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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烛刚刚点燃

植根沃土 茁壮成长
王春燕

没有人告诉我，
成长是什么，时间滴滴
答答地溜走，两年的时间悄然而过，蓦然回

在安慰我吧。
“选好上什么了吗？”
王老师一下子问

大家正襟危坐，拿出听课本，神色凝
重。我清了清嗓子，
开始上课。也许这是我

长；
当我第一次开课的时候，
是成长……成
长，伴随着我的生活，悄然发生，而我的成

首，原来我已渐渐成长。
记得那一天，阳光透过窗帘，斜斜地

到了我的痛处。
“嗯，
还没，
没开过，
不知道
什么比较好上，
什么效果比较好。”
算了，我

平生最紧张的一次课，也许也是我平生上
得最烂的一次课。

长，
离不开身边所有小伙伴的帮助。
作为一名老师，
我知道孩子的成长，不

洒在课桌上，我看着后面黑压压的一片听

心一横，干脆把我的问题说出来，向“老法

大家渐渐散去，
我有些沮丧。
“来，
去咖

课老师，内心“怦怦”直跳，闭上眼，深吸一

师”请教一下，毕竟王老师功底深厚，经验
丰富。

吧聊聊。”
王老师到我身旁悄悄跟我说。我

仅仅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学校、家庭，他身
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着各

口气。
“叮铃铃”
，上课铃声适时响起。教室里
突然安静下来。睁开眼睛，看着下面的孩子
们，一脸笑意，依旧可爱，望着坐在后面的
同事，感受到他们鼓励的目光，我突然信心
满满。
“上课！”随着整齐嘹亮的问好，课开
始了，这一切比我想象得更加顺利。
这是我成为老师之后的第一节公开
课，当时的我入职不到一年。当学校通知我
说有四十多位专家和外校的老师来听我的
课时，我的内心十分焦灼不安。没有公开课
经验，该怎么办呢？
接到任务的我坐在办公桌旁，一页一
页翻着语文课本。开哪一篇好呢？这篇太

“那你要不上作文？”
王老师试探性地
问我，
“毕竟学校这两年教研组的关注点在
作文上，
你可以做一个尝试。”

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我的表现估计让
大家都很失望吧。
“来，
大家都讲讲吧，
我们都是自己人，

作文！我不淡定了。先不说怎么上，我

好的方面我们就不说了，主要就是谈谈怎
么改进。”
王老师的一句“自己人”让我有点

连上什么都没有概念啊。不过看到王老师
鼓励的目光，想想有方向总比纠结着的强

安心。
“其实选题还是很不错的，
但有些内
容还不够明晰，
中间的安排还是有点乱。我

吧，
我就应承了下来。好吧，
作文就作文吧，

有一些想法，
你可以……”
我赶忙拿笔出来

就当是一次挑战。
回到办公室，带教宋老师从一堆作业
中探出头来，
“小王啊，公开课有什么想法
了吗？”
看来宋老师也替我思考着，
我的心
中又笃定了一些。
“嗯，我准备上作文，
这两
天先找找资料。”
“那你有什么问题和需要

记。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为我的公开课出
谋划策，
我一扫心中的不安与羞愧，
认真听
着、
思考着、
做着笔记。讨论结束时，
早已过
了下班的点。
天色渐渐暗下来，
学校渐渐安静下来，
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整理着笔记，
修改教案，

种各样的角色。我是老师，而我亦是正在成
长的个体。在教学生涯中，我也还是个孩
子。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
这背后，离不
开身边每一个人的鼓励和帮助。
如果不是王老师似是有意无意地来跟
我聊聊，也许我就会像个无头苍蝇一般找
不到方向；如果不是宋老师无时无刻为我
解疑答惑，
也许我就无法拿出教学设计；如
果不是伙伴们为我提供意见，用行动告诉
我，其实不用紧张，我们都会帮助你，都会
给我鼓励，也许在就业之初，我就没了信
心，
更谈不上之后的迎难而上了。
每一颗种子，都需要一片沃土。作为

忽然觉得心中笃定了不少。我慢慢看着，
想

新手老师，每一步，我都带着紧张和不安，
努力地向前走，这中间，不仅仅有我的努

境，课堂不活跃；散文吧，怕学生理解不了
内涵，课堂没深度……我扫了一眼同办公

可以来问我哦。”
说完，
宋老师又把头埋进
了作业堆里。阳光的映射下，
看到几根白发
在摇曳着。其实我知道宋老师就是这样一

着，也许一节公开课并没有我想象地那么
难，
只要努力去做，
尽力去做，
就可以做好。

力，更重要的是周边的伙伴们，他们给我
鼓励，给我帮助，告诉我其实没有什么好

室的老师，大家都在埋头苦干着，桌上堆满
了一沓又一沓的试卷和作业本。临近期中，

位非常爽朗有义气的老师，
性子比较直，只
要你有问题，她一定倾囊相授。

这一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又是一个好
天气。我的课顺利开讲了。

害怕的，大胆、努力地向前走吧。我很庆幸
能降落在这样一片沃土上，就像孩子依赖

大家身上的任务都不轻，我哪里好意思在
选题上还去请教其他老师呢？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准备，第一次试讲
终于到来了，我请了王老师和宋老师来听

走出教室，宋老师微笑着拍了拍我的
肩，
我也回报她一个微笑。

家人一样，虽然平时我们忙着自己的工
作，但是我知道大家互相关心着、扶持着，

吃着中饭，我还是一筹莫展。教研组长
王老师走了过来，
“想什么呢？”原本愁眉苦
脸的我立马收住神色，怕被领导发现。没想
到王老师微微一笑，
“公开课啊？”原来他早

课。前一节课一下课，
我便匆匆赶到教室作
准备。学校阿姨在后门帮我搬听课老师坐
的椅子，一张一张，搬了十几张，我赶忙跟
阿姨说：
“阿姨，
不用这么多，就两个老师而

成长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到现在我
还是不能回答，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
你问我
什么是成长，我想我就有很多很多的回答
可以告诉你。当我踏着高跟鞋，
拼命按住心

心中便十分安定。
成长从不曾停歇。正在成长的我又快
马加鞭地奔向下一个挑战。这一生中，
我还
会有数不清的公开课，还会面对更多的挑

已洞悉了一切。
我被戳穿了心事，不由得有些不好意
思，只得“坦白从宽”
“嗯，有点儿。”
，
“没事儿，你不用这么担心，公开课没

已。”谁知阿姨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
“不是
啊，
我接到的通知不是两个啊！”
我有点慌
了，
不是两个，
那还有谁？有多少个呢？上课
铃响起，我看见语文教研组的同事们一个

中怦怦乱跳的心，假装镇定地站上讲台的
时候，
是成长；当我和带教老师讨论我的公
开课，确定我的方向的时候，是成长；当我
在同事面前开课的时候，
是成长；
当我听取

战，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尝试，
我内心少了一
些恐惧，多了一些淡然。经历过了就会觉
得，
是啊，
没有什么可怕的，
只要你努力，伙
伴们一直在你的身后，
你一定可以做好。

你想的那么恐怖。”
王老师一脸轻松，这是

一个进来，
原来大家都来了。

伙伴们的意见，备课到深夜的时候，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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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这篇太短；古诗吧，怕学生感受不到意

我最喜欢的老师

作 文 选 登

上海市杨浦区内江路小学 五!! "班 朱保亮

要是问起我最喜欢的老师是谁？我会

赏几眼，
是校园里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
!吃货"

子，
没过多久就会烟消云散，继续开心地和

我们喜欢她，
不仅是因为她风趣幽默、

非常自豪地回答：
“当然是我的班主任吴老
师咯。”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吴老师教了我
们班整整五年。这五年的朝夕相处中，
与其
说她是我们的师长，不如说她更像我们的
家人。全班同学和吴老师建立起亦师亦友

别看吴老师挺苗条的，她可
是个名副其实的
“吃货”
。只要一提起美食，
两眼就会发光发亮。四年来，
吴老师基本上
每天中午都会在教室和我们一起吃午饭。
吴老师食量并不小，我们都很羡慕她怎么

我们打成一片。
!学霸" 要不是看到吴老师身穿华师
大硕士服的照片，谁都不会想到她原来是
个“学霸”
，
这就是所谓的
“反差萌”吧。在我
们眼里，语文课上的吴老师博古通今、
出口

时尚靓丽、古灵精怪、才华横溢，更是因为
她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闪光点。我只是班
级里一个普通的学生，但吴老师推荐我参
加了许多活动，
历练了我的成长之路：乐乐
艺术节的课本剧表演《金色的鱼钩》、乐乐

的牵绊，牵引着我们的心弦，让我觉得每天
去学校上课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关于吴老师的趣事，我可以说上许多，
每次回想起来，都令人忍俊不禁。今天，
就
让我分享几个关键词，来“吐槽”一下我们
最喜爱的吴老师。

吃都不会胖的“特异体质”。她总是一边津
津有味地吃着饭，一边向我们描述各种食
物的营养成分，
这么一来，班上的很多同学
都渐渐不怎么挑食了。
!傲 娇 " 吴老师还自带
“傲娇”属性，
简单来说，
就是
“刀子嘴，
豆腐心”
。班上难

成章，还经常和我们侃侃而谈，一篇课文、
一首古诗，
在她娓娓动听的声音中，
变得生
动而富有诗意。
!强 迫 症 " 我一直以为吴老师是处女
座的，
因为她追求完美，
有点
“强迫症”
。比
如，
她会把教室打扫得一尘不染，
课桌排得

体育节的足球比赛、乐乐读书节的“朗读
者”
比赛，
这些活动都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和
对老师的感激。
今年学校的六一活动，吴老师又推荐
我当主持人，第一次在这么大型又隆重的
场合当主持人，
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当我站

!颜 值 高 " 提起
“颜值”
，我们班都特
别自豪，因为吴老师颜值特别高，尤其是对

免会有个别同学在学习上还不够自觉，吴
老师就会恨铁不成钢，严肃地批评他们。但

整整齐齐；
板书上有一个字没写好，
就擦掉
重写……吴老师也是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

在台上，
和吴老师四目相接时，
我看见吴老
师对我投来赞许和鼓励的目光，
这时，我心

我们笑起来时，特别甜美可爱，像天上的星
星，
像云瑞的霓虹，
像柔和的春风。她总是穿
着好看的衣服和鞋子，搭配合理，几乎每天
都不重复，只要从她身边走过，都禁不住欣

是，我们心里一清二楚，吴老师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很喜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
和她开玩笑，甚至没大没小。她每次生气
后，只要看到他们改过自新、
认真学习的样

我们的，
我们班能一直拿到流动红旗，
绝对是
吴老师精益求精的成果，
而
“认真”
二字才是
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顺便一提，
吴老师其实是
狮子座的，
是一头既威风又俏皮的狮子。

中像是有一股暖流在激荡，千言万语都汇
聚成一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话：
“ 谢谢
你，
老师。”
是您让我懂得了四个刻骨铭心
的字——
—师恩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