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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地

跟 着 导 师

我的爸爸出生在洛阳市的一个小山
村。曾经，他是乡间奔跑的满脸灰尘的小
男孩，山坡上、洛河边，随处可见他奔跑、跳
跃的身影。

爸爸一直很出色，不管是学习还是生
活。我问爸爸：“小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
什么事？”爸爸告诉我：“小时候，家里没有

电灯，一到天黑，家家户户都是点煤油灯或
蜡烛。有一天放学后，我因为贪玩没有及
时写作业，到了晚上就问妈妈要钱买蜡
烛。蜡烛两毛钱一支。妈妈严肃地说，今
天你没有尽早完成作业，今天我可以给你
钱买蜡烛，但是下次不允许再犯类似的错
误。我买回了蜡烛，写完了作业。但隔了

一个月，我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一次，
妈妈没再给钱买蜡烛，于是第二天我因为
作业没完成被老师惩罚。妈妈说，自己说
过的话就要牢记，这是对自己负责。从那
以后，我没再犯过类似的错误。”

我又问爸爸：“小时候你最喜欢的事情
是做什么？”“上南山逮蝎子，下洛河滩捉泥
鳅、逮螃蟹！”

我会向爸爸学习，做一个信守承诺的
人。 （指导老师：孙晓娜）

爸爸的童年故事 建东小学二（6）班 马骥

平顶山市二高位于市区平安大
道和矿工路交会处，近年来，学校一
本上线人数从无到有，由少变多，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因高考质量突出，
成为2019年在全市教育大会上唯一
一所获得平顶山市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称号的市区高中。是什么力量让
一所学校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呢？走
进市二高，你会被其办学理念、创
新精神和文化氛围深深感染，不难
发现，这所高中有一种担当、一种
精神、一种激情、一种信念，这是一
个有方向、有灵魂、有特色的学校。

跨越式发展进入第一方阵

市二高立足生源基础，制定个
性化培养方案，用实干精神创造优异
成绩。2016年一本上线1人，2017年
上线4人，2018年上线22人，2019年
上线78人，2019年高考中，理科“双
一流班”54人，有50人上一本线，一
本上线率92.6%，全校二本上线率为
95%，在我市27所高中中名列前茅，
学校的高考成绩由原来第二方阵进
入到了第一方阵。2019年因高考成
绩突出，学校受到市政府的综合表
彰，被评为“平顶山市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市直高中只有该校获此殊荣。

2020年高考该校预计一本上线
人数比2019年“翻一番”，达到150
人，600分以上学生超过20人，届时

一本上线人数、一本上线率、高分数
段学生人数会再创新高。

学校坚定不移抓教学质量提
高，创造出了“低进高出、高进优出、
优进精出、大面积丰收”的骄人业
绩。2018年市二高文科生黄湛楠同
学以671分被南开大学录取，学校从
此开启了市二高培养尖子生的征
程。2019年有9位学生考取浙江大
学、厦门大学等985院校，26名学生
考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211院
校。市二高学子靠文化课成绩上重
点大学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辛勤汗水浇灌花香万里，无私
奉献收获硕果累累。市二高现在已
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正朝“鹰城一
流、中原知名”的名牌高中迈进。

校训引领学生立志成才

“惟志惟勤 至中至正”是市二高
的校训，也是校园文化的精髓。据了
解，这八个字取“功崇惟志，业广惟
勤；执中致和，守正致远”之意。近年
来，该校深入挖掘校训的内涵，使学
生早立志、誓成才，勤学不懈，努力做
到至中、至正，做一个大写的人……

走进市二高，你将会感受到一
股浓浓的文化氛围。教学楼前的“腾
飞”雕塑，公寓楼前后的“劝学园”“正
心园”，与校训文化石相映生辉；五层

教学楼每一层都建有雅致的学生书
吧，每学期投入10万元购买书籍，一
楼大厅还设有专业钢琴；校内的实体
书店，文化长廊和文化墙……无不
体现着该校的校训精神，以及“聚学
辩问 崇善笃行”的学风和“进德修
业 厚生乐教”的教风。

该校校长徐卫东极具创新精
神，他以文化作引领，以制度为保
障，以领导引领作为前提，凝聚二
高精神。他说：“愿洒扫、懂感恩、
知进退、明诚信、会欣赏、善合作，
是二高学生必备的精神品质。”

众所周知，市二高是一所公办
的全封闭的市级示范性高中，管理严
格在全市是有名的，出入校门实行

“刷卡制”，家长接送学生要进行“身
份证登记”，是“省级平安校园”。“管
得严 质量高”成为市二高的办学名
片，儒雅奋进的校园文化为学生的
成长提供了肥沃的教育厚土。

实干创造教育奇迹

徐卫东自2017年任市二高校长
以来，抓课改，抓管理，学校步入“一年
一变化，三年大变样”的快速发展的道
路。全体二高人胸怀壮志，一步一个
脚印，用实干精神创造了优异的成绩，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徐卫东突出强化“教学中心”地位，把

课堂改革作为教学质量新的增长点，
把“实效”与“高效”作为教育教学改
革的基本点、立足点、关键点和着力
点。在全市率先进行“深度学习课堂
教学构建”，让课堂上学生的学习能
够主动发声、持续发声、深度发声。
该校以每周三的“同课异构”等各类
听评课活动为依托，实施“分层次教
学、走班制教学”的教学管理模式，按
照“认真地读、自主地学、精要地讲、
有效地练”的学习策略，管理精细化，
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该校领导班子全部分包到各备
课组，每周雷打不动参加“同课异
构”活动，参加年级部的学情分析，
参加备课、听评课活动，上学期仅每
周三的“同课异构”，即课改展示课
集体教研活动，15个备课组共讲评
了190节课。各年级还成立督课小
组，推门听课成为常态，进一步把课
改推向实处、推向深处、推向细处。

创新铸就实力，在深入推进改
革的过程中，市二高坚持高升学与
高素质、高发展的统一，坚持优生优
培与全面发展的战略，坚持超常和
潜能开发并行的英才教育，努力打
造质量高地，培养拔尖人才。

德育提升教育质量

有一种魅力叫精致，有一种教
育叫品质。该校树立“人人是德育工

作者、处处是德育阵地、事事是德育
内容”的大德育理念，把“惟志惟勤
至中至正”的校训具体化到日常的教
学工作、学校生活中去。

“青蓝工程”“名师工程”“领雁工
程”三项工程打造四有教师队伍；党
建带团建，学生自主管理，主题班会

“同课异构”等活动，丰富德育工作
新途径；诵读大赛、征文大赛、漂流
书吧、跳蚤书市、“书香班级”评选等
活动，营造了良好的书香氛围；“校
长有约 共话成长”栏目，及时解决
学生存在的困惑和问题；“挚爱书
吧”“感念师恩 严冬送温暖”等志愿
服务活动，提升了学生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文明班级、文明教师、文明
学生、文明宿舍、身边好人、道德模
范等创建宣讲活动，教育学生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带手机入校园、
早恋、喝酒打架”是三大禁忌，“拥有
一项艺术特长，掌握一项体育技能”
是个性发展方向，自主精神、规则
意识、科学态度、人文情怀、个性发
展是五大育人目标，“为梦拼搏无悔
青春，怕吃苦莫进二高”是市二高学
生的共识。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今
天的市二高，正在以质量提升为着
力点，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以打造
高效课堂为重点，不忘初心，凝心聚
力，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共同铸造
市二高更加辉煌的明天。 （耿剑）

奋进中的平顶山市二高

阳台上，清风微微吹拂，闻着茉莉花淡
淡的清香，我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她童
年的故事。

妈妈的童年虽然没有手机和电脑，可
她依然很快乐。那时候她会玩的游戏有很
多：跳皮筋、砸沙包、跳房子、翻手绳……其
中，她最爱玩的就是翻手绳。用一根长长
的毛线，两端系在一起，一个小伙伴将毛线
绳套在手上，另一个小伙伴五指并用，将毛
线绳穿来绕去，会变成许多有趣的图案，如

“梯子”“富士山”“落日”等。“富士山”这一
步是最难的，需要小心地将毛线绳从手指
上绕下来，再细心地找出“梯子”中两个交

叉点，一点一点地钩出来，之后，美丽的“富
士山”就呈现在大家眼前，这时小伙伴就会
高兴地欢呼起来。她们就这样周而复始，
乐此不疲。

妈妈童年时穿的都是塑料凉鞋，走起
路来会发出咯咯的响声。塑料凉鞋不结
实，往往夏天还没有过去，鞋带就断了，但
是也不舍得扔掉买新的，这时候大人们就
会拿一根火钳，烧得通红，对着断裂的地
方，呲的一声，随着一阵白烟，断裂处就粘
在了一起，美中不足的是会留下一条“黑
疤”。

妈妈的童年，还发生过一件特别好笑

的事——就是掉水沟事件。听妈妈讲到这
里时，我哈哈大笑：“妈妈你怎么那么笨，竟
然会掉进水沟里！”那时，妈妈还在上托儿
所，中午，同样也还是个孩子的大姨把妈妈
接回家，给她洗了澡，换上干净的新裙子，
妈妈至今还记得是件粉色的小花连衣裙，
大姨把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下午送她
去上托儿所。不知怎么搞得，在去托儿所
的路上，妈妈掉进了路边水沟里，耳朵里、
头发上都是泥，新裙子也脏了。

听着妈妈讲故事，我好奇跳皮筋怎么
玩，“黑疤”塑料凉鞋是什么样子，真想乘坐
时光机穿越到过去。 （指导教师：万延丽）

听妈妈讲她童年的故事 矿工路小学三（4）班 韩贯聪

每个人都有一个五彩缤纷的童年。关
于爸爸的童年，我充满了好奇。

爸爸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
小村庄，生活条件艰苦，学习环境简陋。爸
爸告诉我，那时候，能够吃到一块白面馒头
就是一顿好饭，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肉，
才能穿上新衣服新鞋子。那时候，学校的
教室四面透风，窗户没有玻璃，天气变冷
时，就用塑料布把窗口堵上。课桌是砖头

垒成的墩子，上面搭块木板，凳子是从自己
家里搬来的。

而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吃肉，衣服旧
了随时都可以买新的，而且我们的教室宽
敞明亮。比起爸爸，我是多么幸福啊！

爸爸的童年虽然生活艰苦，但充满快
乐自由、无拘无束。爸爸说，那时候，没有
各种各样的特长班、补习班，也没有现在的
各种电动玩具、网络电视、手机游戏等。放

学回家，爸爸就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自
己制造的玩具，比如抽陀螺、滚铁环、捏黄
泥、打沙包。他最喜欢滚铁环。铁环是用
钢筋焊接成一个环形的圆圈，再用铁丝做
成一个推杆。用推杆推着铁环，几个孩子
一起比赛，谁推得时间长谁就赢了。有时
候，大人们忙碌了一天，都已经进入梦乡，
小孩子还在皎洁的月光下玩耍。

相比爸爸的童年，我现在拥有优越的
生活条件，我会更加珍惜，努力学习。

（指导老师：魏松鸽）

爸爸的童年 南环路小学四（1）班 李梓铄

第八期征稿主题：

爸爸妈妈的童年
导师：新华区新程街小学五（1）班班主

任、语文教师赵敏（省名师、省文明班级班主
任、省师德先进个人、省优质课一等奖、省综合
实践活动一等奖）

童年的记忆 美好而永恒
想了解爸爸妈妈的童年，小记者可以从生

活、学习等方面入手，了解他们的童年游戏、趣
事、傻事、最值得骄傲的事等。也可以聊聊爸
爸妈妈喜爱的老师、课文，还有他们童年的梦
想、遗憾。通过交流，你会深切地感受到，爸爸
妈妈小时候也和我们一样，那么爱玩，甚至有
点小淘气，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小烦恼。

打弹珠、摔三角、跳山羊、叠罗汉……爸爸
妈妈的童年也是丰富多彩的。小记者可以和
爸爸妈妈一起再玩玩这些游戏，也可以动手制
作他们当年的玩具。你会发现，爸爸妈妈的童
年虽然没有电脑、手机、电子游戏，但依然是快
乐的、多彩的。了解之后，你可以写记叙文、说
明文、议论文，也可以写诗歌。可以开门见山，
落笔扣题；也可以描写场景，渲染气氛；也可以
含蓄悠长，耐人寻味。记得恰当地运用比喻、
拟人、排比等修辞方法，注意刻画人物的动作、
语言、神态。

童年是音符，唱响了人生的乐章；童年是
基石，奠定了人生的未来。童年是七色的光，
是多彩的梦，它短暂却永恒。童年的梦就是生
活中的太阳，愿你们不断拼搏，不断努力去追
求那个梦，一直走，一直向成功走！

第九期征稿主题：有趣味的节气

导师：新华区联盟路小学三（5）班班主
任、语文教师 鄂玲玲

平顶山日报社教育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写
节气这个主题时，一定要分清节气和传统的节
日的区别。 （王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