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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线

今天是星期天，我和爸爸、妈妈、外婆一起去方城
县的七峰山游玩。

早上9点半我们准时出发，一路上我不停地跟爸爸
说：“爸爸，快点、快点……”爸爸说：“要有耐心，开车安
全更重要。”到了七峰山，我高兴极了，我迫不及待地进
了大门，发现广场上停了好多观光车。妈妈问我们:“想
不想坐观光车？”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走到半山腰，
我庆幸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这里的山路真的很陡，蜿蜒
的像条长龙，看不到头。大概 10分钟左右观光车把我
们带到了山顶。哇塞，山顶白茫茫一片，我好像来到了
仙境一样，漂亮极了。不知不觉来到了我们期待已久
的“玻璃栈道”。看到来往的很多人从桥上下来都摸着
胸口说：“妈呀，腿都吓软了……”我有点犹豫，在爸爸
妈妈的鼓励下，我挺起胸膛，跟着外婆踏上了玻璃栈
桥，刚开始没感觉，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下，
瞬间感觉眩晕，下边像万丈深渊，看不到底。外婆告诉
我只要不低头看下边就没事，很快我们就走完了栈桥，
我觉得栈桥并不可怕，都是自己吓自己，哈哈！

下午3点多我们坐着车回到了景区大门口，但是我
还不想走，想起了爸爸前几天给我买的风筝，我请求爸
爸让我放一会风筝，爸爸同意让我玩20分钟，爸爸亲自
教我风筝怎么起飞，怎么收线，怎么控制方向……

时间到了，我在爸爸的催促中踏上了回家的路，这
一天，真的很开心，我喜欢这次的周末之旅！

周末之旅
市实验学校 二（二）班 朱冠宇

多文本阅读，就是将有一定特点和
规律的文章重组在一起，这种阅读教学
模式改变了传统阅读教学单篇学习的
模式，不仅在课内加大了学生的阅读
量，也能让课内外阅读相结合，提高了
学生的阅读兴趣，促使学生更多地去读
书。

生本语文是以大阅读为中心，带动
听、说、读、写的语文实践活动。在生本
语文课堂上，读的是原汁原味的文章本
身，想的是依据文章而发的自身感悟。
通过课前 3分钟、展示交流、拓展延伸
等环节推进阅读。简而言之，生本语文
就是阅读、思考、表达。

多文本阅读和生本语文的表述虽

然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内
涵——阅读，通过阅读提升学生的各种
能力。为了将多文本阅读和生本课堂
有机结合，我们采取了“四环节”教学
法：前置多文本阅读、小组合作探究、班
级展示交流、巩固拓展训练。

“前置多文本阅读”首先要求读准
字音，理解词意，为阅读文章扫清字词
障碍；然后是熟读课文，感知大意，能用
自己的话概括课文内容；接下来结合自
己的阅读或者生活实践感悟文章精彩
片段，在文章上进行批注。这一环节一
般放在课前进行。

“小组合作探究”主要引导学生进
行比较探究，针对这一组文章进行对比

阅读，发现异同，可以从文章内容来感
悟，也可以从写作方法上着手，鼓励学
生有自己的发现。

“班级展示交流”这一环节可以反
复运用，在开课后引导学生对文章精彩
片段进行概括、理解和感悟，然后相互
交流，加深学生对精彩片段的理解。在
小组合作探究之后，引导各小组对探究
结果展示交流，进行思维的碰撞，辨明
是非。

“巩固拓展训练”在课堂最后进行
总结拓展，一方面梳理知识，归纳总结，
完成知识树，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课堂小
练笔，将阅读和写作有机结合起来。

（作者单位：市第三小学）

多文本阅读
在课堂中的实践研究

王蔚 张自伟 杨兴蕊 袁克

春天来了，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风吹醒了大地，万物
复苏了。

草地上，小草发芽了；小河边，柳树披上了一头绿色的长
发；田野里，麦苗也更绿了；树林里，桃花、杏花、梨花还有许
多不知名的小野花都竞相开放，花枝招展，五彩缤纷，好看极
了！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说：“春天来了，春
天来了！”

我喜欢大自然，更喜欢春天的大自然，她不仅生机盎然，
而且充满了希望，我喜欢春天！

眼中的春天
市第十七小学 一(三)班 刘清炜

早上，我拉开窗帘一看，哎呀，雨景真美呀！又细又小
的雨点，摆弄着各种各样的动作，排成队一起降落，像数不
清的芭蕾舞演员在空中翩翩起舞。

雨滴落在了花园里，小花、小草和春雨姑娘招着手，好
像在说：“我好想你，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耍吧！”柳树上，
春雨姑娘在上面开心地荡着秋千。春雨姑娘走后，花园里
干干净净的，连空气也变得格外清新。

我喜欢春天，更喜欢春天里美丽可爱的春雨姑娘。

春雨姑娘
市第十七小学 二（二）班 袁一茹

春姑娘来了，她给一望无际的草原换上了绿色的新
衣裳，她让小草破土而出，让树木吐出了点点嫩芽，散发
出了春的气息。

一阵温暖的春风吹过，柳树轻轻晃动着身子，在河边
翩翩起舞。河岸边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小河里几只
白鹅在那里悠闲地游来游去，红色的嘴巴格外显眼。

春天就像一幅色调清新的水彩画。蓝天白云下是绿
色的大草原，小草像淘气的孩子，偷偷地把头探出地面，
贪婪地吸收着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看上去那么青翠茂
密。草丛中，还藏着一些蒲公英娃娃，等着春姑娘送它们
去远方。

啊，春天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呀！

春天来了
市第十五小学 二（五）班 谢宛宜

采名 师 风

3月 9日至 10日，小记者中心《奔跑
吧，少年——春季野外拉练赛》在白河湿
地公园拉开序幕。来自市实验学校、卧
龙区实验学校、26小、32小、11小、中光
学校的近千名小记者齐聚白河岸边，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以徒步的形式挑战自
我感受行走的力量。

小记者早早地在南阳体育中心对面
的白河岸边集合，小记者中心的教官为
小记者讲解了徒步的要领和注意事项
后，为期半天的野外拉练活动正式开始，
浩浩荡荡的小记者队伍在白河岸边整齐
前行，小记者们坚持做到一步路也不少
走、一个队员也不掉队。徒步中，报社老
师带着小记者认识植物，观察和感受春
天的气息，领着小记者采访路人，锻炼表
达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行程过半，小记者们围坐一团听教

官讲解野外辨别方向的方法和急救知
识，随队的报社老师为大家上了一堂生
动的新闻采访知识课。经过休整让小记
者们恢复了不少体力，开始返程。返程
途中小记者的体力逐渐消耗，脚步慢慢
变得沉重，但谁都没有放弃。大家结伴
而行，相互鼓励，携手向前，最终安全到
达终点，圆满完成此次野外拉练活动。

行程 5公里、历时 3个小时的野外
拉练赛，让小记者们收获颇丰，来自 32
小的小记者李嘉怡说：“春姑娘好像会
魔法一样，她能让花儿都盛开。”“今天
我很开心，不仅在大自然中学到了新
的知识，还交了好朋友。”市实验学校
小记者竺格羽不禁感叹。“今天我们队
表现很棒，大家齐心协力最后夺得第
一名。”卧龙区实验学校小记者王淇贞
对带队老师说。(杜增波)

春季野外拉练赛
寻找春天长本领

赵霞，市第九小学教师，先后荣获市优秀
教师、市师德先进个人、在市作文竞赛中多次荣
获优秀辅导教师。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她所带
的班级和所教的学科在全区统考中成绩显著。
在教育教学的同时，她还不忘教育科研，她撰写
的课题、论文多次荣获省、市一等奖。“让每一位
学生在我的课堂上都有所收获”是她事业追求的
目标。“学高为师、德育为范”是她的自律信条。

王东欣，市第九小学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宛城区优秀教师，市级优秀班主任。在王老师的
眼中，每一位学生都是一件风格迥异
的艺术作品，她用诗意的手法精雕细
凿。她不像在教书，更像是在进行艺
术创作。在打造作品的同时，
也重新塑造了全新的自己，孩
子们因她而快乐，她因孩子而
美丽。

堂名师讲

亲爱的妈妈，您知道吗？我
有许多心里话想对您说，下面的
这些话，就是儿子的肺腑之言。

妈妈我想对您说，您太爱发
脾气了，而且非常善变。星期天
我正在家写作业，你前一秒还拿
着数学习题“叭”地一声送我一
个香吻，喜滋滋地说：“我家翔真
是太厉害了，连这么难的题都做
对了！”在我还沉浸在表扬和赞
美之中飘飘欲仙时，您发现我把

“熊猫”的“熊”写成了“能”，态
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
变，怒气冲冲地说：“孙鹏翔，干

啥 吃 的 ？ 熊 的 四 个 点 哪 里 去
了？被你吞肚里了吗？赶紧改
正！”天啊！超过七十分贝的声
音刺激着我的耳朵，耳膜被震得
生疼。妈妈，我的小心脏哪经得
起你阴晴不定的突袭呢？请改
一下您的暴脾气，做一个温柔的
妈妈好吗？

妈妈我想对您说，您十分
辛勤。印象中我小时候您的手
是那么的柔软、细腻。平日里
和我玩翻绳，您那灵活、修长的
双手上下飞舞，像两只美丽的
白蝴蝶。但随着我渐渐长大，

随着家务的繁忙，随着上班的
辛苦，您的手变的粗糙、干枯，
摸上去像一块沙纸一样。但您
毫无怨言，像勤劳的小蜜蜂一
样，每天为我做美味可口的饭
菜，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辅导我
写作业。我既心疼又感动，妈
妈，你停下手中的活儿，歇一歇
吧！儿子己经长大了，我一定
好好学习，帮你干家务，以后做
一个有出息的人报答您的养育
之恩。

妈妈我想深情地对您说：
“妈妈，我永远爱您！”

妈妈，我想对您说
市第十二小学 四(八)班 孙鹏翔

三八节征文活动优秀作品选登

在我生病时，妈妈细心的照
料,让我早日恢复健康；在我失败
时，妈妈的鼓励,让我重燃自信；
在我成功时，妈妈的微笑,让我继
续前进；在我做错事时，妈妈严
厉的批评,让我及时改正错误；在
我骄傲时，妈妈的提醒让我懂得
谦虚……

周五是三八节，我要送给妈
妈一份别出心裁的礼物。送什
么 呢 ？ 贺 卡 ？ 没 新 意 。 八 音
盒？有点贵。风铃？不好……
最近妈妈一直想让我学写毛笔
字，如果我答应妈妈去学写毛笔

字，并且好好学，妈妈一定会喜
出望外。这天晚上，我和妈妈来
到了书法学校。一开始，我对那
里很陌生，后来，在老师的谆谆
教导下，我渐渐融入了那个环
境，我开始认真地练习着。写着
写着，我觉得写毛笔字原来这么
有趣，我越写越带劲。快要下课
时，老师让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字
写在一张黄纸上带回家。我写
得十分专心，因为即将出炉的这
张作品，就是今天我学的内容，
我要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妈妈。
放学了，妈妈来接我，看到我写

的毛笔字，直夸我写得好，我的
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回家后，妈妈把我写的字挂
在墙上，我对妈妈说，“这是我送
给您的礼物，谢谢妈妈让我学会
了这么多本领，我一定会用心
学，不辜负妈妈对我的爱，妈妈，
祝您三八节快乐！”妈妈抚摸着
我的头，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
绘画着一幅幅感人的画面，那是白
云对蓝天的感恩；落叶在空中盘
旋，谱写着感恩的乐章，那是大树
对大地的感恩。妈妈,谢谢您!

礼物
市第九小学 四（三）班 周奕博

妈妈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五
彩缤纷的世界，教会我们走路，
教会我们说话。妈妈是伟大的，
我们一定要学会感恩。

那天我去上学，上午还晴空
万里，下午突然开始倾盆大雨。

“要放学了，可是我没带雨衣。”

看着别的同学都走了，我顿时万
分着急。突然，我看到前方有一
个模糊的黑点，以飞快的速度向
前跑着，我仔细一看，“是妈妈！”
虽然妈妈打着伞，但我看出来她
还是冻得瑟瑟发抖，她手里紧紧
地拿着雨衣，让我穿上，我们一

起回家了。虽然是一件小事，但
是我却被深深地感动了，感谢妈
妈对我无私的付出。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三八节来临之际，我想真诚地对
您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
后回报您对我的恩情！”

感恩母亲
市第十四中学小学部 三(三)班 王志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