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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寒假生活

对我而言，2016年下半年，慌慌张张
又收获满满。改变是这半年的主题，从毕
业到工作，从走出校园又走进校园，有社
会角色的转换，有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有
人生心态的变化。变的是生活，不变的是
教书育人的初心。

周国平先生曾说过：“人的高贵在于
灵魂。”虽未到达他的境界，却也明白人生
除了物质，还应坚持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然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最容易让人偏
离轨道。工作一个学期，忙碌过后是令人
羡慕的寒假生活，不如在假期，找回自我，
填充自我，试着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

沉淀内心

回想 9 月，我第一次走进教室，波澜

不惊的表情下，有兴奋、有激动、有紧张、
也有害怕。班主任和语文教师的双重身
份，使刚刚迈上工作岗位的我忙得焦头烂
额，备课和管理班级事务像鞭绳一样抽打
着我，没有停下来的时候。难得这么长一
段假期，正好可以利用起来，整理自己这
学期的收获，记录自己精彩的教学案例，
反思自己的工作失误。

厚积薄发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句关
于读书作文的名言，我深以为然。读书人
是幸福人，这也正是阅读的魅力所在。作
为教师，不断地阅读是非常必要的，只有
不停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才能适应飞速

发展的信息时代，才能使自己无论何时站
在三尺讲台上都可以不露怯。假期，难得
清静，可趁此时机认真研读教育、文学类
书籍，进一步充实自己。

行万里路

古语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
见，知识的增长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看
过大量书籍之后，亲眼看看沈从文笔下边
城的湘西风情，亲身体验莫言心中充满生
命力的高密东北乡……更会多层次清晰
地感受到文字的魅力。除却走入作家世
界，不带任何目的地走出去，把自己与熟
悉的生活环境隔离开，以旁观者的心境去
看世界、看人生，也不失为一种涤荡心灵
的好方法。

正如一句歌词所唱：生活除了眼前的
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个寒假，
我选择暂时从繁杂琐碎的杂事中抽离出
来，亲身感受一下“远方的田野”，然后再
度出发。

填充自我
□常德财经学校 梅靖

世界美丽的风景，不仅
有春天喧闹的枝头、夏天繁
盛的浓荫、秋天斑斓的收
获，还有冬天的内蕴和深
藏。冬风渐舞，暂别孩子们
的我们，可以在寒假去找寻
另一种风景。

2016，再见。我们的声
音，曾在课堂上响起，一字
一句，一点一滴，流入孩子
们的耳畔；我们的手臂，曾
在黑板上划动，一横一竖，
一撇一捺，绘进孩子们的心
田；我们的身影，曾在教室
里穿梭，一前一后，一来一
回，走进孩子们的世界；我
们的关怀，曾经温馨而至，
一言一语，一声一息，带给
孩子们无私的关爱。春风
化雨，谆谆教诲，是我们的
坚守；启迪智慧，呵护成长，
是我们的追求。海豚有海，
风筝有风，孩子们有老师，
很欣慰，我们这样存在过。

2017，你好。我们想象
和憧憬，你应该会有更美的
样子。而此时，作为工作付
出的馈赠——假期，已大方
欣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该怎样迎接你的
第一份礼物呢？放松的身心，已开始沉浸在那
不一样的风景中。

自然很美，亲近自然吧。江山如此多娇，走
出去，风景一定会在冬天等着我们。鸟宿鱼藏，
草瘦叶落，湖平野旷，山安水寂，日柔月默，一切
那么简洁、静然，却又那么辽阔、高远，漫步，徜
徉，欣赏，流连，正是抚慰心灵的地方。

书籍很美，亲近书籍吧。《查令十字街 84
号》，跨越时空，让我们懂得了一个关于阅读的
暗号。亮一盏书灯，捧一卷诗书，坐在案前，靠
在床头，端然或慵懒，细细品味，慢慢研磨，和大
师对话，与文友交流，惬意畅游书海，正是濡养
精神的时候。

艺术很美，亲近艺术吧。就像ukulele，哪怕
你是个艺术小白，也没有办法拒绝这个“到来的
礼物”。或歌或舞，或弹或唱，或声或形，动听的
音乐，醉人的舞蹈，生动的绘画，独特的书法，唯
美的摄影，精彩的电影，总有一款艺术作品会打
动你，提升你的审美，陶冶你的情操，创造新的
惊喜。

家人很美，亲近家人吧。习总书记说：家庭
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我们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
家庭、家教和家风。是的，家庭是人生的港湾和
乐园，家风是生命的气质和风格，家人是情感的
归属和依恋。忙碌的工作，繁杂的心绪，我们看
得多的是家人匆匆的背影，我们听得多的是电
话另一端的声音。当亲情邂逅假期，就让我们
更多地陪伴和关怀家人吧。

2016，该适时清零；2017，会有新的开始。
对人热情真诚，对事认真负责，我们的内心就有
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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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手捧热茶，围坐炉边谈笑风生，或
信步闲游，凭栏观景摄影采风……这是
我喜欢的生活。然而，作为一名老师，平
时总是忙碌于“三点一线”，只有放寒假
了，才能享受这份惬意。

滨湖公园、穿紫河提质改造；大小河
街、德国风情街开街迎客……常德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却还没有机会一
睹为快。寒假第一天，我就明确目标
——邂逅这些美景。

第一站，当然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滨
湖公园。早上7点半，我换上运动装，蹬

上运动鞋出门了。路上，一阵阵冷风像
缺少爱护的孩子，不停地往衣服里面
钻。“这么冷的早晨，公园里有人吗？我
是否能和它单独约会呢？”想到这里，我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快到公园门口了，远远望去，好像一
团团红云在缓缓飘动，这是什么？走近
一看，原来是一群穿着红色武术服的老
人正在打太极拳。他们一个个精神矍
铄，蹲着稳稳的马步，行云流水般地挥动
着双臂，那动作时疾时缓，时上时下。我
暗想：武侠小说中，鹤发童颜的修道之人

是否就是这般模样？
沿着小道前行，我嗅到了一股清香，

冬日闻香自然要寻梅。果然，在一个角
落里，红梅和腊梅开得火热，它们一团
团、一簇簇，相互拥抱，相互争艳，好像要
把人们的视线都拉拢过来。

伴着清香，我不知不觉来到了以前
的儿童游乐场。这里早已改头换面，焕
然一新了。你看，一个崭新的羽毛球场
呈现在我眼前，旁边还有一个儿童攀岩
墙。站在这里，眼前浮现出儿时在这玩
耍的场景：木板做的秋千、大白鹅的滑滑
梯、熊猫的转转椅……是我们儿童时代
最好的“玩伴”。

不一会儿，经过锁龙石、石林假山，
我来到了以前最早的船码头，这里的水
面已经架起了一座三弯九曲的小木桥，
亭子依旧在，船码头却搬离了地方。站

在亭子里，想起小时候爸妈带我来这划
船，每次都会选择大白鹅的脚踏船，还要
划到湖中心的三条红鲤鱼边上去，站在
鱼尾上拍照留影……我不由得笑出声
来。这时，湖中的小野鸭摇着尾巴游了
过来，呵呵，难道它也想见见老熟人？

跑跑、停停、看看，大约半小时的光景，
我回到家里，和孩子们吃早餐后，集体阅读
的时间到了。我们各捧着一杯热茶围坐炉
边，女儿继续看她的《呼兰河传》，儿子拿出

《探秘恐龙世界》，我自然阅读《唐宋词选
讲》，与形形色色的文人同悲欢。这是一段
静谧的时光，屋子一直安安静静的，如果不
是翻书声，还以为时间停滞了。

傍晚，我们一家人又携手穿过穿紫
河，游玩大小河街、德国风情街，不知不
觉，一天就过去了。我不禁感叹一句：寒
假第一天，真是惬意！

寒假第一天
□常德市第十四中学 罗瑛

你若盛开，阳光自来。我想，用这种
心态来面对严寒冷酷的冬天再合适不
过。于是，寒假我们也可以这样过——

潇潇洒洒养一片情

阳光明媚的清晨，可以不必匆匆起
床，任由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放一段
音乐，听它个地老天荒，想起床时再起
床；大雪弥漫的午后，领着孩子，拿一把
铁锹，堆一个雪人，给它插上红红的鼻
子，在小朋友纯真的笑声和手舞足蹈的
快乐里，拾回自己曾经的童年；心情好的

时候，吃着妈妈做的可口小菜，一家人品
评畅谈，其情洽洽，其乐融融；放爆竹、看
春晚、串亲戚、观花灯，在传统的节日里
尽享生活的乐趣。

小小情调，怡情养性，舒适自然。我
是一朵雪莲花，即使在凛冽的冬天里，我
也可以开成我想要的模样。

认认真真读一本书

在忙碌了一个学期后，我需要“恶
补”精神营养来补充体力。读一本好书，
不失为一剂良药，既可以修身养性，提高

自己的文化素养，又可以内化自己的气
质，使之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次，作为一名小学教师，“读书以
明智”更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阳光雨
露。“要天天看书，终生以书为友，这是一
天也不能断流的潺潺小溪，它充实着思
想。”这是苏霍姆林斯基对“教育必须先
读书，教育者必须持续不断地学习”的时
刻鞭策。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如果我
用书的养料使自己成为一片沃土，还怕
孩子们不茁壮成长吗？

扎扎实实做一点事

孩子们进入三年级一个学期了，开
始了懵懵懂懂的写作。每每看着他们稚
嫩的文字，心里又爱又恨：爱他们天真纯
净的情感表达；爱他们天马行空的奇妙

想象……恨他们毫无逻辑的语言描写；
恨他们错乱无序的篇章结构……我想帮
他们编一本写作集，这样既可以供全班
同学相互学习，实现资源共享；又可以把
这些最初始的思想保存下来，留作回
忆。于是，我在寒假期间要把孩子们的
作文录入电脑，一一校正，并和家长委员
会商量排版等问题，以便开学时孩子们
能拿到自己一点一滴用童心编织的“花
朵”。

即使天气再寒冷，因为有了思想的
温度而暖意融融；即使北风再嘶吼，因为
有了觉悟的高度而和煦温柔；即使气候
再干燥，因为有了意志的深度而润泽光
华。一个简短的假期，因为有了安排而
充实；一个简单的假期，因为有了内容而
充盈。

摇曳的格调
□常蒿路小学 李贻琳

放假前，我给孩子们布置了寒假作
业：读完《朝花夕拾》《骆驼祥子》《穆斯林
葬礼》。而此刻书桌上，也摆放着我留给
自己的寒假作业——因为工作的繁杂和
生活的琐碎而不得见面的几本好书，此
刻就摞放在那里。不知何时，安安静静
地读几本好书，已经成为了我最幸福的
度假模式。

至于读什么类型的书，似乎没有那
么重要。有时候，我也会破例看一些小
说。对我而言，文字也是有味道的，一贯

的浓了淡了稀了稠了，我就会穿插着看
上那么一两本小说，算是做个起承转合
的衔接缓冲。

但骨子里，我却并不喜欢在假期里
看小说。究其原因，可能是觉得在假期
里看小说不合时宜，当然也可归于自己
不太受羁绊的个性。故事是有情节的，
阅读一旦开始，就有了一种盘根问底的
冲动和好奇。阅读犹如做人，一旦有了
欲望，便会很累……

于是，假期里，我更倾向于读史，读

散文，读评论，我醉心于那种填补未知
空白的满足感，也得意于与作者一拍即
合的共鸣与默契，而评论，则能让我在
他人的唇枪舌剑、舌灿莲花的思维风暴
中，拓宽我狭隘且闭塞的心胸。当然，
更多的原因可能还是短篇那种拿得起
放得下的随意与从容，更适合这不急不
缓的冬天，即使有事几日不理，它也会
耐得住寂寞，不急不躁等着，读到妙处，
亦可掩卷低眉，斟酌细品，不会如那“欲
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小说，鼓
动着你那膨胀的好奇心，如半道杀出来
的狗，追得你气喘吁吁，不舍昼夜一目
十行的末路狂奔。

对陪伴我度假的书本，我历来挑
剔。这几年，许是年龄的缘故，开始喜欢

有温度和沉淀，有厚度与质感的文字，可
它还不能老朽，得有惊喜和光泽，最好有
俏皮的跳跃和富有时代感的表达，不能
让我感觉捧在手里、看在眼里，却满是一
股子土味。是呀，死水微澜的酸腐哪里
比得上源头活水的明艳动人。做为老
师，我一直认为，唯有在这些鲜活的阅读
中，不断丰富自己，通晓世情，方能信手
拈来地给予学生适时的点拨与教导。

阅读中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中途弃
读是我总下不去手的罪行。所以，对于
即将开始的阅读，我总是极为慎重的千
挑万选，若不幸失了手，我也坚持开卷有
益的宗旨，馒头不就汤的干咽下去。

愿假期，有阅读常伴；愿阅读，不要
负我。

阅读相伴
□常德市第五中学 祝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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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力 培 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