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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廊檐下

本期话题院 老师袁 你挨过学生骂吗钥

示弱也是爱
阴 万世英

在网上给学生买了个书架遥 到货
之后袁 一看需要自行安装袁 我就傻眼
了遥 平日里看到这样那样的安装说明
书袁 我就头大遥 怎么办钥
午饭后到学校袁 有几个男孩儿在
追逐打闹袁 我何不把安装的任务交给
他们呢钥 于是袁 我拿着书架零件走进
教室袁 一脸无奈地说院 野给你们买的
书架袁 老师安装不好袁 你们愿意帮帮
老师吗钥冶
话音刚落袁 几个男孩儿已围到我
身边袁 接过我手中的书架零件和说明
书就开始忙活起来遥 只见他们一会儿
看看说明 书袁 一会 儿摆弄摆弄 零件袁
一会儿争得面红耳赤袁 一会儿又你拧
螺丝尧 我扶木板袁 不多久书架就安装
好了遥 我向孩子们竖起了大拇指袁 他
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自豪遥
此刻我在想院 爱不仅仅是无微不
至的关怀和保护袁 示弱也是其中一种遥
渊作者单 位 院 周口 市 经 济 开 发区
路庄学校冤

坦然面对袁方能宠辱不惊

思想品德课不能只是
文字教学
阴 苏东平

近来袁 听同事议论经常会有家长
反映院 他们的孩子在家太懒袁 什么家
务活都不干袁 常和家长顶嘴曰 他们的
孩子在家看电视尧 玩游戏入迷袁 不认
真写作业曰 他们的孩子太挑食袁 发现
饭菜不合口味就不吃袁 自己拿钱去超
市买零食噎噎
每每听到这些袁 我心里总有些不
舒服遥 学校开的有思想品德课袁 我们
也都对学生进行了思想品德教育袁 他
们为什么没有按照书本中的内容去做
呢钥 究其原因袁 我们只是进行了文字
教学袁 让他们做一做练习题迎考袁 而
没有注重实效遥
知道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袁 能在
家中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袁 懂得做
人的道理噎噎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不
能只是向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袁 更需
要通过不定期的家访尧 家长会等形式
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袁 引导他们怎样
做人尧 懂得感恩遥
渊作者单位院 内黄县井 店镇西五
村小学冤

教育要从自身做起
阴 孙红旗

上午班里组织义务清雪活动袁 参
加人员是班委会成员和当天的值日生遥
现场袁 有人铲雪袁 有人扫雪袁 大
家干得不亦乐乎遥 我也没有闲着袁 拿
着一把大铁锹 野刺啦刺啦冶 地铲遥 有
位老师见我干得热火朝天袁 便调侃
道院 野您可不能这样惯学生袁 站一旁
指挥就行了遥冶
我笑了笑袁 不置可否遥 我光指手
画脚袁 学生照样不敢偷懒袁 可我的监
督也太扎眼了遥 他们会不会心不甘情
不愿呢钥 与其这样袁 还不如和他们打
成一片袁 不但淡化了监督过程袁 而且
还能使之润物细无声遥
其实学生也是很明事理的袁 这一
点我们得确信遥 教育不需要过分监
督袁 老师不 需要当 野警 察冶遥 磨 破嘴
皮子不如做出好样子袁 不用你张牙舞
爪啰啰唆唆袁 学生就会做得很好遥 从
自身做起袁 才是对学生最大的教育遥
渊作者单位 院 襄城县 十里 铺 镇 初
级中学冤

教育孩子要口径一致
阴 张少刚

母亲和爱人要去超市购物遥 儿子
也想去袁 爱人不同意遥 这时袁 母亲为
儿子说情袁 爱人才勉强同意遥 但她告
诉儿子袁 到了超市袁 不准看到什么东
西都要买袁 一定要听大人的话遥 儿子
点头答应遥
可到了超市袁 儿子便迫不及待地
跑到 玩具区袁 看 看这个袁 摸摸那个 袁
最后吵着嚷着要买遥 老人心疼孙子想
给他买袁 爱人却一把拦住院 野妈袁 咱
出门 时已经讲好 了袁 孩子 也答应了 袁
他必 须遵守承诺 遥冶 看着 孙子委屈 的
样子袁 老人十分心疼遥
回到家袁 母亲生气地把事情的经
过告诉了我遥 我听了以后袁 多加劝
慰袁 母亲方才释怀遥 爱孩子是一方
面袁 但我觉得袁 教育孩子大人的口径
必须一致袁 必要时要相互协商袁 即使
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能当着孩子的面
讲袁 这样会让孩子无所适从袁 也会因
大人的一时宠溺而让他随随便便就丢
掉自己曾经许下的承诺遥
渊作者单 位 院 伊 川 县 城 关 镇第 四
初级中学冤

主持人院
汝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本期嘉宾院
汝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汝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汝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向 阳 院 三 位 老 师 好 袁 咱
们本期 的话 题 是 野老 师 袁 你 挨
过学生骂吗冶遥
诚然 袁 现 在 的 学 生 是 越 来
越有个 性了袁 背 后 给 老 师取 绰
号也就 算了袁 还 有 个 别 学生 敢
当众和 老 师 顶 嘴 袁 甚 至 直 接 辱
骂老师遥 各位老师在教学中袁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钥
宋 素 萍 院 做 了 近 30 年 的 教
师袁 从初中到小学袁 教过的学生
一 批 又 一 批 袁 也 算 是 野桃 李 满 天
下袁 无处不芬芳冶 了遥 做一名受
学生爱戴的老师袁 是我一直努力
追求的目标遥 但我们都是普通人袁
处理问题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误
和偏颇袁 不可能让每个学生都满
意遥 被学生恨过袁 也被学生骂过袁
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遥
刘艳丽院 在教学生涯中袁 被学
生骂是一种不正常但也很正常的现
象遥 前几天袁 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
事院 那是在一个课间袁 我们班的小
强因为一张纸被同学拿走而恼羞成
怒遥 虽然我在场袁 却不知道什么原
因遥 之后一位同学就悄悄告诉我院
野老师袁 你知道吗钥 他在纸上写的
内容是骂你和班主任老师的噎噎冶
张莹丽院 听了两位老师的讲述袁
我也想起了一件事儿遥 那是我刚参加
工作不久袁 年轻袁 眼里容不得沙子遥
四年级有个学生特别捣蛋遥 有一次上
美术课袁 他没带绘画工具袁 我就批评
了他遥 讲完课袁 孩子们都在画画袁 就
听见他在小声骂我遥 我听了之后当时
勃然大怒袁 罚他到教室外站着遥
张向阳院 听了几位 老师的
话袁 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沉重
感遥 老师们辛辛苦苦教育学生袁
学 生不 但 不 感 恩 袁 反 而 口 出 恶
言袁 着实让人心凉遥 但是冷静
之 后袁 我 们 也 应 该 剖 析 一 下 这
其 中的 原 因 袁 从 而 避 免 今 后 再
出现类似的情形遥

姻 师记

覃梦的特教人生

打开房门袁 看见 阳光洒满 窗格袁
一种满足感迅速蔓延全身遥 在冬日里
还能享受这阳光的待遇袁 不失为一种
幸福遥 进门之前袁 我激动的心情还未
完全平复袁 似乎还没有从新乡市班主
任基本功大赛的赛场上下来遥
准备比赛的那段时间真不是一般
忙遥 每天早上起床袁 一番洗漱之后来
不及吃早饭就要去赶班车遥 在班车上
稍作休整袁 到校后便开始一天的工
作遥 工作时间内既要上好课又要处理
各种学生问题袁 还要忙于学校的繁杂
事务遥 晚上回到家袁 仍要继续学习备

张向阳 渊右二冤
张莹丽 渊左一冤
刘艳丽 渊左二冤
宋素萍 渊右一冤

背景院
如果在网上搜索 野老师冶 野挨骂冶 这两个关键词袁 就会跳出一大堆的链
接遥 点开来看院 当堂骂尧 背后骂尧 网络发文骂噎噎林林总总遥 陈述完事情的
来龙去脉袁 每位老师最后都会问一句院 怎么办钥 针对这个问题袁 本期我们特
意邀请了三位老师来讲讲她们挨骂的那些事儿袁 以及她们的反思与所得遥

刘艳丽院 其实袁 学生私底 下
发表一些对老师不满的言论袁 很
正常遥 就拿小强那个孩子来说吧浴
从他当时的举动看袁 我知道他已
经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妥遥 至
于他写了什么袁 我压根儿就不想
知道遥 也许他在纸上把自己的不
满情绪发泄过后袁 心理就平衡了遥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院 我 们作
为成年人袁 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或
被别人指责的时候袁 有没有过想
骂人的冲动呢钥 当然了袁 我们是
成年人袁 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
绪袁 而学生还小袁 做不到袁 这就
需要老师在合适的时机给予恰当
的引导遥
张莹丽院 我曾多次思考过 学
生骂人背后的原因遥 经过观察袁
我觉得更多的是家庭因素造成的遥
咱们做老师的都知道院 一个班都
是同样的老师所教袁 但学生却各
不相同袁 归根结底是他所受的家
庭教育不同遥
今年我带的一个三年级 学生
小乐袁 就是一个典型遥 他在二年
级的时候袁 天天骂人袁 上课想干
啥就干啥袁 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
受袁 班上没有一个同学喜欢他遥
一节音乐课上袁 他在教室里跑来
跑去袁 影响课堂秩序遥 音乐老师
批评他袁 他还把老师的手咬了一
口遥 无奈之下袁 班主任就叫来他
的家长袁 想共同解决问题遥 孰料
他妈妈一进教室就对他拳打脚踢袁
边打边骂袁 直打得他趴在地上不
敢动弹遥 老师在旁边看着心疼袁
可根本拦不住遥 夏天袁 他穿着短
裤袁 腿上青一块尧 紫一块袁 全是
伤遥 你说孩子天天在那样的家庭
环境中生活袁 得多可怜啊浴
听说了小乐家长的行为后袁
我觉得他骂人尧 打人的行为袁 都
是一种条件反射袁 一种对自己的
保护遥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有道理院
孩子是家长的复印件遥 复印件出
了问题袁 更多的家长只是想着去
修改复印件袁 很少有家长想着修
改原件袁 问题当然不好解决了遥

张向阳院 的确是这样袁
野冰 冻 三 尺非 一 日 之 寒 冶遥 学 生
的问题往往也暴露出家庭的问
题遥 当然除了家庭原因袁 引发
学生骂老师的因素还有很多遥
那么袁 遇到这些问题袁 大家是
怎么解决的袁 怎样才能更快地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呢钥
张莹丽院 被学生骂袁 并不可
怕遥 如果能够处理得当袁 也 会成
为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回忆遥 还来
说说那个曾被我罚站的孩子 遥 那
天罚站没多久就下课了袁 我 把他
带到办公室袁 看着他瘦瘦的身子尧
单薄的衣服尧 乱蓬蓬的头发 袁 气
消了很多袁 就心平气和地和 他聊
了聊遥 他很快就承认了骂我的 事
实遥 我问他为什么骂我袁 他 说是
因为被我批评袁 心里不服遥
经过深聊才知道袁 原来他爸爸
妈妈在外地开了一个养鸡场袁 长年
不在家遥 他平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袁
也没有零花钱袁 而美术课每次都要
求带不同的工具噎噎明白了孩子的
真实想法袁 了解了他留守儿童的特
殊身份袁 我原谅了他袁 并从口袋里
掏出十块钱给他袁 让他去买下节美
术课需要的工具遥
第二天早上袁 一上班我就看
到 办 公 桌 上 有 一 封 信要要
要是 他 写
给我的道歉信遥
从这件事中我感受到袁 学生
骂老师袁 可能是因为当时他 不认
同老师的观点袁 又不知如何去 辩
解袁 只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 方式
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遥 这种情况袁
只要得到有效的沟通袁 矛盾很 容
易化解遥
刘艳丽院 关于小强那件事袁
我思考过他骂人的动机袁 可 能是
因为我对他上课发出怪叫尧 做小
动作尧 交头接耳尧 不能及时 完成
作业等不良行为进行过批评 和督
促吧浴 我曾经多次在他极不情 愿
的情况下袁 拉他在讲台边完 成作
业遥 我觉得袁 那是我作为教 师应

尽的职责遥 如果袁 为了使他满意袁
听之任之袁 放任自流袁 纵容他的
不良行为袁 虽然他现在不会骂我袁
将来成年后也会骂我遥
作为教师袁 应冷静对待被学
生骂这一问题遥 学生若是故意尧
气焰嚣张地侮辱老师袁 损害老师
的尊严袁 绝对不允许曰 但如果他
只是在私底下袁 悄悄发泄对老师
的不满袁 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袁 当
作从没发生过一样遥
宋素萍院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
思想袁 他们渴望被看见尧 被理解尧
被尊重遥 当我们怀着一颗童心走近
他们袁 才发现有时候的确是我们的
疏忽袁 忽略了某些学生特别的个性
和特殊的家庭背景遥 在一些事情的
处理上袁 了解不够详尽袁 方法不够
恰当袁 感情不够细腻袁 以至于伤害
了他们脆弱的心灵袁 从而心生怨
恨袁 靠骂人来发泄遥 每一次被骂袁
都让我看到自身的不足袁 并且在反
思中改变自己尧 完善自己尧 提高自
己袁 在学生的一次次否定中获得进
步尧 坚定前行遥
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袁
尝遍教育路上的酸甜苦辣遥 我依
然热爱教师这份职业袁 喜欢和孩
子们在一起的岁岁年年遥
张向阳院 几位老师说得真是
太好了浴 今天与三位老师的交流
让我受益匪浅袁 在此感谢大家热
心参与话题的讨论遥 谢谢大家浴
做老师不容易袁 做一名好老
师更难遥 因为我们承担的责任袁
不仅仅是教书袁 更重要的是育人遥
但学生良好品质的养成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实现的袁 需要我们长时
间不断地努力袁 也需要家长的积
极配合遥 作为教师袁 遇到被学生
骂的情况时袁 只要保持一颗平常
心袁 坦然面对袁 就一定可以找出
其中的原因袁 利用自己的智慧袁
将矛盾化为无形遥
渊本文图片由张向阳提供冤

你们是我工作的最大意义
战比赛遥 自己好像一只小蚂蚁袁 每天
都在忙忙碌碌袁 小小的身躯却要肩负
各种重物袁 每天都有很大的紧迫感逼
着自己前行遥
显然袁 这都只是一个过程袁 好在
结果是令人欣喜的袁 我最终闯入了总决
赛遥 当学生们得知我要进入最终展示环
节的时候袁 他们和我一样激动遥 所以袁
在 1 月 10 日比赛当天袁 他们也到了现
场袁 为我助阵的同时也迫不及待地想向
大家展示他们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遥
学生们的 到来袁 让我 更有自信 袁
演讲发挥稳定袁 故事讲到动情处更是

潸然泪下袁 感染了在场的所有 观众遥
最后学生们的登台表演袁 更是将现场
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遥 现场响起的热烈
掌声袁 我知道不光是为我更是为这些
可爱的孩子遥
其实袁 有的时候并不愿意去说自
己的工作有多辛苦袁 或者是多么的繁
重袁 因为都是工作的一部分袁 做好就
是了袁 说得太多岂不成了整天满腹牢
骚的负能量之人遥 虽然我总是在工作
和具体事务中到处奔波袁 甚至在比赛
前一晚还要处理学生问题袁 但这就是
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啊浴

如今袁 坐下来再翻看复习过的试
题袁 自己认真思索斟酌的各种答 案袁
已经分辨不出哪里是题目尧 哪里是自
己的笔迹曰 修改的那一页一页的演讲
稿上袁 密密麻麻袁 全是红色小字袁 有
一种不可言说的满足感遥 但在演讲稿
结尾有一段话特别清晰院 野我会静静
等待学生们的归期遥 我相信袁 他们一
定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灿烂的明
天遥 因为袁 他们是最好的未来浴冶
真的袁 孩子们袁 能为你们去做些
事袁 就是我工作的最大意义浴
渊作者单位院 新乡市盲聋哑学校冤

野留守冶的元元
阴 何光静

元元今年 6 岁袁 一年级袁 在我们
班上就读遥 孩子长得惹人疼袁 一双
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袁 长长的睫毛如同
蝴蝶振动的翅膀遥
我去年 9 月开始教他袁 听学校老
师说在元元 3 岁时袁 爸爸就出车祸去
世了袁 妈妈不久也远嫁他乡遥 平时爷
爷奶奶都跟元元说院 爸爸妈妈去外地
打工了袁 要等他长大了才回来遥 因为
他们要挣很 多钱袁 将来要供他上大
学袁 为他盖房子尧 娶媳妇儿遥
其实袁 元元很怀疑爷爷奶奶的
话遥 别人的爸爸妈妈也在外面打工袁
但是经常会打电话回来袁 还可以视
频聊天遥 每年寒假后的几天袁 大人
们就都回来了袁 给孩子带很多东西院
吃的尧 穿的尧 用的遥 他却什么也没
有遥
元元经常仰起他的头袁 很认真
地 对 我 说 院 野我 啥 都 不 想 要 袁 不 想
上大学袁 不想盖房子袁 也不想娶媳
妇儿袁 只要他们回来看看我噎噎冶
元元的 爷爷有气管 炎袁 爱咳 嗽袁
嘴一张袁 一 口又脓又黄的黏痰随便
吐袁 走路走一会儿就得歇三歇遥 奶奶
每天天不亮就去街上卖菜袁 全家的收
入全指望在这上面遥 快中午时袁 奶奶
才回来袁 一进门就不停地抱怨院 我的
命咋跟黄连一样钥 谁谁谁买菜袁 本来
两块钱袁 才给一块钱曰 谁谁谁多拿一
把菜袁 不给钱噎噎元元总是静静地听
着袁 不作声 袁 默默地给奶奶搬来椅
子袁 让她坐下袁 然后给奶奶捶捶 背尧
揉揉肩袁 直到爷爷把饭菜端过来袁 奶
奶才停止抱怨遥
元元在学校表现很乖袁 上课认
真听讲袁 积极举手回答问题袁 作业完
成得又好又快遥 他的脸上总是一副乐
呵呵的表情袁 深得同学们的喜爱遥
看着懂事的他袁 我的心总是隐隐
地疼遥 给女儿买学习用品时袁 我经常
买两份遥 最初的一次袁 给元元文具盒
他不要袁 我急中生智袁 说是他父母快
递来的遥 他显得非常惊讶袁 眼睛睁得
圆圆的袁 嘴巴都成 野O冶 形袁 不停地
问院 野真的吗钥 真的吗钥 我爸妈买给
我的浴冶 野噢尧 噢尧 噢噎噎冶 他 高 兴
地拿着文具 盒袁 一溜烟儿地跑进教
室遥 我在楼下都听到他欢快的声 音院
野我爸爸妈妈给我买的文具盒噎噎冶
上课时袁 我注意到袁 他的眼睛时
不时往文具 盒上瞟袁 小手一会摸一
下尧 一会摸 一下袁 直到我使劲敲桌
子袁 他才把目光移到讲台上来遥
一次跟朋友闲聊袁 说起元元遥 朋
友听后唏嘘 不已袁 决定亲自过去看
看遥 一个周末袁 我和朋友买了一袋苹
果尧 一袋香蕉袁 去了元元家遥 老远就
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趴在凳子上遥 走
近了袁 看见元元爷爷在给鸡喂食 儿袁
元元在写作 业遥 房子则是两层的楼
房袁 没有粉刷袁 裸露出青灰色的水泥
底子袁 有几处地方还长着墨绿色的青
苔遥
元元抬头看见我来了袁 立刻站起
来袁 甜甜地叫了声 野老师好冶遥 我介
绍说韩阿姨过来看看你遥 元元赶紧说
野韩阿姨好冶遥 爷爷放下鸡食袁 请我们
进屋坐遥 元元红了脸院 没有椅子给老
师坐袁 鸡胡乱飞袁 在椅子上拉屎袁 刚
把椅子都洗了噎噎
我们都说不坐袁 随便看看遥 去了
厨房袁 堂屋袁 卧室袁 屋里倒也干 净遥
爷爷陪着我们袁 边走边说院 野家里的
卫生大部分都是元元打扫的袁 只有打
扫不了尧 够不着的袁 他才不插手遥 元
元想着袁 等爸爸妈妈回来袁 可以有个
干净的地方坐噎噎冶
爷爷又咳嗽了起来袁 脸成了绛紫
色遥 我和朋友听了袁 心里很难过遥 朋
友从包里掏出两张钞票要递给元 元袁
元元直摆手袁 说院 野老师说过不能随
便要别人的东西遥冶
朋友向我使个眼色袁 示意我让他
收下遥 爷爷挡住朋友的手袁 说院 野我
们不能要遥冶 他一个劲儿地拒绝 袁 我
们只好作罢袁 最后把水果好说歹说才
留下遥
回来的一路上袁 朋友不住地夸赞
元元是个好孩子袁 懂事得让人想流泪遥
后来袁 朋友多次给元元买东
西要要
要当然袁 告诉元元时袁 就说是他
的爸爸妈妈快递过来的遥
渊作者 单位院 商 城县余集镇 龙河
小学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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