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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日子，单纯的记忆，唤起一段单纯
的感动。

我的小学阶段是一段朴素透明的小镇时
光。 一年级在校园的西部读书，西校很像一大
户人家的四合院，我们在这座大院子里摇头晃
脑地背书、学数数，每天迎着朝阳升起五星红
旗，渴望早日戴上红旗的一角。 西校还有座小
院子，养着几只小山羊，平时是不能进去的，我
们只能默不作声在门口看着羊儿们翘着小胡
子闲庭信步。 有段时间饲料不足，每个班级轮
流送青草，兴高采烈的小男生、小女生们轮流
等着挨近小山羊，看它们晃着脑袋慢吞吞地嚼
着我们拔来的青草。

北边教室的尽头拐弯角里装着一排黄铜的
沙滤水龙头———只要用大拇指轻轻一按， 洞眼
里就冒出小小的晶莹的水柱， 把我们弄得很着
迷。前面的人长久地把嘴凑在上边，喝得没完没
了，赖在水龙头上不肯移开脑袋，后边的就去踢
他的屁股。课间总是热闹非凡。午间有一大段好
光阴，男生把领操台当成巨大的堡垒，“仗”打得
很激烈。 女生在洒满阳光的操场上跳花样百出
的橡皮筋，叽哩哇啦地唱着歌谣。

念到二三年级， 大家敬仰大数学家陈景
润，速算比赛风潮一浪高过一浪。 每次比赛，担
任裁判的老师站在操场中心，注视着手表上的
分针秒针，铃一响心咚咚地跳，拿起笔来拼命
心算口算。 分针长来秒针短，几百支铅笔头在
垫板上划过一片沙沙声。 做好了！ 我从课桌间
跳起来，不歇一口气朝操场跑。 记忆中的那个
场面变幻成 MTV 里的慢镜头，一个把红领巾
甩到了脑后的小姑娘兴奋地烧红了脸，在一片
猛然抬起的惊羡的眼神里，快乐骄傲地举着那
张小卷子，向着操场中心冲刺。 那时我很努力，
几乎像陈景润一样算掉一口袋一口袋的草稿。

三年级以后到东校， 一级一级读上去，上
课的教室也从平房一阶一阶升到了三楼。 语文
数学老师都在一幢旧木楼里办公，课间，抱着
一叠本子去交作业，喜欢把楼梯踩得咯吱咯吱
响。 在拐弯的小窗边，踮起脚尖望一下窗外的
蓝天，天蓝蓝的，好像触手可及。

在中午第一节课的明媚阳光里，音乐老师
穿丁字形皮鞋， 踩着表面油漆已经剥落的风
琴，用我们心里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女高音教我
们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让我们荡起
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没有见过真正的
森林和大海，眼光落在教室窗外斑驳的老围墙
上，那里印着连绵的水印和青苔。 小学生有明
亮的眼睛，还有明亮的心灵，大家自自然然地
唱、无拘无束地唱、高高兴兴地唱，在春天般美
妙的阳光里，单纯地相信着“是谁给我们美好
生活”的那个不容置疑的答案。

最后一年，老吴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他
的那间旧教室隔成的小屋子曾是我们的天堂，
架子上有看不完的书，抽屉里有掏不尽的玩物。
我们蹲在门前的水龙头边和他一起洗胡萝卜，
男孩女孩争着往老吴老师的膝上坐， 胡萝卜咬
在嘴里甜丝丝，甩着两条腿无忧无虑。老吴老师
的镜片很有趣， 大的眼镜片中间还有一片小镜
片，我们在私底下热烈地讨论猜测了好久。

毕业的那一年，在西校的一片三角地里种
过水杉，老吴老师说：“再过 10 年，你们再来看
看。 ”直到现在，没有敢轻易去看一次，情愿它
们种在记忆里，种在那座大院子一样温情美丽
的小学校里， 让它们像童年一样不再长大，美
好永远。

长大
有意思

明亮的日子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53）
问卷引发的教育思考（七）

按语：最近，我分别抽取了一所农村和城市小学四年级和六年级中的 1 个班级（各 50 人），针对“学生特长及理想、课外活动、家校合作、
家长教育期待”等有关问题，从学生和家长两个不同角度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出乎预料。 由此引发了我对当前教育教学现状的诸多思考。

在学生问卷的 11 个简答题中，我
对“你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这一选项
最感兴趣，这不仅因为“家庭作业”是当
前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重点、难点
和争议点，而且由此还可延伸至学生的
其他课外活动，进而探讨学生成绩提高
乃至成长过程中其他一些制约因素。

“你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共设计
了 4 个选项， 即：A. 0.5 小时；B. 1 小
时；C. 2 小时；D. 2 小时以上。 在收回
的 189 张有效问卷中，选择 B 项（1 小
时）的竟有 142 张，高达 75%。 其中城
市组 77 张， 占有效问卷总数的 80%；
农村组 73 张，占 70%。 可见，在完成家
庭作业的时间上， 农村学生略高于城
市学生。 但总体看， 这几年的小学生
“减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大多
数学生都能达到 “家庭作业控制在 1
小时之内”的最低要求。

我又以 6 年级为重点，对处于两个
“极端” 的 A 和 C、D 选项作了统计，即

对“完成家庭作业时间最短（0.5 小时）”
和“完成家庭作业时间最长（2 小时及其
以上）”两类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收回的 92 张有效问卷中 ，“完
成家庭作业时间最短的（0.5 小时）”17
张， 占 18%；“完成家庭作业时间最长
的 （2 小时及其以上 ）”9 张 ，不足 1%。
前者农村孩子占多数， 有 13 张之多，
后者城市孩子居多数，达到 8 张。 这可
能跟农村一些家长对孩子无暇、 无力
顾及而疏于管理有关，相比之下，城市
的家长们倒是有精力和时间督促孩子
努力完成家庭作业。

我还把这两类选项的学生和其平
时的学习成绩联系起来， 分 4 类情况
作进一步分析。 即：（1）完成家庭作业
时间短、成绩又较优秀的，共 5 人 ，其
中男生 2 人，女生 3 人，城市组 1 人 ，
农村组 4 人 ；（2） 完成家庭作业时间
短、成绩较差的，共 3 人，均为男孩，其
中城市组 1 人，农村组 2 人 ；（3）完成

家庭作业时间长、成绩较优秀的，共 2
人，均为女孩，又均在城市组；（4）完成
家庭作业时间长、 成绩较差的， 共 3
人，其中男生 1 人，女生 2 人，城市组 2
人，农村组 1 人。

通过分析我惊奇地发现： 这不足
20%的问卷却把“成绩最优”和“成绩最
差”的两类学生几乎全部囊括其中。

如 “完成作业时间短的 （0.5 小
时）”共计 17 人，其中男孩居多，达 12
人， 但成绩在前 20 名的仅有 2 人，可
在后 20 名的却有 7 人之多，又大都集
中在农村组。 其余 5 名女孩，均为农村
组，有 3 名居前 20 名之内 ，但没有后
20 名的。可见，这类学生呈现出的是典
型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轻负担、高
效率”，是真正的“乐学”“会学”；另一
极则是“敷衍了事”，是典型的“厌学”
“困学”。 再就是农村男孩的教育问题
也暴露无疑， 警示我们要引起高度重
视。 在一些农村学校，学习过程中“团

伙式”的“敷衍了事”，往往会带来 “团
伙式”的“厌学”，进而发展成为 “团伙
式”的退学或辍学。

再如“完成作业时间长的（2 小时
及其以上）”8 人， 其中城市组居多，又
全部为女孩，高达 7 人。 这类学生两极
分化更为严重 ， 成绩居前 10 名的 2
人，还有一个（城市组）女孩的成绩在
班里长期处于第一名。 成绩居于后 10
名的 3 人， 其中包括那位唯一的农村
组的男孩。 可见，这部分学生在学习方
法上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即便成绩
突出的， 也是靠拼时间、 拼精力换来
的，长期以往，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

通过问卷分析， 再次证明学校教
学过程中“因材施教”的重要性。 教师
们不能一味地采用一个模式进行教
学，要根据不同学生的智力特点，培养
学科兴趣，激发学习动力；更不能单一
地进行知识传授， 而要在学生学习方
法乃至学习习惯的养成上下功夫。

那是一个傍晚， 落日余晖中路边的
草木蓬勃着生命的葱绿， 满墙的蔷薇散
发着淡淡的清香。 我和朋友漫步在这优
雅迷人的街道上。

正走着，听到身后远远传来热切、喜
悦的叫声“老师……”声音来自蔷薇花墙
另一边的小区院子， 一个男孩正挥着手
向我跑来。喜悦里带着羞怯，微微地气喘
着在我对面的蔷薇里边站下了 。 是
瑞———两年前我教过的一个孩子。 他说
自己就住在花墙那边的院子里， 远远看
着好像是我， 就赶忙跑过来———只为要
跟我打个招呼。

听着他纯真的话语，看着那微汗、有
点羞怯的脸， 顿时觉得包裹着我的身心
的全是鲜花、满是清香———多好的孩子。

我教他，是在他上六年级时。 他学习
成绩一般，也没什么特别的长处，唯一让
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邋遢的形象：衣服基
本没有干净的时候， 而且又总是不合体。

因而除了几个和他特别要好的男生之外，
在班里人缘很一般，女生就更不会和他来
往了，可是这并不能阻挡他喜欢女生。

六年级小孩子或许开始意识到男女
的不同，偶尔会听到谁喜欢谁的说法，心
想毕竟只是一种懵懂情感的自然衍生，
并不是什么过错，只要外人不去强调，它
会像风一样来无踪去无影。 因而当我听
说瑞有喜欢的女生时， 也想顺其自然无
为而治。 没想到他因想传纸条而没有成
功，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这次不是起哄
之后的一闹而过， 而是那种欲说不说的
取笑，这弄得瑞有点闹心了。虽然他一再
否认， 但有一天他还是正式来找我谈这
件事了。由于他的郑重和不安，我特意选
择了少有人迹的校园人工湖边。

看到我对他的鼓励， 他鼓足勇气向
我抖出了那“巨大”的心事：“老师，我喜
欢咱班一个女孩子。 好多男同学知道了
都笑话我，老师你会不会笑话我？ ”

我拉起他的手，拍了拍。“瑞啊，喜欢
女孩子不是丢人的事，而且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长大了，会用欣
赏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人和事了。 ”

“你喜欢的女孩子我知道是谁。她恬
静懂事，学习好，又干净漂亮，写字也好，
老师也非常喜欢她。 你喜欢她说明你有
眼光。 你喜欢健康向上的女同学说明你
也是积极向上的， 起码你内心是向往积
极向上的。 ”

渐渐地，瑞脸上的表情开始放松，他
有些急切地问我：“那我可不可以写信告
诉她？ ”

“千万不要把你的想法告诉她！你要
喜欢一个人就要默默地喜欢， 不要告诉
她也不要告诉别人。 因为你喜欢的是她
恬静的样子，如果她知道了，会骂你呀、
害羞呀、哭呀，就不是现在这个让你喜欢
的样子了。就像咱面前的人工湖，太阳下
闪着金色的小波纹，水里有柳树的倒影，

红色的小鱼，多美。我们喜欢这景色就静
静地欣赏。如果因为喜欢而去打扰，水就
浑了，小鱼也跑了，柳树的倒影也乱了，
就不好看了，不让人喜欢了。 是不是？ ”

看他点头， 我接着说：“喜欢就默默
地藏在心里。 好好学习，讲究卫生，还要
热心帮助同学，这样大家都会喜欢你，她
也会喜欢你。 到那时就没人笑话你了。 ”

瑞如释重负地笑着跑开了。
此后，瑞特别信任我，上课听讲很认

真，穿戴也略略整齐了些。 只是没过多久，
学期结束了，他升入高一年级，离开了我。

两年来，我再没见过他，偶尔不经意
中会想到他， 想到那个跟我说心事的男
孩子，却有些模糊、有些淡漠了。 但他气
喘吁吁地跑来， 只为叫一声老师的那个
傍晚，在蔷薇花影和芬芳里，一切都是那
么清晰———一个孩子的懂事和他对老师
的情意。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寿光市建桥学校）

走进西塘，已是夜色时分。 从入口
处进入，小桥、流水、大红灯笼、临水而
居的古朴客栈，古镇特有的景致便映入
眼帘。

伴着飘飞的细雨 ， 漫步在烟雨长
廊， 置身于白墙黛瓦的明清建筑中，像
是走进了一幅古朴的画卷中。 看雕栏玉
砌，亭台楼阁，恍若时空交错。 长廊边，
各种特色的工艺店沿河而开。 木雕、根
雕、民族服饰 、挂饰……不过最让我钟
情的当属印有青花瓷的纸质笔记本。 打
开，里面是薄薄的宣纸 ，点点碎印点缀
其间。 于是选了一本，刻上西塘的印章，

如获至宝一般。
从烟雨长廊行至酒吧一条街，则又

是另一番景象。
“如果有一天，没有了我的消息，那

我一定在这里，我在西塘等你。 ”这是西
塘一家酒吧门外的标语。 是的，当你行
走在西塘的酒吧一条街，到处可以闻到
和爱情有关的味道，延伸到周围的各个
角落。 “百花深处”、“半朵悠莲”、“爱情
时光”、“西风瘦马”、“转角爱”， 这些酒
吧的店名，染着唐诗宋词的风韵，足够的
诗意浪漫。

西塘的酒吧，大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幽幽的灯光下，很适合怀旧。 找一间心
仪的店面，选一处临窗的位置 ，坐上一
小段时光，喝上一杯咖啡或红酒 ，看夜
色中的阑珊灯火，听上一曲老歌。 过往
处，如古朴的雕花木窗 ，印着岁月斑驳
的旧痕。

如果说夜色中的西塘犹如一个风
情艳丽的女子，透着迷离暧昧。 那么在
天光破晓时醒来的西塘则如一位清丽
的少女，透着安逸宁静 。 清晨 ，起了个
早， 走过昨日经过的青石板弄堂小巷，
听足音发出清脆的声响。 此时，昨夜喧
闹的西塘恢复了宁静 ， 在迷蒙的雨雾

中，如同一首婉约的宋词。 走在河边，有
摇橹的船夫悠闲地划着船。

这时，街边有些店铺已经开张，袅娜
的烟火从店门口飘散开来， 一天的日子
便从这烟火中拉开了序幕。 古镇的生活
从容闲散，没有城市的步履匆匆。走进一
家店铺，喝上一碗稀饭，吃上西塘特色美
味的早点，那种感觉，仿佛回到了快乐的
童年时光。

烟雨西塘，像摇橹荡开的一个梦，在
雨打风吹的流年之上，清晰而又朦胧，似
醉却又非醉。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金山小学）

大人也需要表扬，更何况孩子，所以我
们不要吝惜自己的表扬。 我就是一路沐浴
在老师表扬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

公开读我作文的丁老师

到青峰小学读五年级之前， 我成
绩很差。到青峰小学之后，这种状况有
了改变，这改变来自一篇作文《一件难
忘的事 》，我写的是真实的事 ，用了两
个词语 “腼腆 、铿锵 ”。 那是在字典上
无意中翻到的， 人物的外貌描写也受
到了语文老师的青睐， 他在班上公开
朗读了我的作文， 并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当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像一只小鹿
在奔跑。 这位出生在革命老区的男教
师姓丁，中等个子，声音很有磁性。 此
后的一篇文章也受到了丁老师的好
评，不但在班上读了，而且还把我和他
已毕业的一位学生相提并论， 那位学
生以文笔好出名，后来考取了中专。多
少年后，我还记得这位丁老师，记得他
读我作文的样子，眼睛闪烁着光芒，两

手在课堂上挥舞着抓握着， 脸上洋溢
着自豪的幸福的神情。

在丁老师的表扬声中，我顺利考取
了镇上的初中。

中途任命我当班长的彭老师

彭老师，也是青峰人，民办教师，白
白净净的中年男人，衣服总是洗得干干
静静、熨得笔挺，自行车也总擦得亮亮
的，喜欢讲笑话，声音洪亮，步伐矫健，
带我们语文兼班主任。 但彭老师出名的
科目是地理， 据说他上地理课从不带
书，上课就讲，滔滔不绝，头头是道。

我最欣赏的，还是彭老师的干净利
落，听说他没课的时候就将外面的裤子
脱下来，整理好挂在床头，有课的时候
就换上，是一个很注意形象的老师。 我
的教师梦恐怕和彭老师的形象有关。

我们班的班长，喜欢睡觉，办事慢
吞吞的，我不知道这个家伙怎么当上了
班长，学习不行，也不管事。 那时我的语
文成绩一直不错，尤其是作文经常被彭

老师表扬。 终于有一天，彭老师因为一
件事罢免了他，我顺理成章地成了新班
长。

彭老师常常把我喊到房间里，叮嘱
我管好纪律。 彭老师的房间布置得很简
单，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个箱子，再
就是日常用品和学生的作业本，收拾得
井井有条，窗明几净，特别是墙上的一
幅条幅让我至今难忘“物要整洁，人要
精神，事要尽责”。 一个民办教师，工资
不高，但对人对事的态度却很阳光。

工作以后， 听说彭老师因为错过
了政策辞了职， 回到家乡后被村里聘
用。 之后我们也见过几面， 但谈得很
少，估计他近况很是寥落。 我常常想，
哪一天找个日子， 约上当初班上几个
要好的同学，让师娘烧上几个农家菜，
师生几个就在彭老师家的那棵桂花树
下，一醉方休，不亦乐乎!

提拔我的曹老师

曹老师，名先礼，我的物理老师，个

头高高的，很活泼，喜欢打球。
那是 2004 年的下半年， 听说学校

新来了一位校长，见面的时候才知道是
曹老师，我们只简单地聊了几句，他说：
“我把孩子们交给你 ， 你要给我好好
带。 ”第二年上半年，曹老师提拔我做了
教导主任，他充分地放权给我，教育教
学的工作基本由我独立做主。

在他的培养下，我熟练地掌握了教
导主任所要做的所有事务，教导方面的
所有的技巧活儿也是谙熟于心。 这又让
我的老师有了表扬我的机会。

我是农民的儿子， 有的就是干事
的踏实和负责， 有幸遇到了直爽的曹
老师提拔了我， 现在我能坐在副校长
的位置上 ，这和曹老师的慧眼识 “才 ”
是分不开的。

我是在表扬中一路走过来的，做了
教师的我， 应该成为表扬的传递者，那
就做一束默默的光线吧，让我的学生们
沐浴在表扬中、阳光中。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东至县汪坡中学）

蔷薇飘香的傍晚
□ 李培新

一路走来一路阳光

烟雨西塘

□ 肖学堂

□ 陆 蓉驴友坊

忆往昔
李善斌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中学 李永敬 安徽省太和县双庙镇中心学校

李安政 江苏省滨海县北坍初级中学 朱瑞宽 河北省承德县六沟初级中学 夏清平 湖北省武汉市马房山中学

宋秋荣 河北省献县县直幼儿园 叶洪德 福建省浦城县古楼中心小学 喻胜波 贵州省金沙县沙土镇初级中学

付向东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煤高中尹 红 山东省邹平县蒙家小学 刘 伟 安徽省利辛县孙集中学

凝眸回望，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是一条纽带，让远隔千里的

我们心意相连；春是一份情怀，让

素未谋面的我们彼此相知。春天，

希望在这里启航；春天，思想在这

里放飞……

中国教师书画院继上期与您

相约春天，再次邀您一起续写春

天的故事，让我们拿起五彩的画

笔，濡毫泼墨，走进浩浩春风，追

随春的舞步，一起描绘春天的蓝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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