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谢伯康）10 月 22
日下午4时，新生街小学四年级的一
间教室里传来少先队队歌。这不是
一节音乐课，而是一节科学课。

上课的是该校专职科学教师陈嘉
诺。这节课的主题是《让弦发出高低
不同的声音》。为了让学生们直观感
受到声音的区别，陈嘉诺专门从学校
实验室里找来了音叉，在网上下载了
多个乐器发出的乐曲，播放给学生听。

“刚播放尤克里里演奏的少先队
队歌，他们就跟着唱了起来。”陈嘉诺
说，《科学》课程里有许多有意思的内

容，包含了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
多方面知识，不少课程还需要现场做
实验，科普性很强。

近年来，新生街小学十分注重
“小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学生开足
了体育、音乐、美术、道德与法治、科
学等课程，并配备了专职的小科老
师，加强了“小学科”的教研力度。今
年秋季学期，随着“双减”政策的落
地，新生街小学再次加强“小学科”的
建设，把原来每天2节的托管课，只安
排1节语文或数学辅导，另外一节课
分别由小学科教师辅导。

“我们学校，基本上没有主课老师
占小学科的课。”新生街小学校长吴方
勇介绍，过去，学生往往盼望了一个星
期的小学科，会被以各种借口占掉，既
影响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又打击到
了小科老师的上课积极性。开足小学
科后，小科老师会想方设法备课，课程
丰富多彩，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我很喜欢上科学课，里面的一
些内容平时生活中都见不到。”该校
四（4）班学生柳蔻表示，他们每周都
会期待小学科的到来，这样的课程，
给他们学习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

除了小学科课程，新生街小学还
组建了书法、音乐、舞蹈、巴乌等7个
学生社团，培养学生兴趣，丰富他们
的课余生活。并经常举办各类比赛，
给予学生展示自我的平台，强化了学
生的学习意识，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全面推
进了素质教育。

抽空回家一趟，正赶上农忙。
汽车行驶在整洁的乡村公路

上，迎面而来是河岸一排排纤细
的柳条，在微风下徐徐摆动，婉若
舞姬柔软的腰肢翩翩起舞，尽显
柔美之态。岸边一株株绿意盎然
的不知名的小草铺满河岸，郁郁
葱葱，一派安宁祥和。

走进村子，铺展在眼前的是
一地粮食，大有“遍地尽是黄金
甲”的气势。墙角蕉黄的芝麻像
一排排训练有素的士兵整齐排列
着，家家户户晒台上铺满了雪白
柔软的棉花……看着村民们因丰
收而忙碌的身影，欣喜之余我竟
爱上这个季节。

小时候，我可是最讨厌这个
季节的。

那时，妈妈会把从地里刚收
回来的粮食搬到晒场晾晒，等到
她把粮食完全铺开后，我的任务
便是坐在树荫底下看护粮食，防
止有小鸡小鸟来偷吃，一分钟、十
分钟、二十分钟……我坐在小凳
子上左顾右盼，一来看有没有小
伙伴来陪我玩耍，二来看妈妈是
不是走了。

一旦妈妈不在，我便以开火车
的速度，一溜烟跑到村头找小伙伴
们玩，照看粮食的任务早就被抛到

九宵云外了。往往是自己觉得还
没玩尽兴，远远就听见妈妈几近爆
炸似的声音，我像装了弹簧一样，
以飞一般的速度狂奔回家。才跑
到隔壁门前，就看见妈妈沉着脸，
手里拿着木条，怒气冲冲地对我一
番机枪轰炸“又疯哪里去了，鸡全
部在吃谷……”为了避免被暴怒的
妈妈打骂，我只好装作无辜的样
子，从地上捡起竹棍，嘴里“嘘、嘘”
地假装赶鸡，然后坐在树荫下开始
无聊地在地上乱画，待妈妈一走，
我便又像脱僵的野马，连蹦带跳地
跑到粮食中央乱画一通……

最喜欢的是剥棉花和打芝
麻。晚饭过后，一家人围坐在堂
屋，依靠微弱的电灯光剥棉花。我
会先给自己圈个“地”，然后快速寻
找那些花上既无杂叶又全张开的
花朵，我会抢先将它们归为己有，
放在自己的领地里，等全部抢到手
后，才开始慢慢剥棉花。我用三个
手指捻住棉花尖，轻轻一拉，完好
无损地将整朵棉花剥出花壳，在长
辈面前炫耀一番后再将棉花骄傲
的抛进篮子里。上等棉花剥完后，
我会选择“长相”较好的，半开放且
无杂叶的棉花，这样的棉花剥起来
虽有些费劲，但棉花结实，有些剥
出来后轻轻一掐，会挤出些许粘粘

的水，觉得挺好玩。最后把那些杂
叶多花絮烂的棉花留给大人们去
攻克。那时，边剥棉花边听大人们
谈论家长里短，有时爷爷会给我们
讲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往往是
大人催几遍去睡觉，却总是极不情
愿，最后不知什么时候就躺在妈妈
怀里见周公去了。

打芝麻的时节到了，妈妈总会
用平板车拉上我和农具到田里打
芝麻，而我总是在扎好的芝麻架堆
里钻来钻去，一个人躲猫猫。玩尽
兴了，就跑到油布上拿起小棍学妈
妈打芝麻。小小的芝麻粒在小棍
的敲打下，约好了似的蹦着跳着离
开芝麻壳落到油布上、地里、钻进
我的鞋子里……等到太阳快落山
了，妈妈才扎起满满一袋的芝麻放
板车上，再拉上小小的我疲惫而
归，夕阳的余晖把板车和妈妈的影
子拉得老长老长。

是啊，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原
始的劳作虽然辛苦，却平添了许
多童趣，增加了我们童年的厚度
与质感。

忆 童 趣
仙桃二中小学部 燕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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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爸爸带我去武商电玩城玩，在娃
娃机夹到一个名叫“玉桂狗”的可爱娃娃。从
此，它便成了我的心爱之物。

玉桂狗浑身毛绒绒的，黄色的礼帽下两
条长长的白耳朵耷拉下来，雪白的脸上镶嵌
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它身穿一条天空蓝的
翻领小裙子，胸口上贴着一个红色的小爱心，
胖乎乎的小手高高举起，好像在向你打招呼。

它不仅可爱，还会监督我学习。我写作
业时常常会心不在焉。有一次，我写作业时
又三心二意了，神游时无意间瞥见玉桂狗的
眼睛。蓝色的眼珠深似海，好像在对我说:

“小主人，学习可要认真哦！”我低头看看桌上
还没写完的作业，羞愧极了。于是重新坐端
正，认真写起来。

它还是我生活中的贴心知己。我有什么
秘密，都会向它说出来。它是一个很好的听众，
每次它都用它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温柔地看
着我，耐心地听我诉说。每当我生气、伤心、愤
怒时对它倾诉出来后，我的心情都会好很多。

爸爸因为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陪我，它
是爸爸陪我一起抓的。所以，每当看到它，我
就会想起爸爸，仿佛爸爸一直陪伴着我。

（指导老师：赵静）

我的玉桂狗
实验三小五（1）班 陈京琳

八月的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有
意义的志愿服务活动。

晚上，巷子里已经伸手不见五指，我和一
位穿着红马甲的哥哥在里面穿梭。我们需要
排查这条巷子里所有的居住人员，问问他们
有没有从高风险区回家，是否接种疫苗。就
这样，我们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大门。

原本进展还很顺利，可敲到20号的一位
伯伯家时，一只黑色的小狗跑了出来，它就像
野兽一样朝着我们狂吠，吓得我和哥哥一蹦
三尺高，并连连后退。直到伯伯出来解围，我
们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登记过程中，有位叔叔还给我们讲了他
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他把电动车放在马路
旁，忘记抽出钥匙。被两名社区志愿者看到
后，一直守在电动车旁，直到叔叔回来，这让
他更感动。叔叔口中的两位志愿者，一位是
我的妈妈，一位是社区的淑玉阿姨，她们经常
参加志愿活动。

排查结束后，哥哥说：“只要大家齐心协
力，就一定可以战胜疫情。”是啊，大家都在为
战胜疫情努力着，我也一样。

小小志愿者
实验二小五（6）班 李程焮

多彩校园

近来，一些学生在追一部韩国
电视剧《鱿鱼游戏》，并时常哼唱剧
中的伴奏，还模仿其中情节动作。
该剧今年9月在韩国上映，讲述人
生失意的一群人突然接到神秘邀
请，去参加一场可疑的模拟生存游
戏，胜者可获得 100 亿韩元的奖
励，而失败者则会走向死亡。

这个充满了血腥和杀戮情节
的电视剧，真的适合未成年人看
吗？存在于学生中间的猎奇追剧
现象，令人担忧。

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他
们会模仿看到的事物、听到的语
言、感受到的习性……正面、良好
的习性，会促进孩子健康快乐的
成长。反之，则会给未成年人带
来不好的影响，甚至导致他们养
成不良的嗜好。

网络虽然给人们带来了便利，
但也不乏夹杂着暴力、色情、低俗、

荒诞等不健康因素，在未成年人分
析、思考能力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盲目模仿，对他们的行为、语言、思
考等方面有不好的影响。我们不
可能阻挡孩子们通过网络去追寻
知识，但作为学校和家长，还必须
做好正确的引导。

2019年，山东省枣庄市有2名
女孩，在家中模仿网络短视频中
用易拉罐制作爆米花，点燃高浓
度酒精，引起爆炸和着火致自己
被烧伤，其中一名全身烧伤面积
达96%，最终不幸离世。现在，学
生们对《鱿鱼游戏》的模仿，又是
否会影响到他们？

因此，学校和家长要做好未成
年人试听内容的把关人。在时间
允许的情况下，家长可以陪伴孩子
上网查阅资料、观看电影、听音乐，
等等。作为家长，需要甄别不适应
未成年人的网络内容，真正担负起

培养未成年人健康用网习惯的义
务，把好孩子健康上网的第一关。
学校和老师要加强学生的健康上
网教育，培养他们辨别是非的能
力，当发现学生出现大面积模仿行
为的时候，需要分析原因，介入其
中，引导未成年人健康快乐的成
长。

学校和家长须培养未成年人
积极正面的爱好。在把好网络关
的情况下，学校和家长还可以培
养未成年一些爱好，如体育运动、
音乐、阅读、朗诵……让他们将课
余时间，用来做一些正面积极的
事情，既可以减少网上浏览时间，
还可以保护视力。

长年带清北冲刺班，他承
受着巨大压力，身体多次“报
警”，但他永远把学生放在首
位，倾尽心血，真情付出；他看
重“黄金40分钟”，苦心孤诣打
造高效课堂；他奉行“团队优秀
才是真优秀”，无私帮助同事一
起进步……他是市第三届“仙
桃名师”胡生淼。

年近五旬的胡生淼，是仙
桃中学数学老师。浓眉，乌发，
走路带风，乍一看就像30多岁
的小伙。他说，“跟少年学生在
一起久了，人真的会变年轻。”
从教近30年，他长期被委以重
任，当“清北冲刺班”班主任共6
年。培养出了15名清华、北大
学生。

人毕竟不是机器。压力最
大那几年，他患上严重的眩晕
症，几次骑车上班路上突然发
病摔倒。妻子揪心不已，到学
校申请想帮他换个轻松点的岗
位。可是“谋”了一圈下来，没
有更合适的人替代。就这样，
他仍强撑着陪学生“冲刺”。

呕心沥血的付出，没有被
辜负：所带学生 98%过重点大
学本科线，好几个还是全市理
科第一名。先后获评全国高中
数学联赛优秀教练员、省优秀
中学数学教师、市第五届高中
数学学科带头人、优秀教师、十
佳班主任等称号，累计在省级
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0多篇，出
版专著《高中数学基础知识全
解》等专业书籍……

不仅是严师，更像慈父。
2015 年高考前夕，有个贫困生
因父亲患癌去世，极为悲痛。

胡生淼搜罗多个类似故事，又
列举身边亲友例证，一次次谈
心鼓励。给他调来好友当同
桌，发动各科老师用各自方式
帮助他、关心他。后来学生终
于走出阴郁，如愿考上武汉大
学。胡生淼又为其四处奔走，
争取多项资助，帮他解决学
费、生活费难题。后来学生给
他发来微信：老师，您把自己
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
前行路……

类似助生圆梦的例子，不
胜枚举。

“教书育人，教的是一颗良
心，育的是一片真心。”胡生淼
说，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份职业，
就得坚守初心，无悔付出。

最近 10 多年，胡生淼肩上
的担子越来越重——受命当仙
桃中学数学备课组长、教研组
长。每带一届“徒弟”，他都倾
其所有，“我所取得的那点成
绩，离不开前辈师父的指导帮
助，所以我也很乐意帮助更多
人。”胡生淼说，看着年轻教师
一步步成长起来，他感受到了
两代人之间的薪火相传，他非
常欣慰，喜悦。

“荣誉只是附加值。一个
老师最高的荣誉，是受学生爱
戴，被家长信任、同事称赞。”问
及对“仙桃名师”的看法，胡生
淼表示，进取无止境、奉献仍青
春。

“徐老师，我长大能和你一
样，成为一名受大家尊敬的好
老师吗？”“我可以，相信你也可
以……”10 月 22 日，沙湖小学
教学楼，一名带着红领巾学生
向迎面走过来的中年男子提出
了心中的疑惑。

学生口中的徐老师叫徐
涛，今年42岁，曾在沙湖中学、
八一学校等地教书20余年，现
任沙湖小学办公室主任，分管
党风廉政工作；他的妻子张军，
40岁，是沙湖中学的教师，多次
荣获“十佳班主任、优秀教师”
等称号。多年来，夫妻二人以
关爱学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为目标，不断地学习、实践、改
进，成为了学生心中的“好老
师”。

2016 年冬天，徐涛和妻子
在附近超市购物，只留下儿子
在家做作业。只见这时，一位
老婆婆颤颤巍巍的走进了家
门，与孩子进行简单交流后，便
留下了3个红包。徐涛和妻子
回家得知情况后，根据孩子描
述信息，得知这位婆婆是一名
学生的奶奶。

该名学生父母离异，全家
收入来源仅靠奶奶四处打零工
才能维持基本生活。某日，该
学生奶奶听邻居说，家长平时
要和老师多走动，孩子才能被
照顾消息后，便将多日打零工
的收入用红包装好后送到徐涛
家中。得知情况后，徐涛便连
夜将红包还给老人家，虽然当
时天色已暗，还飘着小雨，他还

是义无反顾地骑上摩托车，赶
到沙湖原种场奎阁分场，把红
包还给了老婆婆。回到家后，
徐涛给年幼的儿子讲了羊续悬
鱼的故事，希望孩子今后除了
要做一名品学兼优、阳光自信
的学生外，更重要的是要做一
个清廉、守法、担当、对社会有
用之人。

像这样的事还有不少。前
几年，班里有一位学生是外地
来的转学生，因各种原因导致
他的学习成绩跟不上其他学
生。徐涛或早或晚每天总会抽
出几个小时辅导这名学生，经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位学生
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名学
生家长得知情况，从家里拿来
鸡蛋和鱼作为感谢。徐涛委婉
拒绝了家长的好意，并表示“教
书育人是自己的工作职责，东
西坚决不能收！”学生家长只能
无奈将东西拿回了家。

遇到一些拒绝了多次，却
依旧坚持送鸡蛋的家长，徐涛
怕再次直接拒绝会伤家长的
心，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学生
名字和金额记录在册，随后抽
时间带这位学生到书店和商
场，为学生购买书本和生活用
品。

什么是“廉洁”？“廉”是不
贪取不应得的钱财；“洁”是洁
白，是指人生光明磊落的态
度。徐涛总是会跟孩子们说，
要心怀廉洁之心,从小廉做起,
从小节着手,将清正廉洁的思
想真正贯穿于日常生活中。

清风沐桃李
——沙湖小学教师徐涛的廉洁故事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蔡玲

10月15日，市第四实验小学开展2021年秋季学期关爱学生校
园行活动。当天学校组织困难家庭学生一同观看励志电影，宣传国
家资助政策，发放资助物资，部分同学还上台展示了才艺。图为活
动现场。 摄影 记者 陈亚东

10 月 23 日下午，和合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武汉楚馨社
工及黄色壹基金志愿服务队开展

“爱暖童心·相伴成长”留守儿童沟
通能力提升小组系列活动，帮助孩
子们在互动中加深自我认知、增强
自信心、学习沟通技巧。

摄影 记者 张钰

新生街小学开足“小学科”
让学生们不再“望课兴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