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笛轻吹

常规教育是小学教育工作的重
点，良好的常规教育有利于小学生主
动性和积极性的培养，而不恰当的常
规教育将对孩子的主动性、积极性产
生抑制作用。反思小学常规教育过程
中教师的不合理行为，常规教育应该
不压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或者说
能引导发展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一、常规教育的存在意义

班级日常管理中教学常规很重
要，“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果常
规没有建立好，学生将无法形成良好
的习惯，教师也因在组织各环节活动
时要分散精力去维持规则而影响活动
的质量。所以常规培养是教育过程中
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我们提倡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但
并不等于不要常规教育。小学生思维
活跃、热情活泼，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
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然而由于他们年
龄小，自我控制、辨别是非的能力差，
因此，作为教师既不能放纵孩子，又不
能管束太严，应掌握一定的“度”。只有
这样，才有助于孩子健康地成长。

二、常规与主动性积极性的关系

提到“常规教育”，有些教师总是
将它和“严格遵守纪律”、“如何管好孩
子”等同起来，于是常规教育便成了对
孩子行为进行控制的过程。如若常规
教育以管理为目的，那么常规教育的
作用将由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转化为
扼杀学生个性发展。管理是手段，管理
的真正目的是“育人”，是教育学生成
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创造性，
展示自己才能的人。

所以，我认为，常规教育不应该压
制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或者说应该
能促进其发展。

三、在日常教学常规中发挥学生

的主动性、积极性

1、充分发挥教师在常规教育中的
作用。

(1)教师用积极、清楚的言语揭示
常规。当教师用积极的言语来说明规
则和要求，而不是简单说明“禁令”时，
孩子才更有可能记住和遵守规则。教
师要善于观察、及时调整教育方法，培
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习惯。

(2)有效地与学生交流，提醒学生
的不合理行为。

与学生有效交流，提醒不合理行
为时，教师必须掌握一些与孩子交谈
的技巧，达到有效地对孩子进行常规
教育的目的。

2、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
参与制定常规。

班集体的建设离不开以班主任为
首的教师集体的细心指导，更需要孩
子们的积极参与。学生作为班集体的
主体，是常规实施的对象。因此，常规
的制定应从学生的特点出发，并让他
们主动参与，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使
之能够主动遵守常规、互相监督。

日常教学中的常规教育与小学生
主体性、积极性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关
系，常规教育在每天的活动中潜在地
影响着孩子们，促进或抑制着孩子的
主动性。我们应重视这些看似无关痛
痒的常规，遵循教育规则，持之以恒地
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引导他们成长为
一个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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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榜山

王安石出生于江西清江县（樟树市），少年有
一段时间生活在老家临川，后随父定居江宁(南
京)，在京城开封为官多年,其间到过江西金溪、贵
溪等地。在金溪，王安石见到了神童方仲永，并写
下了著名的《伤仲永》。

王安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到贵溪呢？
贵溪一中校园后面有个山洞叫徐岩，据史书

记载，岩洞里有一座依岩而建的草堂叫“三山
堂”。北宋时，贵溪人徐绍（字景昭）隐居在三山堂
读书，他满腹才华却不参加科举考试，一时传为
奇谈。

北宋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
氏在东京开封去世。十月，王安石带领众兄弟举
家奉母灵柩回江宁，并留在江宁为母守孝三年。
在这期间，他摆脱了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往来应酬
的干扰，潜心于探讨和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为
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治平二年（1065）底，王安石守孝期满。朝廷
下诏书让他回京，王安石却托辞有病，说：“臣抱
病日久，未任跋涉。见服药调理，乞侯稍瘳，即时
赴阙。谨具状奏闻。”婉言谢绝了朝廷的诏令。

1066年，王安石主要从事授徒讲学活动，通
过讲学，王安石宣传了他的改革思想，并在周围
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以他为代表的新学学
派，为后来推行新法准备了舆论和人才。这一年，
王安石路经贵溪，听好多人提及徐绍，于是前去

拜访，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徐绍热情挽
留王安石住了五天。

王安石问徐绍，为什么一直不参加科举考
试。徐绍谈起了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他认为，科举
考试以死记硬背为主，这种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
官员文才和背诵功夫都很好，但处理政务的能力
却不一定很强。这种考试方法是鼓励人们去终生
学习对社会无用的知识，而真正的人才却老死山
野。王安石说自己也深有同感，认为当时学校的
教育就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违背了“教之道”，
王安石说：“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
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
教之道也。”交谈中，王安石道出了自己决心变法
的政治抱负，并胸有成竹地说，朝廷很快就会改
革科举制度。

临走时，王安石赠诗一首《徐秀才园亭》：
茂松修竹翠纷纷，正得山阿与水濆。

笑傲一生虽自乐，有司还欲选方闻。

该诗前两句描写了三峰山脚下的秀丽风景，
后两句则奉劝徐绍，一世潇洒狂傲看似自得其
乐、逍遥自在，其实是一种被迫无奈的消极处世
态度，并明确告诉徐绍，朝廷还是需要选用博学
有用的人才担任官职的。

这首诗改变了徐绍的人生，老大不小的徐绍
终于决定参加科举考试。

不久，英宗病逝，锐意改革的神宗继位，他起

用王安石任江宁知府，接着又召王安石入京，任
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给神宗上了一道奏章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提出了他主张变法的理论
和根据，奏章中果然谈到科举制度的改革，王安
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以诗赋记
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
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神宗看了这份
奏章非常高兴，赞同了王安石的改革意见。熙宁
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
宰相）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包括改革
科举制度，整顿学校教育。
熙宁三年，王安石升任宰相。这年春季，徐绍

参加全国会试，三月初八殿试进士时，神宗只考
策问，“罢诗赋论三题”。徐绍一举成名，中了进
士，后任兵部员外郎，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事务
性官员。

除送给徐绍的那首诗外，王安石在贵溪还留
下好几首诗，其中有：

赠叶公佐

残生伤性老耽书，年少东来若起予。

各据槁梧同不寐，偶闻微雨落阶除。

龙虎山

一湾苔径引青松，苍石坛高进晚风。

方响乱敲云影里，琵琶高映水声中。

王安石在贵溪
叶 航

信江畔月光踱步

水之湄柳下吹箫

只因思念似水

只因等你如归

小洲的郁金香早已凋落

岸边曾漫步的油菜花地

已疯长出钢筋水泥的丛林

牵手走过的浮桥

也被岁月的流水冲走

只有一同坐过的那块“浮石”

如我们守望的爱情

在心中从未淹没

为你摇桨的玉手

已画满岁月的脉络

一起采莲的小舟

已搁浅成载不动的愁

为你洗衣的那只杵

已沉睡在老屋

而我不再独自

去岸边汲水

两个人的水车

再也转不动历史的沉重

浅浅的海湾

长长的信江

亲爱的

你是否能涉水而至

在分别的码头

你不相识不要紧

手持你给予的一串红豆的

那就是曾经美丽的我

白发苍苍

容颜不再

而我依旧等你

在水边

等你，在水边
王 梅

心香一瓣

十年之前，我刚刚二十出头，激情四射、血
气方刚、有崇高理想，话很少，笑得大声爽朗。
十年之后，我已是三十而立，生活丰富了我的
情感，经历充实了我的内心，话多了，笑得轻微
含蓄。

十年之前，我常常衣着光鲜，追求时髦，看
重名牌，总认为非此不能引起众人的注意，非
此不能吸引他人的眼光。十年之后，我不怕旁
人说我老土，哪怕是土得掉渣，我非常享受这
个词，虽然不好听，但至少活得真实。我就是
我，不需要、也没必要为了谁而刻意装饰。

十年之前，我的发型只有一种———飘逸的
长发，价格决定发型，发型决定着外貌，希望以
相貌展示自己。十年之后，我的头发剪得很短，
短到可以见到头皮，觉得这种剪了还会再长的
东西，越少花时间打理越好。相貌悦人于一时，
德才感人于一世。

十年之前，我和谁意见不合时，会大打口
水之战，信口开河，夸夸其谈，不争只言片语也
要争扬眉吐气，即使理屈词穷，也要嘟囔三言
两语。十年之后，觉得与他人气场不合时，我会
稍微远离他。岁月教会了我，多说无益，默默地
做正确的选择，比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来得更
实际些。

十年之前，我希望自己心有七窍，总认为

在红尘迷离的俗世间，不想被人伤害，就得多
留个心眼。十年之后，我愿意自己心地专一，知
道“诚实赢得千家赞，虚伪招来万户嫌”。真心
换真心，其他的心眼都是多余的。

十年之前，我经常和妈妈犟嘴，我的口头
禅是，“我长大了，你别管了”。十年之后，我时
常默默地听她唠叨，还常常问，您说这件事怎
么办好呢？

十年之前，我说人活着得为了理想。远大
的理想才能成就伟大的人生，这山望着那山
高。十年之后，我说人活着得基于现实。因为知
道时间能证明理想，也能推翻梦想。一步一个
脚印，生活就得脚踏实地。
十年之前，我还是父亲的儿子。上桌就吃，

倒床就睡，抬腿就走，天塌下来有父亲顶着。十
年之后，我却是孩子的父亲。上有双亲，下有嫩
儿，中有娇妻，我已是家庭的顶梁柱。

时光总是毫不留情的把人带过一站又一
站，即使你再怎么不愿意走。站在今天的屏幕
前，看着昨天的光阴，眼前有太多的遗憾和伤
感，其实，这就是成长的足迹，深浅不一，杂乱
而有序。

人生有几个十年，生命又有多少能让我们
挥霍的时间，把握现在，才能展望未来。因为敬
惜，所以珍爱。

十 年
舒先红

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欢乐，
更充满了爱。

我们的童年充满了爱———
父母的爱。他们无微不至地关
心我们，把一切都献给了我们：
早晨为我们准备可口的早餐，
晚上又为我们盖被子；夏天为
我们驱蚊打扇，冬天又为我们
祛寒。总之，我们都是父母的心
肝宝贝，他们满足我们的任何
要求，为我们付出了许多许多
……

我们的童年充满了爱———
老师的爱。老师的眼睛像闪动
的星星，照亮了我的心。每当我
的成绩进步时，老师便会向我
投来赞赏的目光，似乎在说：
“你真棒！”每当我的成绩退步
时，老师就会向我投来责备的
目光，又像在说：“你这是怎么
了呀？要努力呀！”老师那会说
话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

海里，她的目光中洋溢着她对
我们真诚的爱……

我们的童年充满了爱———
同学们的爱。我们之间互相帮
助，互相学习，蔚然成风。每当
哪位同学遇到困难时，班里的
其他同学都会热心地帮助他。
记得有一次，班里的一个同学
手受伤了，需要一笔钱，可他的
家境十分困难，根本付不起这
笔钱。班里的同学知道后，立刻
开展了献爱心活动。他们把自
己平时攒下的零花钱全都捐给
了这位同学，还买了许多补品。
那一瞬间，这位同学的眼睛湿
润了……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美好
的、色彩斑斓的，那充满金色的
童年是每个人都最珍贵的财
富。

（指导老师：邓雪芳）

金色的童年
卢 芳

如何处理好日常教学常规和发挥小学生主体性积极性的关系
姚丽荣

在学校操场的西面，有一株生长茂盛的柳
树，它一年四季变化多端，带给我们的好处自
然也不同了。

它的主干倾斜，外皮坑坑洼洼，摸起来又

粗又硬，就像士兵穿的铠甲，也许这是它的防
身武器。你可能会问，主干一年四季都是不变
的，那它的变化在哪里呢？别着急，我现在就说
给你听：

春天，柳树抽出软软的、柔柔的枝条，上面
吐出了几片嫩黄色的新叶，像一颗颗小瓜子。
一根根柳条垂下来，就像一根根绿色的绸带。
远远望去，就像一位少女正在梳理自己的长
发。

夏天，柳树的叶子逐渐变成嫩绿色，那叶
子绿的发亮，像打了一层蜡一样。狭长的叶子
又绿又密，远远望去，就像一大片浓绿色的云，
在为我们遮蔽炎热阳光。夏天的她就像一位警
察，在为我们默默地服务着。

秋天，柳树的叶子变黄了，但是她依旧不
愿离开妈妈，这时，她像一位勇敢的战士，在与
寒冷的秋风搏斗着。

冬天，柳树的叶子落了，落到她妈妈的脚
边，至死不忘给她的母亲和下一代作出一点儿
贡献。此时，她又像一位孝敬父母的好儿女。
我爱柳树。因为她不仅能给我们带来许多

快乐，还能给一些人带来一些经济收入，更能
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指导老师 徐玲萍）

多姿的柳树
汪依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