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鸬鸟镇中心小学 尹超琴

喝一杯暖心茶
调皮的孩子亦可爱

“魔王”
也会笑

同学有时上课发言很精彩，成绩又
好，这是值得你们学习的，我相信他
以后会改正的，我们要给他改正的
机会。”说完，我让小宇先下去了。
又有一次，轮到我放学护送。
队伍排在走廊上了，小宇已经先在
队伍里了，一个应该排在他前面的
同学跟我告状，说小宇不让他排进
去。我一看，小宇双手插在前面同
学背着的书包里，就是不放手。我
看了小宇一眼，他毫无惧色，我知道
这孩子正在等我的反应。我心想，
这孩子够调皮的，胆子也真大，我就
给他个出其不意。我伸手开始挠他
的痒痒，他笑着倒在地上，那个同学
趁机排进了队伍，旁边的同学见状
哈哈大笑。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我
也没有说一句话。同学们愉快地排
着队伍下楼去了。
这件事情后，小宇见了我就笑
嘻嘻的。一次，他在教室与同学追
玩打闹，见到我出现在教室，边跑边
叫“老师救我”。我当然不会插手，
小孩子玩耍，大人是不需要插手的。
调皮的孩子，有时候会做让人
讨厌的事。碰到这样的孩子，多从
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如果确实是孩
子做得不对，该制止批评，但有无关
痛痒的时候，温柔地对待，这样既制
止了孩子的行为，也保护了孩子的
天性。调皮的孩子亦可爱！

□ 闲林中心小学里项校区 陈立

“大魔王笑啦——”一位学生捂 A 的话，小 B 猛然绷紧了身子，不敢
着嘴，不可思议地发出了惊呼。紧 相信地望着小 A，泪水再次充盈了
接着，旁边的学生们仿佛发现了新 眼眶。良久，他坚定地向前跨了一
大陆般窃窃私语。压抑的气氛犹如 步，第一次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
冰雪消融般化去，两个孩子这才破 “老师，和他没关系，都怪我一时贪
涕为笑，摸着胸口长出一口气。而 玩，又跑了起来，也没有注意教室里
我，却在这时陷入了深思，刚刚的画 出来的人，才会撞上的。要罚就罚
面再次从眼前划过。
我吧！”
“砰——”小 A 背着身子，说说
我愣愣地看着这两位孩子，刚
笑笑地走出教室，便与迎面跑来的 组织了一通责骂的话，却怎么也说
小 B 有了个“亲密接触”。小 A 龇牙 不出口了。似乎是我的沉默，给了
咧嘴，两只手不停地搓揉着左腿的 他们错误的信息，两人都忍不住痛
膝盖，双眼霎时便蒙上了一层水雾， 哭起来。看到他们抽搐的身体，嘶
一时疼痛难忍。而小 B 则捧着自己 哑的嗓子，我的心不由自主地软化
的脑袋，一块红红的印子已经爬上 了。此时，一个娇小的身影从人群
了前额，想必是被刚刚的冲撞磕到 中挤了出来，
“老师，我也有责任，是
了。全程目睹了这一场景的我，瞬 我一直和小 A 讲话，才导致他没看
时就陷入了怒气的漩涡，三步并作 到的。所以，也罚我吧。”
两步地奔了过去。
我来回打量着三位孩子，心中
这时，小 B 从指缝中发现了我 的那根弦被一次又一次地拨动。我
的到来，竟吓得止住了哭声，急急忙 紧紧地揽住了他们，
“你们都是好样
忙站直了身体。而小 A 也从疼痛中 的。”我抹平了眉头，拉大了嘴角，一
缓了过来，突然发现身边竟站了位 抹舒心的笑容挂上脸颊。身边的学
“阴云密布”的老师，连忙起了身。
生们却纷纷议论上了：
“原来大魔王
就这样，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气 也会笑啊……”
氛愈来愈压抑，我紧皱着眉头，提着
看着这群朝气蓬勃的孩子，我
嗓子开口说道：
“ 我强调了多少次， 不禁反思这几年来的管理：孩子们
下课期间不允许奔跑，你——”话还 都没有错，这是属于他们这个年纪
没说完，却被一道怯怯的声音打断 的天性，是他们最迷人、最闪光的亮
了，
“ 老师，对不起，是我不对，我不 点，也是只属于这个年纪的宝贵财
该只顾聊天不看路的。”小 A 咬了咬 富。而错了的，或许是我——这颗
嘴唇，抢在我前头出了声。听到小 太硬的心。

□ 太炎中学 卢倩
天骤然冷了，校园里一副肃杀
冷清。枯黄的叶子在一条条走道上
铺着，一阵冷风袭来，忽然就有了冬
的感觉。
裹起了冬衣，身体笨重了，心情
也随着连续几天的阴雨连绵而心有
郁郁。
好不容易放晴了，久违的阳光
特别可爱，让学生把教室里的风信
子和其他小植物搬到室外晒晒太
阳 ，一 切 仿 佛 都 明 媚 美 好 起 来 了 。
天虽还是一样冷冽，风虽还是一样
凄寒，可心却能暖起来。
临近期中考试，总是会不停地
唠叨班里的学生，要抓紧时间复习
等等。直到下午的班会课，虽还是
在唠叨学生，暂停活动，认真学习，
但也有些于心不忍。一时兴起，便
拿了一个水壶和杯子，带了一包奶
包和一包红茶包，放到讲台上。学
生们一见，便惊讶地停下手头的作
业，
看我要做什么。
“泡奶茶给你们喝。”我说着。
“啊？”继续惊讶。而后便轩然
大波，大家争着说给我喝、给我喝。
仿佛有一种即将要吃到人间至味的
雀跃感。或许是在教室里能喝一口
现泡的奶茶，还真是闻所未闻，近乎
奢侈吧。
于是，我觉得我这一杯茶泡得
特别隆重，几十双眼睛就这样盯着
看，等着红茶融入水中，渐渐水色变
浓，散发出缕缕幽香；等着奶融入茶
中，茶色变得奶白，飘出阵阵诱人的
浓香；等着奶茶的最后出炉，仿佛一
场盛大仪式的完成。
然而这一杯也不过 500 毫升，该
分给谁喝呢？这一个个都准备好了
杯子，或者保温杯盖。那么，就每人
分一口吧。瞬间，我的前面就挤满
了人，送满了杯子。奶茶倒的时候
撒在了地上一些，学生们满是疼惜
啊，他们什么时候那么在意这滴滴
奶茶了呀？而没分到的人甚是难
过，似乎一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喝的
奶茶的遗憾。
觉得好笑，毕竟还是孩子，竟有
人说，老师我问你买一包吧。于是
又去拿了一份茶包，在他们面前泡
好，伴着奶香分倒给那一个个送到
我面前的杯子，期间还有几个第一
次已送来过的熟悉杯子，引得大伙
儿的笑闹声声，但也真是其乐融融，
暖意满满。师生之间那一瞬间的感
觉就如朋友般亲密无间。我是新接
任这个班的班主任，与他们的关系
不亲不远，总不如初一带上来那么
亲近。但是那一刻的感觉，其实还
真挺温暖的，这一口奶茶其实是那
么微不足道，那么不值一提，却让他
们如此满足和欣喜。也许，这就是
他们紧张学习生活中的小确幸吧！
哪怕只是那么微小，也足以让冷冬
充满暖阳！
那么，我暂且称它为一杯暖心
茶吧。暖暖的，很贴心。让一个教
室茶香四溢，让一个集体暖意绵绵，
让一段距离且行且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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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某班的一个叫小宇的男
孩子，是老师们公认的聪明男孩，思
维活跃，表达能力强，但他有时却很
调皮。我是副班主任，总是能听到
班主任在批评小宇打人。
有一次班主任外出培训，让我
管理班级。出操排队时，小宇又与
同学闹上了。我问原因，又是另一
个同学排队时不小心碰到他，他就
认为那人打他。我说这是误会，小
宇就是不承认。我接着说：
“我提个
建议，过会儿我在班里调查一下你
的 受 欢 迎 程 度 ，你 接 受 这 个 建 议
吗？”他说：
“ 好的，我相信我有朋友
支持的。”于是做操后，我把他留在
走廊，让他等消息。进了教室，我跟
孩子们说了这事，说喜欢小宇同学
的举手。结果没人举手，有一些胆
大的孩子还纷纷说什么时候被小宇
欺负过。我让小宇的同桌、一个品
学兼优的男孩出去跟他汇报。
走进教室的小宇，脸色有些尴
尬。之后，我把小宇叫进教室让他
站在教室前面，搂着他的肩，我跟孩
子们说：
“ 小宇是个聪明的孩子，其
实他也希望与你们交朋友，但是他
不知道怎么交朋友。很多时候宽容
点、大度点，不要一点点事就斤斤计
较，这样就会有朋友。”下面有些孩
子说：
“ 是的喽”。我又说：
“ 孩子犯
点小错不怕，怕的是屡教不改，小宇

□ 育才实验小学荷花校区 应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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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乱
七八糟的东西？我把它清理了。”
妈妈在打扫房间时，指着一个箱
子说道。我一看，赶紧跑过去，抱
起那个箱子说：
“ 别别别，这可是
我的宝箱！”
“你都多大了？还藏着弹珠、
贴纸这些东西……”
“这都是我的学生送我的礼
物哎，每一件都很重要。”说完我
小心翼翼地放下箱子，一件件欣
赏起来。这个是小俊送我的弹
珠，这个是小琦送我的书签……
每件礼物的来历我都记得清清楚
楚。
突然一张发黄的画纸印入了
我的眼帘。纸上挤满了五彩的颜
色，画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有点“夸
张”的女孩。这幅画把我的思绪
带到了几年前……
那是一个周五的傍晚，放学
后我匆匆收拾好东西要赶回家，
因为家离单位比较远，我平时都
住校，得熬到周五才回一次家，此
时的我早已归心似箭。正当我锁
上门，要去赶公交的时候，一个孩
子拉住了我的衣角，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燕燕。
“ 老师，送给你！”她
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对我说
道。
我匆匆瞥了一眼，原来是她
自己画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个“花
枝招展”的女孩，此时的我并没有
心思欣赏她的画，我的心正在为
赶公交而焦虑着。
“你画得真不
错！”我有点敷衍地说着，
“ 不过老
师现在不方便拿，你看老师办公
室的门都锁上了。”
看着我有点不耐烦的表情，
孩子的脸上顿时灰暗起来，把高
高举起的画缓缓放下，低着头，慢
慢走开了。而我则大步奔向校门
口，可燕燕那失落的表情似乎总
是挡在我的面前，使我的脚步怎
么也走不稳，我不禁回过头，再次
去寻找燕燕的身影，只见远处的
她，依旧低着头，一只手无力地甩
动着她的那幅画，失落地走进教
室了……
那一刻，我极度地后悔和自
责。我无法忘记当她用双手把画
举在我面前时那闪着光芒的眼
睛。那是只有孩子才有的眼神，
那是只有孩子才有的纯真和爱，
现在却因我的拒绝，
被洒落在地。
我再也没有心思回家，转过
身子，跑回教室找到了燕燕：
“燕
燕，你刚才送我的那幅漂亮的画
呢？”
“ 那画，不……不好看！”她低
着头说。
“ 不，那画很好看！我想
我可以把它带回家，它正好可以
贴在我的小书房里。”
“真的吗？”燕燕的眼睛又闪
起了光芒，快速从抽屉里拿出那
幅画。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副画放
进了我的包里。
“ 谢谢你，燕燕！”
她憨笑着说：
“ 不用谢，老师我回
家后还要画画，我画好了，还要送
你！”
看着燕燕灿烂的笑容，我如
释重负。从那以后，孩子们经常
把自己的“小作品”或者心爱的玩
具送给我。有简单的小贺卡、小
书 签 ，也 有 自 己 画 的 画 ，还 有 弹
珠、皮筋之类。他们总是充满期
待地望着我，当我露出欣喜的表
情时，他们就会甜甜地、无比满足
地笑起来。
望着眼前的“宝箱”，我想：孩
子的每一件礼物，每一幅作品，不
管多么幼稚，多么稚拙，我都会小
心地收起来，因为这都是孩子们
最纯真无邪的爱，都是我生命中
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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