焦虑，担心
减少校外辅导会影响孩子成绩。”南通市易家桥中学的陆伶俐老师
说，从班上孩子的情况来看，参与校外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学习
成绩的短期提升，但对孩子的长期发展和自主学习能力提升不利。“比如
长时间学习容易造成孩子疲倦，此外一些孩子遇到问题不愿自己开动脑
筋，而是想着去辅导班听解答。”从老师的角度出发，陆伶俐希望孩子可以
更好地提升与发展，而同时作为一名家长，她也希望可以乘着政策的东风
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以前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参加补习班，但是现在基本没有了。”苏州市吴
中区舟山实验小学五（2）班李雪辰坦言自己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不是因为
参加了辅导班，她认为，“要养成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有问题多请教老师的
习惯，而且现在有了课后服务，老师分层布置作业、个性化辅导，我觉得不再
需要参加补习班了。”班级语文老师汤志萍是有着十多年教龄的骨干教师，针
对家长的顾虑，她说：“虽然各个学生有差异，但是请相信老师们会全力以赴、

因材施教的。”她也希望，家长们多重视孩子在课堂的学习，不必焦虑。
许多“鸡娃”的家长见不得孩子“闲”下来，甚至希望能“先人一步”，徐州

市解放路小学五（3）班的张筱苒觉得自己的妈妈以前就是这样的。“妈妈自
作主张给我报各种补习班，花钱不说，还总觉得靠这来提高成绩也不算是自

己的本事。”“双减”政策出台后，学科类校外辅导得到了遏制，妈妈答应把周
末空出来的时间留给张筱苒发展兴趣爱好。南师大儿童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殷飞教授认为：过量的补短会扼杀孩子本身对学习的兴趣。要让孩子
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提高主

动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才是根本。

少年朋友们，“双减”之举，事关重大。我们都知道，分数的奴隶成不了强国
英才，柔弱的身体担不起强国责任，读死书的书呆子遇到风浪就会手足无措，逼
出来的厌学者面对责任就会退缩消沉。习近平爷爷要求教育要牢记“国之大
者”，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只有我们这辈人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未来建设者、合格接班人，才能在未来世界舞台上树强国雄姿，才能在中华振
兴中圆强国之梦。少年朋友们，“双减”政策的推行，是党对我们这一代的关
怀，是祖国对未来建设者的厚望。

“双减”政策里，有我们对未来的责任。落实“双减”举措，我们要放
眼未来，从今日起就扛起对未来的担当。“双减”政策里，有对未来强国

之才的新培养思路。落实“双减”举措，不是数量上、方法上的简单
减负，而包含着更高尚的道德培育、更高水平的知识素养、更

强健的体魄、更崇高的美育情怀、更加倍的勤劳实干。
同学们要和老师、家长同心同德，探索前行，共

同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教学境界。

共同开辟教学新境界 周宪华

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关工委主任李家玉退
休前是一位校长，2010年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后，
他的教育生涯还在延续。

“李爷爷好！”走在金山镇的大街上，总会有小
朋友冲着李家玉大声问好。因为经常在校外教育
辅导站与孩子们一起活动，金山镇的小学生视李
家玉像邻家爷爷一样亲切。“和李爷爷在一起很好
玩。”金山镇中心小学四（2）班郑雯这样评价道。
春天的时候，李爷爷带着辅导站的孩子们去茶场
采茶；到了夏天，他又带孩子们去桃园里摘桃。“学
雷锋日”，他和孩子们一起把金山镇街道打扫得干
干净净；重阳节，他领着孩子们去登高；八一建军
节，李家玉组织孩子们去当地的民兵训练基地观
摩训练，体验军营生活……和李爷爷在一起，辅导
站的孩子们总有看不完的稀奇、尝不完的新鲜。

除了当好孩子们的“玩伴”，李家玉还是校外
辅导站的常年驻站老师。学校开展德育活动，李
家玉也常到学校里给同学们开讲座，讲历史、讲文
化、讲法治、讲道德。他不仅自己讲，还动员老教

师们一起讲。金山镇全镇
60 多名退休老教师，都跟着李
家玉一起成为了学校德育教育辅
导员。

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
李家玉最重视的，他说：“为孩子们种下
红色的种子，将来他们才能成为红色接
班人。”“五老”李国珍是抗美援朝烈士之
女，每年清明，李家玉都邀请李国珍到辅导
站，给孩子们讲她的父亲在朝鲜战场上的
战斗故事，讲到动情处，她还流着眼泪唱了
一曲《英雄赞歌》。金山镇中心小学四（2）班
李怡静说：“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电影《上甘
岭》里的画面。”这样的烈士后人在金山镇有很
多，重阳节时，李家玉把他们动员起来，和孩子一
起“老少同台唱红歌”。现场，白发苍苍的老人和童
声稚嫩的孩子唱在一处，心也连在一起。

李家玉常说：“作为一名老教师，没什么比看着孩
子健康成长更让我高兴的了。”

初中生活的第一天猝不及防
地来到了，可我却并不觉得有什

么新奇：学校嘛，都是一样的，
老师无外乎就是上课、改作
业，实在是乏善可陈。却
没想到，第一天，我就遇
见了一位会“兵法”的语
文老师。

第二节是语文课，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
师踩着上课铃进入教
室，而同学们还在演
奏“噪音奏鸣曲”。
见状，老师直直地站
在讲台前，直直地瞪
着我们。霎时，台下
安静了，看来语文老
师还是有一套的，以
逸待劳，不费一兵一

卒就轻松拿下“敌方营
垒”！

语文老师打开PPT，让
我们思考题目，并鼓励大家积

极回答。活跃外向的同学抢先
回答，老师连连夸赞，并完善他的
答案；害羞胆小的同学回答失误，
老师纠错为对，引导正确方向。

似乎在她的课堂，从来不会听到“不
对”二字。内向的我心里“咚咚”地敲
起小鼓，也尝试着回答了一个问题，看
到老师脸上赞许的笑容，我长舒一口
气，暗想：“回答问题，也并不难嘛！”语
文老师就这样“暗度陈仓”，既传授了
正确的知识，又化尴尬为力量，鼓舞了
我们学习的信心，妙哉！

接下来，老师与我们谈起了语文
的魅力。为了让白纸黑字的笔记更有
趣味些，她画了插画，虽然她的画技有
点儿让人一言难尽。瞧！黑板上，耳
朵画成了一对贝壳；眼睛和睫毛“脱
臼”了；书本纸张飞舞，若不是老师细
心解说，我实在看不出来画的是什么
东西。而她顽皮地说：“我的画确实难
看，但我就是想画上去！”我想起了《孙

子兵法》中的“假痴不癫”，老师不介意
学生说她画得难看，那是她想通过这
样的方式加深我们对知识的印象。不
得不承认，这些并不好看的画，在我心
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语文老师推荐我们听书，她神神
秘秘地对我们说：“吃饭时，家长们往
往会开启唠叨模式，此时你可以打开
听书软件，比如选本讲亲子教育的
书。这样既‘堵’上了家长的嘴，还收
获了一本书，这不就是一举两得、反
客为主嘛！”说完，她还手舞足蹈起
来。听着语文老师的“兵法”，我们得
意地笑了。她真是个有趣的人！

三十六计，今天才用了四个，不
知语文老师的“陈”子兵法，在新学期
会翻出哪些新花样？我们拭目以待！

咦？一首小诗，怎么被放在版面这么重要的位置？那
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美丽而又真实的故事呢。听小编慢

慢道来——教师节到了，晨会课上，许多孩子给老师送上自
制的贺卡，欢声笑语中，小计同学突然大喊：“缪老师，我没有
准备礼物！”“没关系的，良好的表现就是对老师最好的礼
物！”缪老师这样对孩子说。小计同学突然不出声了，没一
会，她便拿出作业本开始书写，一笔一划，聚精会神。语文课
打铃了，讲台上出现了一张方格纸。“这是什么？”缪老师问
孩子们。“这是一首诗！我送给您的礼物，缪老师！”小计同
学跑到老师身边，乐滋滋地说道。“好的，我上完课再看，行
吗?”“好！”9岁的孩子能写出怎样的诗歌？缪老师心想，
“也许只是一份涂鸦。”带着这样的心情，缪老师翻开小

计同学的创作……写给自己敬爱的老师，这首小小的
诗多有意义呀！原稿被缪老师拍成照片分享给小

编，字迹里都透露出暖暖的尊师情。
——你的朋友 高 丹

叮铃铃，叮铃铃
上课了
一个没有礼物的教师节，
好像有点糟。

可是，你看——
那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
可以变成一条条飘逸的红丝带；
那一篇篇优美的习作，
可以成为一张张精致的贺卡；
那唰唰的写字声，
可以化作一支支美妙的乐曲；
那琅琅的读书声，
可以变成一只只清脆的小铃铛
在教室里婉转悠扬。

嘘
别说太多话语
让她多一刻宁静；
哎
别太顽皮吵闹
让她能多一些时间
好好休息；
我们
要让她每天都快快乐乐。

一个没有礼物的教师节
其实也没有那么糟，
做好每一件小小的事情，
就是送给她的
一份大大的礼物！

常熟市义庄小学
三（6）班 计烨明
指导老师 缪正奇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7）班 刘可萱 指导老师 陈思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