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责任编辑：焦成冉

助理编辑：季君珂

支教日记专版

刘顺

ZAOZHUANG

E-mail:zzxywxb@163.com

墙绘的理想与现实
履美术与艺术学院

作为一名美术生， 我对于画墙
绘是不陌生的。自从来到新疆，我似
乎就与墙绘结下了不解之缘， 隔三
岔五就能接到画墙绘的任务。 我所
任教的学校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在
我们到来之前， 全校也就只有一名
美术老师， 几乎所有的班级都需要
她来上课。同时，学校的大部分墙绘
也都是由她完成， 虽然可能不那么
完美。而在我们到来之后，帮助学校
绘画了二百多平方的墙绘， 这对学
校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惊喜。
最近，我们校长突发奇想，让我
们在刚建设完成的厕所墙壁上画墙

“
支教是种责任和义务，是去付
出的， 而不仅仅是去寻找一份高尚
感与自我感动； 支教是一份服务于
他人的工作， 而不仅仅是一次服务
于自我的旅行， 真正负责任的支教
志愿者， 不应该是一个只有热情的
支教旅行者。” 野生作家大冰曾在
《我不》 这篇作品中写下如上这段
话，表达了他个人对于支教的看法，
那么于我们而言， 支教又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我们又是否
真正的帮到了孩子们呢？ 我想下面
的几个小故事可以说明一切。
自9月中旬开始到受援学校上
课，距现在已经三个月的时间，三个
月间我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我到底教
会了这群可爱的孩子们多少知识，
但我想我也在确确实实地影响着他
们的心灵。 课上我尽可能的多为他
们传授一些英语知识， 课下我与孩
子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有一天一
个小女孩塞到我的手里五根卡条，
悄悄告诉我：“
老师，你回去再看，不
要告诉别人呦！”孩子们的心就是这
么单纯， 喜欢你就把他认为最好的
东西送给你。
进入冬季， 在寒冷的摧残下我

时光茌苒， 四个月的援疆实习
工作已进入尾声， 回想跟学生们相
处的这一段时间，值得回味，因为我
不断进步、不断成长，获益颇多。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需要良好的师德。 因此四个月来我
坚持进行品德修养的学习， 提高自
身的思想觉悟， 形成自身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 我深知具有人格魅力
的重要性， 并一直努力去做到。平
时，我虚心向指导老师取经，共同学
习进步。
作为一名实习老师， 我认识到
不断提高自身能力， 增加知识的深
度和广度以及自身的学识的重要
性。所以，实习工作以来，我不断学
习，丝毫不敢松懈。除了去听课，一
有空闲时间， 我便潜心研究教学方
法，学习教学技术，将所学的教学理

新疆的冬天， 是寒鸦随意而空
旷的叫声， 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株
孤零的枝干， 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
毛蓬松的老麻雀， 是伴着火炉和书
的夜晚。在我们又一周的忙碌中，回
家的日子又近了。 来时火车上的情
景还依旧历历在目， 转眼间归途已
近在眼前。 刚开始心心念念盼望的
回家， 现在却成了最难以言喻的想
法。舍不得啊！打从内心深处舍不得
我两个班的孩子们！
我们班一个漂亮文静的小姑娘
问我:“老师，你能不能别走，是不是
你走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那一
瞬间我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 我都
感觉我快要控制不住自己将要流出

绘，并且确定了内容为海底世界。在
厕所画墙绘可是我人生中头一次，
也可能是最后一回。
就在我们刚刚确定绘画内容，
并用铅笔画出线稿时， 突然传来了
上级领导检查的消息， 并且是个大
规模的检查。 于是， 校长又要求在
检查之前完成墙绘， 为了赶进度，
阿老师就带领着学生们去涂颜色，
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 黄黑相间
的热带鱼变成了黄紫相间， 海蛇
长出了背鳍， 海马变成了秃顶，
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唯一
幸免遇难的就是一只鲨鱼和两只海
龟， 因为这两个体型比较复杂， 学
生们没敢动。

赵书阳

最后我们用了两节课的时间将
鲨鱼和乌龟画了出来， 而原定的海
底世界墙绘， 此时也变成了一面涂
抹不均匀的蓝色墙面上贴着一条条
串了色的海洋生物， 而画面上唯一
能看的也就仅仅只剩我画的一条鲨
鱼和一条剑鱼以及张老师所画的两
只海龟。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给
学校丢脸。 每次听到学生们说那条
鲨鱼最好看的时候， 我还是会沾沾
自喜的。
而该来的总会来， 好不容易赶
完工应付了检查，检查人员刚走，校
长就对我们提出了建议， 除了鲨鱼
其他的都需要整改，虽然要改，但由
于图案已经被填充了颜色， 是真的

没有多少更改的余地了， 最多也只
是丰富一下内容， 更改部分鱼的颜
色，例如那条秃顶的海马。
小时候梦想的实现是非常偶然
的，即使实现了也可能是阴差阳错，
而越长大， 一些自己的想法也越容
易实现， 因为我们可以想着自己所
想的方向去努力。 至于这次墙绘的
失败主要是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计划一个月完成的任务无论如
何也不能用两天完成， 并且还能保
证质量。未来还有很长，希望在未来
的半个月内， 我们能够将墙绘变得
合格，甚至完美。
（2019.12.07 支教第 94 天 任
教于疏勒县第一小学 )

情浓路短，天冷路就长
履文学院

得了感冒， 这本是一件令人伤心的
事情， 但是孩子们却也让我感受到
了温暖。我刚拿着书进入教室，纪律
还有些乱，而我又一直咳嗽个不停，
这时候在班里传出一个声音：“你们
没看到老师那么难受吗？ 老师一直
咳嗽，鼻子都红了，你们还要让老师

吝晓雯

生气吗？”，这句话话止时，孩子们的
说话声也停止了， 尽管因为嗓子哑
一节课我的讲课声音都很小， 但是
孩子们依然都很乖。 他们对我的宽
容和体谅， 让我在寒冷的冬季感到
温暖。
“还有三周老师就要走了，我们

一起珍惜最后三周的时间， 争取学
到更多的知识，期末考一个好成绩，
好不好？”，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孩
子们没有如我想的那样回答：“
好”，
反而表现的很沮丧， 甚至一个小男
孩趴在桌子上哭了， 说不想让老师
走，我的心里一时间也五味杂陈，很
后悔告诉他们我即将走了来影响他
们的情绪。 我告诉他们：“
我走了还
会有新的老师来教你们， 下学期还
会有我的同学们来这里支教， 如果
有缘，我们一定可以再遇见。”
最纯净的莫过于孩子们的心
灵。 我们个人带给孩子们的影响是
微不足道的， 但是我们手中支教的
接力棒会不断地传递， 我们对于孩
子的爱也会不断地传承下去。
援疆之路， 情浓路短， 天冷路
就长。
（2019 年 12 月 7 日，支教的第 93
天

任教于疏勒县第二小学）

认识自己，宽待他人
履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虽然在这四
个月的实习工作中， 我的教学方法
还不是很成熟， 但我已学到了很多
并将继续学习。 积极虚心地听取指
导师及其他教师的意见， 并进行及
时的调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
平时的教学工作中认真备课， 并及
时反思， 针对学生课堂上出现的问
题，进行改进，致力于营造活跃的课
堂气氛。 在教学中注意与学生的交
流、 适时地引导学生， 致力于营造
“快乐语文”课堂，让学生快乐学习
并学有所获。

高云燕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不
仅要懂得“教书”，更要懂得“育人”。
三年级的学生在很多方面还处于很
懵懂的阶段，班中有许多学生吵闹、
调皮乃至执拗，所以任务更是艰巨。
实习工作让我受益匪浅。 我知
道主题班会是教师工作的重要部
认识自
分。 我组织了一节主题为“
我、宽待他人”的主题班会。经过本
节班会大家各自的发言， 学生更加
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也开始宽容他
人，学会多用礼貌用语。回顾班主任
实习工作， 我的最大感触足是对学

的眼泪了。 谁能想到这两个班的孩
子们对我有多重要， 他们是我第一
次带的学生啊， 他们是我教师生涯
的开端， 是我多年以后想起来内心
还会泛起波澜的孩子们啊！ 他们给
了我最初的热爱， 给了我最初的信
仰， 让我对以后的职业生活充满信
心！ 我教给他们的只有短短课本上
的浅薄知识， 但他们带给我的却是

千里 西 风 ，
别后总成遥梦。
趁现在时光可
鉴， 紧紧握住掌
心的温度。
在新疆喀什
履
地区学校支教期
文
间的目前所闻、
学
所见、所感，累且
院
充实， 时常还以
曲
惊梦的形式翻涌
薇
于脑海。
提起 新 疆 ，
是李白笔下那
“
明月出天山，苍
茫云海间。 长风
几万里， 吹度玉
门关” 的辽阔苍
茫、雄浑磅礴；是戍边将士们月光
下伫立遥望故园时， 浩浩长风掠
过几万里中原国土， 横度玉门关
而来的所向披靡。
谈到新疆，是“天山南北好牧
场，瓜果飘香牛羊壮”肥美惬意，
是大口喝酒、 大块吃肉的豪气洒
脱， 是新疆有着深邃五官的大眼
姑娘们翩翩舞蹈的风姿绰约，也
是一种满含期盼的热切希望。
说起新疆， 更是让人为之动
容的晋疆情深、教育同行。
伊始， 得知要参加援疆支教
活动， 内心油然而生的是抑制不
住的兴奋和激动。 终于有机会走
到祖国的大西北地区， 终于可以
领略梦想中那片美丽的风土 人
情。同时也有着淡淡的隐忧，面对
陌生环境我们知道自己必须要拿
出十二分的精彩来带给这个美丽
的地方， 而自己必须竭尽全力做
好自己。现在，时间已过大半，转
眼已到即将离去的最后一个月。
看着日历上赫然显现的“12”这个
月份的大字号的数字， 总是涌上
一番说不出的滋味压抑在心头。
现在还在疆的我将永远珍惜现在
这段所剩已屈指可数的日子。
明明都是北半球的天空，但
因为维度、海拔和云层的差异，使
之与我的家乡有了太多的差异。
但这份差异，使我永远新奇、永远
对之充满着爱意。
“行尽天涯，静默山水间。倾
听晚风，拂柳笛声残。踏破芒鞋，
烟雨任平生！”愿今后的我们每一
个人都能把这种信仰的力量传递
下去，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团
结和谐、更加繁荣富强！
千里西风，好风凭借力，送我
上青云。
(2019 年 12 月 7 日， 支教的
第 97 天 任教于实验学校）

千
里
西
风

第二希望小学）

赵春燕

让我受益一生的哲理。
又是周四， 作为八班的副班主
任， 每周四最后一节晚读带他们打
扫环境区是我的日常， 今天也不例
外。 我带着十多个学生浩浩荡荡地
一起下楼， 本来大家都是兴高采烈
的， 可是一到环境区， 他们就像脱
缰的野马， 根本没人会听从我的指
挥。 但是可以理解， 被课堂束缚至

BAO

2020 年 1 月 5 日

生要有一颗包容的心。 犯错误是学
生的不可少的， 每一个学生都在错
误中成长。对犯错误的学生，要加以
批评，也要给予改正的机会。
经过四个月的实习工作与学习，
我自感收获颇丰，但还是有很多不足
的地方等待我去提高。“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探索”，相信在今后
的工作学习中， 我定能改善不足，发
扬优点，努力教好书育好人。
（2019 年 12 月 12 日 ， 支 教
的 第 104 天 。 任 教 于 疏 勒 县 东 营

我想，给他们一片蓝天
履文学院

XUEYUAN

极的他们也本都是孩子的年纪， 爱
玩是他们的天性， 一到了室外就嗅
到了自由的气息， 难免会释放自
己。 但这就给我带来了一个问题：
孩子们都在玩， 环境区就不能及时
清理完， 我们班的任务就不能按时
完成。 针对这个问题， 直到现在我
也没想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我能做
的就是一边看着他们开心的玩耍，

一边自己打扫卫生区。 好在他们眼
中有我， 每当我安安静静的开始打
扫， 总会有几个细心的孩子发现默
默劳动的我， 并且付出行动， 和我
一起清理。 这也正是他们许多感动
我的地方之中的小小一处， 也正因
为这样， 我不怕干完之后太阳落
幕， 也不怕下班的路变黑变暗， 因
为对现在的我来说， 和他们相处的
时间，过一点就少一点。
我很庆幸能够和这么一群孩子
成为师生，成为朋友，这是我此行最
大的收获， 也是我人生之中莫大的
幸运！
(2019 年 12 月 12 日 ， 支 教 的 第
101 天 任教于疏勒县八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