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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微波

“我认为曾佳欣可以是学习星，因为她上课
听讲，答问积极，成绩很好。平时作业也能按时
完成，是我们的榜样。”一个小女孩抢先举荐，得
到了全班同学的认可。

“我觉得符书铭可以是文明星，你看他每天
上学总是穿得很整洁，说话总是很有礼貌，从不
吵闹。”“对，对，对。”

……
接手这个班后，为了能让学生尽快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我在班上开展了“争
星创优我成长”活动。每次评比后，我都会将获
奖同学的照片贴在黑板报上，并通过班级微信
群，告知全体家长。这是我班在进行本学期第
二次“星级学生”评比活动的场面。

几位平时在大家印象中看起来相对优秀的
同学，轻松地获得“文明星”“卫生星”“和睦星”

“读书星”的称号。还差“进步星”没评出来。尽
管我一再提醒，无论在哪个方面，只要有进步就
可以。可好半天不见有人举手推荐。孩子们东
张西望，叽叽喳喳，努力寻找着，衡量着，比对
着。可能这个星的内容涉及面太广，不好确定
吧。正当我失望之时，一只小手举起来了，是调
皮蛋张同学，平时最不听话的一个学生。脑袋
瓜相当聪明，但平时给人感觉办事总是漫不经
心，上课不怎么听讲，管不住自己的手脚。我示
意他说，“我想推选潘同学，因为……”话还没说
完，教室里就爆发出一阵轻视的嬉笑声：“哈哈，
小懒虫也配当？”别看张同学平时大大咧咧，此
时也不免有些慌乱，一时不知所措，局促不安。

被提到名字的是一个小女孩。瘦小的身
材，古怪精灵，一双眼睛总是扑闪扑闪的，课堂
上不怎么爱发言，但歪主意特别的多。为了不
做作业，她可谓是绞尽脑汁，编造各种各样在她
看来是合情合理的理由。刚开始，老师们想尽
办法，耐心教育过，狠狠批评过，可对她来说一点
效果也没有。这节课保证过，下节课就忘了，家
庭作业更不要说，每天都是带到老师办公室里，
在老师的督促下完成。老师们常笑称这是专业
级别的一对一辅导。我曾和家长联系过，可家
长说自己在外打工，无暇顾及孩子。面对这样
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家长，我一时束手无策。

她，一个曾经的小懒虫，可能和我一样，做
梦也没有想到，在评先时会有同学提到她的名
字。当我扭转头看向她时，只见小女孩先是一
阵惊喜，本来不够端正的坐姿瞬间标准，一丝不
易觉察的笑容漫上瘦削的小脸。但听到同学们
的讥笑声后，失望之情瞬间涂上眼帘。她迅速
扫了我一眼，不想正好和我的目光相对，她马上
轻抿嘴唇，尴尬地低下头去。

我马上制止了笑声：“大家别笑，先听他说
说理由吧。”小男孩忸怩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

“潘同学虽然以前经常不做作业，但是现在她改
了，语文课上听讲很认真，作业也做得很好。您
不是经常表扬她的字写得好吗？有一次还把她
写的作业展示给我们看了，比有些成绩好的同
学字还写得漂亮。她进步了，所以我选她当进
步星。”哟，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是啊，谁说星
级学生就必须是成绩优异的学生呢？小小的进
步也代表着学生的成绩与付出啊。

确实，近段时间以来，潘同学在语文学习上
是有了一定的转变。这点转变也源于那次作业
的展示。那天，她的作业又没做，利用午休时间，
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坐在旁边督促她写。做错了
的帮她纠正，字没写好的，给她擦掉要求她重写。
最后好不容易完成的作业看起来确实很整洁。
于是，在下午第一节课时，我将潘同学的作业展示
在教室的黑板上，郑重其事地表扬了一遍，并号召
全班同学向她学习，认真把字写漂亮。从此以后，
我总能看到潘同学工整漂亮的作业，回家读书也
开始认真主动。每次检查预习时，她的课文朗读
总是最流利的。我早忘记了这件事，没想到在学
生的心头竟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更没想到
的是张同学，这样一个平时大大咧咧，调皮捣蛋的
男孩，竟能如此心细地发现同学的优点。

这时，我微笑着用征询的眼神看着同学
们。教室里短时间的寂静之后，突然爆发出一
阵热烈的掌声。于是我非常认真地在黑板上写
下了潘同学的名字，并真诚地鼓励她：“潘同学，
你还要加油哟，争取能做五星级学生啊。”潘同
学端端正正地坐着，两手交叉，规范地放在课桌
上，腰板坐得直直的，使劲地点着头，满脸兴奋
得通红通红，眼里溢满了欣喜。

（作者单位：儋州市那大镇第十小学）

“小懒虫”
上了光荣榜

讲课一定要穿西装

“我有几身西装，真过节时，倒很
少穿，可上课却是一定要穿的。”2016
年12月23日，史老师坐在沙发上笑
着说。从教多年，回忆自己教学生涯，
他说：“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
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每次上
课前，必须洗一个澡，将身上的污垢
去掉，他说这样会平添几分精神。穿
上西装，用仅有的一条金利来领带来
搭配，皮鞋必须擦亮。因为在他看
来，每一节课都是在过节。平时穿得
再随便，就是让学生看到你穿短裤拖
鞋，其实也没什么不妥。但每当走上
讲台，就必须穿上最好的服装。他乐
呵呵说道：“这得感谢我的妻子，她知
道我的习惯，总是在我上课前，把皮
鞋擦亮，放在我的书房门边，方便我
穿上。”

史老师个子不高，但每当他在讲
台上讲课时，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渴求
知识的眼睛，用他的学识、逻辑、风趣
讲课能引起学生热切地注视时，他说，

“那是对自己的一种极大的鼓舞。”

让化学课变得生动有趣

化学知识在很多人看来都觉得乏
味、深奥。如何尽最大的努力，讲懂、
讲通、做到完美？史老师几十年来都
在摸索，讲课必须与生活相通，这是史
老师一直以来的化学教学原则。为了
让学生能听懂、用懂，史老师会把讲稿
扔开，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用朋友聊
天时最简单的话语。

“在新装修的房屋里摆上什么花
草，能起到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作
用？”

“怎样才能使皮肤白皙？”
“北京奥运会的游泳馆水立方，表

面看起来像海洋，很漂亮。你知道上
面涂的是什么物质吗？”

“中高档汽车都有安全气囊，你知
道安全气囊是怎样研制出来的吗？”

在教学中，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常运用化学故事、化学谜语、
新闻报道、化学实验、提问、动画或影
像等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

“想学”“愿学”“乐学”的心理下学习。
也常结合学生的实际，联系日常生活、
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选择教学内
容，让学生感受到化学就在他们的身
边，所学的知识对他们有用。

他举了自己小时候在溪边抓鱼的
感受：抓了好半天，一无所获，觉得很
失望。可突然运气来了，终于抓住了

一条不算大却看起来很肥美的红鲫
鱼，当时他那幼小的心会剧烈地跳动
起来，久久不能忘怀。他说：“每上完
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鲫鱼的
感觉。”

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

每到节假日，史老师的手机上，总
有很多不知名的短信发来。这些祝
福、感恩的语句，也是一直支撑他坚守
在教师岗位的原因之一。当问到他看
到这样短信时的心情，史老师害羞地
说：“每次看到这样的短信，自己都感
觉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学生就
像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关心，做父母的
怎么会不开心？”

史老师珍藏着学生给他的书信
短信和出去游玩时拍的照片。刘夏
雨（海南中学教师）是史老师92级学
生。刘夏雨回忆，当初老师为了帮助
其竞岗，留她在自己家里吃住 21
天。史老师指导其备课、修改教案，
制作教学课件，一直陪在她身边，直
至成功竞岗。

他的家里时常有许多学生来来往
往，不论是在学校，还是毕业后，学生
有什么高兴的事，都会与他分享。有
什么困难，都要向他讨教。晋升、提
职、结婚、生小孩或获得奖励等，都会
向他报喜。如要参加比赛、竞岗、申报
课题、发表科研论文或评职称等，都会

请求他指导。有些学生失恋了也会到
他跟前大哭一场，或把一直隐藏在心
里不愿意别人知晓的事情向他倾诉。

“这些是当老师的幸福呀！”他说。

害怕弃掉教学

从海师大退休后的8年，他一直
坚持到多个学校任教，希望传授更多
知识给对化学感兴趣的人。他笑着
说：“如果没有人提醒，我都记不得我
已是退休的。”退休后他的生活作息同
退休前一样，每天早上6：00起床，晚
上12：00睡觉。每天接触的都是学生
和青年教师，每天做的都是教学工作，
每年都有很多的中学化学教师需要他
指导。他坦言：“我与中学，大学同学
都很少联系，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与
自己学生在一起，朋友圈也都是自己
的学生”。

2016年7月，他已辞去海南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工作。但是，他
仍在帮助已经走上教师岗位的学生
修改论文、制作课件、参加比赛。他
常应邀到各市、县给中学化学教师讲
课。当谈到还想不想回到讲台时，史
老师的眼神又重泛光彩，他说，有任
何一个地方需要他，不论多远，多难，
都会前去。

史老师说出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希望自己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倒在
讲台旁，或在学生的怀抱里。

退休教授史君雄痴心教学48载

■ 实习生 戴丹丹 李陈颖超

海南华侨中学汤成慧老师教
的是高二年级，汤老师让学生们去
读一位作家的作品，“学生们这个
学期读了沈从文，汪曾祺，老舍，还
需要他们读一读张爱玲和她的传
奇。阅读需要一点集中力和专注
性，一次只为一个人的阅读，更显
得印象深刻。”汤老师让学生们去
专门看一位导演或一位演员的电
影，给他们推荐印度演员阿米尔·
汗的电影。她说，无论是《三傻大
闹宝莱坞》，还是《地球上的星星》
《我的个神啊》，都值得他们细细品
赏。好的电影，胜过所有的说教，
潜移默化中启迪心智，净化心灵。

汤成慧老师还会让学生们去
拍一些关于春节或春天的照片。

“镜头是一个很神奇的媒介，于寻
常处发现不寻常，于无意义中寻找
意义。让学生们带着镜头去过年，
去定格他们眼中的年味，乃至春天
的气息。这是审美教育的开始，这
是生活理念的植入。”汤老师还让
他们录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有他
们的原创新年祝福。给家人，给师
长，给朋友，给陌生人，给自己，给
这个美丽的世界。辞旧迎新，彰显
的是一种仪式感。

汤老师说，“无论多么新奇的
寒假作业，都需要站在一个目标的
基础上，让孩子们在假期体会之充
分，享受之欢愉，学有所成，悟有所
得。”

搜集春联写春联 阅读经典看电影 和父母来一次旅行

寒假作业可以这样玩

很快就要
放假了，寒假，
你 打 算 怎 么
过？老师们都
会布置怎样的
寒假作业呢？
让我们来看看
有些老师是怎
么布置寒假作
业的吧。

■ 实习生 李陈颖超

搜集春联写春联

“走出校园，去发现你所不知
道的世界。”海口市二十六小语文
老师黄慧娟鼓励学生从文字中萃
取情感精华，表达祝福。她布置
的寒假作业是搜集邻居家或商场
等看到的十副春联，写在综合笔
记本上，也可以自己编写一副春
联，发给班长，班长合并，开学后
做“最美原创春联”评比。她还建
议学生编辑一条原创的独一无二
的春节祝福短信，发给亲戚朋友。

“由你提出倡议，全家一起包
一次有特色的饺子，比如彩色饺
子，迷你饺子等，别忘了拍照分享
到班级微信群哦；最后，在大年初
一给至少三位长辈拜年，要有一
段真诚的拜年祝福哦，如果没有
出行计划，电话拜年也可以，把长
辈们对你说的话记录在综合笔记
本上，开学后与全班同学分享。”
黄慧娟老师说，这样布置寒假作
业是为了让学生体会语言文字的
独特魅力，增强对语文学科的兴
趣。

拍“背影”表达生活感悟

白沙思源学校校长杨锡平老
师说，“我校的寒假作业分为学科
作业和社会实践两部分。”小学部
的寒假作业是记住爸爸妈妈生
日，阅读两部国内的经典文学作
品，中学部则是用手机或相机拍
摄以“背影”为主题的摄影作品，
表达对社会生活的感悟，或艰辛
或快乐，或无奈或幸福。阅读两
部国外名著，并写下感悟笔记。
开学后评选优秀作品并展示。拓
展学生的思维空间的同时丰富寒
假生活。

海南华侨中学徐永清老师
说，寒假作业早已不是过去的纸
质练习册了，现在主要分为两部
分，其一是布置阅读任务，让学生
进行阅读交流。其二是围绕主
题，进行社会调查。更多地体现
人文关怀，比如说推荐奥斯卡电
影让学生看，推荐书目让学生回
去阅读，再者，让学生以小组的形
式做调查，寒假期间正值春节，了
解春节文化，带学生走进生活，以
过年抢红包为主题做调查等等，
部分学生会利用寒假打工，可以
写一些感悟报告分享给大家，还
有部分学生会回老家，建议他们
拍一些照片，看看家乡的变化。

和父母来一次旅行

海南中学徐地银老师往常会
给学生布置纸质练习题，按照学
生兴趣来推荐书目。这次留寒假
作业，他提出要建设“五个一”工
程：一是读自己喜欢的经典名著；
二是学唱一首歌，舒缓心理。流
行歌曲能说出大家的心里话，北
京大学自主招生时就有题目是对
流行歌曲的歌词做评析，近些年
来的高考，也有用歌词来写作文；
三是推荐学生看电影，和家人一
起看电视剧；四是采访一个幸福
的人。寻找身边过得幸福的人，
采访他们，这是很好了解社会的
渠道；五是和父母来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行，可以是走访亲戚好友，
也可以是农家乐，不但可以拓宽
视野，而且能让学生感受到更多
的人文情怀。

徐地银老师说，“五个一”工
程，无论哪一个工程利用好了，都
能够影响学生一辈子。徐老师回
忆说，“高中寒假时阅读了《安娜·
卡列尼娜》《伊万诺夫斯基》和《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三本书对我
影响很大，促使我选择学习文学，
对我的职业和品质都有引导作
用。”生活才是真正的老师，读书
大部分读的是纸质的文字，而生
活给人们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平
台。

读一位作家的作品 看一个导演的电影

面前的他，个子不高，
走起路来有点摇晃。没我
想象中的大学教师那般高
高在上，难以接近。他嘴角
始终抿着，和善地微笑着。
身着一件暗红色格子衬衫，
没有丝毫褶皱，衣领也熨得
笔挺。即便在室内穿拖鞋，
他也始终穿着浅色袜子，整
整齐齐。高高的鼻梁上架
着一副全框眼镜。

他就是海南师范大学
退休教授史君雄，1968年
参加教育工作，至今从教已
经48年，他当过小学教师、
中学教师和大学副教授。

48年教学生涯，史老
师留下了很多“趣事”。

史教授在替学生修改论文。 戴丹丹 摄

“上课是我人生的节日”

寒假就要到了，想好怎么过了吗？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