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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一个大信箱，里面盛满了
无数爱的信件。

喏，桑葚就是一封信呐！它是桑
树妈妈捎给秋天的信：夏天快要到的
时候，桑葚就冒出来了！在片片桑叶
下，有许许多多绿色的小东西，那就是
被齿轮形桑叶掩盖着的桑葚，就像一
串串微型的小葡萄串儿。正是因为
它，才让人觉察到秋天的到来。渐渐
地，她有了无数的话儿想对秋婆婆说，
却不知从哪儿说起，于是把脸涨得通
红，变成了紫红色。干脆呀，就把那一
片片紫红色送给秋婆婆吧！第一次品
尝桑葚的人们，脸上带着激动、喜悦的
笑容，摘下了一小串儿，尝一口，说它
酸，酸得爽口；说它甜，甜得甘醇；说它
香，香得清新。

碧绿的草原是写给牛羊、牧民的
信：向远处眺望，草原一望无际，满眼
都是绿色，深绿、浅绿、墨绿……绿得
发光，绿得发亮，好似一块翡翠，又如
一张绿色的地毯。羊儿从信中品到了
清新，它们成群结队地在草地上奔跑、
跳跃；牛从信中品到了舒畅，它们悠然
自得地品读，读得意味绵长、口留余
香；牧羊人从信中品到了喜悦，他们唱

着嘹亮的山歌，哼着轻快的小调儿，草
原上一片祥和。

遥望大海，竟也是一封信：天空湛
蓝，海天相接的地方，海浪一波一波地
朝岸边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
浪将一封封信寄给海底勘探船，轰隆隆
的机器鸣响打破了海面的平静。大海
就是一个百宝箱，里面藏着无数宝藏，
有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有美丽夺目的
珍珠珊瑚，还有无比珍贵的石油资源
……它们在召唤人们去挖掘，去探索。

就连蒲公英也是风儿姐姐送给远
方的一封信：毛茸茸的、白色的蒲公英
被风儿轻轻吹起，它们与蝴蝶游戏，与
鲜花舞蹈，在草地上打滚儿，在微风中
飞扬。饿了，有白露雨水相随；累了，
躺在花蕊上小憩；醒了，把种子播撒在
泥土里。它们把满载的情思传递到很
远、很远的地方，让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看到这份最纯朴、最自然的美……

一封封充满爱的信，哪一封不承
载殷切希望？哪一封不饱含诚挚情
谊？让我们加入写信的行列，为地球
书写一章壮丽的诗篇！

向阳小学172班：邓奕南
指导老师：吴 艳

地球信箱

你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我把你
轻轻地种下；

你快乐地成长，我充满爱意地保
护你；

你点亮了我的生活，带给我无限
的快乐！

——题记

播 种
那时，你还是一颗小小的豆子，

圆圆的、黑黑的，仔细看上去，身子还
有些扁，真是惹人喜爱。妈妈帮你找
来一个非常精致的花盆，花盆便成了
你的家。我轻轻地给你盖上柔软的

“被子”，把你安顿好，生怕把你冻着
了。你不用担心，我会像对待亲爱的
朋友一样对待你；在我充满爱意的保
护和陪伴下，你会健康快乐地成长，
不再孤单！

发 芽
第二天一早，我连衣服都顾不上

穿，便跑过来看你，轻轻地给你浇水，
生怕你渴坏了。虽然你在泥土里还是
一动不动，但我知道你很坚强，在未来
的某一天，你一定会破土而出，勇敢地
茁壮成长。你是我的朋友，你在泥土
里一定能听到我和你说的话吧！我
想，你发芽的样子一定很可爱。

后来的每一天，我都是第一个来
看你的，看你是否睡足了“懒觉”。终
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惊喜地
发现你破土而出，我开心极了，大声叫

了起来：“小豆芽，你发芽啦，你发芽
啦！耶！“你的样子是那么的可爱，刚
钻出来的小脑袋微微有点儿尖，颜色
嫩绿嫩绿的。我想，你破土而出的过
程一定很辛苦吧！不然你的头怎么会
尖尖的呢？”我轻轻地摸了摸你的小脑
袋，说：“小豆芽，你一定要快快长大
哦！”

成 长
每天，我都充满爱意地照顾你。太

阳公公出来了，我便把你放在阳光下，让
你沐浴着阳光茁壮成长；天冷了，我会把
你搬进屋里，不让你冻着了。就这样，接
下来的每一天，你都快乐地成长着，因为
有我在你身边照顾你，陪伴你，呵护你。

你的身子越长越高，颜色由嫩绿
色变成了深绿色，叶片也越来越多。
我欣喜若狂，我怜爱地抚摸着你，你身
上的绒毛弄得我手痒痒的，真是个小
调皮呀！就这样，你不知不觉成了我
生活中的一部分。

开 花
一个明媚的早晨，你悄然盛开了

花朵，白白的、小小的，那么纯洁，那么
素雅。我看着亭亭玉立的你，那种激
动的心情，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清风中，淡淡的花香袅袅娜娜地
钻入我的心灵深处，我仿佛看到：你结
满豆荚，在阳光下欢笑……

向阳小学171班：姚诗琪
指导老师：曹迎春

种豆记

本班七组七号，大号肖张尧，人赠
雅号“肖巧舌”，此人自称“肖尧尧”。
说起他，那可是人人皆知的“搞笑大
王”，只要你惹了他，那就“完了”，保准
憋得你“泪千行”！

一日，我走至他桌旁，见他正难得
正经地写着什么东西。我俯身一看，
他却用他那比女生还妖娆的兰花指遮
住了，浮夸地猛一抬头，声音一下变音

“不给你看！”随后用手指着天花板大
笑，没持续几秒，再一次切换至“一本
正经”频道，用电视主播的语气严肃地
说：“邓泽琦同学，请问你有事吗？有
事请按①，无事请按②……”话未说
完，便以“优美”的姿态跑了出去，我一
脸懵，不知所以然，而旁边的同学已笑
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凭他这三寸不烂之舌，成功练就
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真没枉一口

“铁齿铜牙”。一次自习课上，他闲着
也是闲着，没事就爱找找茬，惹惹事，
这不，班长的火眼金睛正盯着他呢！

他仍在此处手舞足蹈，哪瞅见了班
长？班长苦无良计，满腔愤怒，大喊：

“肖张尧，你……你……”话未落音，就
大笑起来，原来是“老肖同志”放大招
了，作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还假装
抽泣着，眨眼间又露出一副笑脸，让人
大笑不止。待班长目光一离开，他又
悄悄哼起了自编的《蓝精灵》歌曲，还
一边忘我地打着拍子，待班长转头，又
作出一番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睛看向
别处，哼起小曲儿，见班长没在意，又
在教室里跳起了“海草舞”，引人捧腹
大笑，一阵阵“笑浪”在校园中传播。

吾班开心果，乃肖张尧也。他的
存在仿佛是在印证一条真理——有嘴
走遍天下，无嘴寸步难行，若是你在向
阳小学听见了唇枪舌剑的辩论、开怀
快乐的大笑和鸡飞狗跳的骚动，没得
说，准是“老肖同志”暗中搞事了！不
说了，辩论会又开始咯！

向阳小学172班：邓泽琦
指导老师：吴艳

幽默的同学

活动，是德育工作的最有
效载体。近年来，向阳小学将
德育活动融入到学校文化建
设之中，融入到学科教学与素
质教育之中，让学生在活动中
实现自我提高、自我超越。

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开展
学雷锋、扫墓、郊游、古诗词经
典诵读等活动；利用“三八节”

“重阳节”“母亲节”“教师节”
等开展一系列感恩教育活动；
结合法律知识学习，举行小手
拉大手、小小劝导员等活动
……近年来，向阳小学丰富多
彩的德育活动拓宽了学生的
知识面，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意
识、竞争意识，促进了学生的
个性发展和审美创造能力的
提高，增强了学生的自尊心和
社会责任感，有效提升了学生
的整体素质。

在素质教育中，该校根据
实际，以音乐、体育、美术、写
字、阅读等课程为中心，要求
所有学科课程教师在教育教
学活动中主动探索和发掘艺
术教育内容，培养学生发现
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重
点加强书画艺术创作活动、体

育活动、艺术节与德育专题活
动的有机整合，让学生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艺术就在自己的
身边，感受到艺术独特的魅
力，培养了学生高尚的艺术情
操。每年一届的校园体育活
动节和每两年一届的校园文
化艺术节，更是为学生展示自
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成为了
学校德育工作、素质教育的重
要部分。

近年来，学校在国家、省、
市举行的各级各类比赛中频频
获得佳绩，阮子娴还被评为
2018 年湖南省“新时代好少
年”，并推送到全国参选。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经过多年的努力，
现在的向阳小学已经成为“中
国基础教育网络实验学校”

“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实
验学校”“湖南省现代教育技
术实验学校”“湖南省中小学
教师培训基地校”“湖南省示
范家长学校”“湖南省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行动健康学校”

“邵阳市文明卫生单位”……
成为了我市小学教育的典型
代表。

以活动助提高

给孩子一片金色童年
——大祥区向阳小学特色育人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吴艳

12月4日，市小记协的辅导老师来到大祥区向阳小学，为该校的校园小记者举行新闻采访写作培训。下
一步，该校还将组织校园小记者走上街头，开展街头采访活动，撰写新闻和采访笔记，以丰富多彩的素质拓展
活动为学生们的成长搭建平台。

近年来，向阳小学遵循“给孩子们一片金色童年”这一办学思路，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来不断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成长与提高。

让学生爱学、会学、乐学，是小学的
重要教学目标。近年来，向阳小学积极
创新管理模式，以年级组为单位，以教研
活动为抓手，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升教学的实效性。

向阳小学把学科组改革成为年级
组，通过综合测评，选出德才兼备的年级
组长，并将一定的自主权下放给年级组，
由年级组全权负责本年级教研交流、集
体备课等活动的开展，学校则每年依照

“自评”“群评”“校评”等环节，“面对面”
评选优秀年级组。而在日常教学中，学
校校长、主任、教研组长采取针对性听课
与示范课相结合、推门听课和事先通知
听课相结合、个人听课与集体听课相结
合、随机听课与跟踪听课相结合，通过不
断地评课、磨课，努力向课堂要质量。

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向阳小学
还以“名师工作室”为抓手，不断提升学
校的教研水平，从而推动教学工作的开
展。学校建立了“向阳小学数学名师工
作室”，由市小学数学专家库成员、副校
长黄跃云为领衔导师，通过团队成员之
间的互动和共同的探索活动，将公共知
识转化为个体知识，从而提升数学教师
的教学能力与教学研究水平。

以教研推教学

美国畅销书作家杰克·霍吉在《习惯
的力量》一书中写到，习惯决定性格，性格
决定命运。让学生在良好的习惯中实现
成长，是向阳小学矢志不渝的追求。

“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工程和“自强、
自信、自立”育人工程是向阳小学一直坚
持实施的“校级工程”。在“行为习惯养
成”教育工程中，该校分别从学习习惯和
行为习惯入手，本着“稳扎稳打，螺旋式上
升”的方针，围绕学生的举止、诚信、尊重
他人、守时惜时、感恩、勤俭、实践、运动、
卫生等习惯，分层次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
细化为阶段目标。在“自强、自信、自立”
育人工程中，该校进行了少先队干部和班
干部任用制的改革，通过公示岗位、自主
选择、竞争演讲、现场答辩、民主投票等程
序，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进来，为学校、为
班级建设献计献策，从而培养他们的主人
翁精神和自强、自信、自立的良好品质。

以习惯促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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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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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训
。

▶体育活动节。

▲第七届少年军校军训。

▲第三届校园文化艺术节。

◀抗战老兵进校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