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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此隆重举行滁州中学2022届学子的成

人礼，共同见证这一特殊时刻，我谨代表学校向步入成
年的高三同学表示最诚挚的祝贺，祝贺你们成人，从此
进入一个崭新的人生阶段。

成年意味着什么？你们将拥有很多新的权利，但
你们也应明确，权利也对应着义务和责任。成年这扇
大门推开后，门后的世界，你们做好面对的准备了吗？

能够陪伴你们成长，见证你们的青春，我很荣幸，
作为校长，我想从滁州中学的办学理念“博学笃行，多
元发展”，和你们谈谈成长的思考和追求——力求广博
精深，努力践履所学，打破一元评价，发现和发展多方
面潜能。提出这一办学理念，其实我犹豫过，这两个词
一古一新，但其内涵作为对同学们的勉励是恰当的。
因为我希望我们这所百年老校，既保留它的醇厚扎实，
又能做时代的弄潮儿；我希望滁州中学不只培养出品
学兼优的毕业生，更能创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教育

美景。我们既抓高考，也重素养，既看成绩，也重特长，
坚持开齐开足各项非高考科目，开展“五节四礼”校园
文化活动以及年级个性化活动，希望同学们正直勇敢、
崇德向上，一心朝阳、向美而行。

终身学习，知行合一，尊重多元，接纳自己。既往
的学习生涯中，学校和老师会表彰优胜者，将你们置于
被比较的境地。但在这个成人仪式上，我想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每一个你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你
的父母心中最好的孩子，每一个奋进的你，都是母校最
心爱的学生。

刚才我问，你们准备好面对成人世界了吗？余华
有一本小说叫《十八岁出门远行》，书中十八岁的“我”，
兴奋地背着红背包出门，却被现实世界伤得体无完
肤。我相信，你们青春的理想，经得起社会现实的磋
磨，请同学们记住这句话：一只鸟儿站在树上，从来不
会害怕树枝断裂，因为，她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自己
的翅膀！也许你们未真正思考过什么是“自己”，我们
在规划自己生涯的时候要理性地问自己：我是谁？我
要去哪儿？我怎么去？

博学笃行，多元发展——说的是积累实力也是打
开视野，是塑造自我也是发现自我，是目的也是途径。
成长是一生的事情，没有固定答案。只有不断努力探
索自己的价值，测量内心的维度，才能真正明白自己想
要什么，能经受什么，畏惧什么，又不畏惧什么。我们
首先要接纳自己，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和生活方式，

才能拥有稳固的内核，不被外在的喧嚣裹挟，才能推己
及人，看见和接纳人和社会的五彩缤纷。十八而志，责
有攸归。你是什么样，中国的未来就是什么样——现
在，未来已经不远，我们能不能首先发现和发掘我们的
独特性，活出自我的精彩？值得每位同学思考！

为了勉励同学们勇敢担负起一个优秀公民的社会
责任，我们准备了一份意义深远的礼物——《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精美的金属书签，留作你们成年的纪念。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在富于创造力
的壮年发现了自己的使命。”为自己，为远方，为祖国，
为人类，祝你们早日启程，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使
命。无论将来你们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祝你们都
能完成自我实现，度过有意义的一生，每个人仅有一
次的一生！

你们这一届进入高三时恰逢建校百年，你们即将
毕业之年，恰是滁州中学新的百年开启之年，你们的
老师送走你们以后，也将奔赴新的校区，开启新校的
元年！

临近高考，希望每位同学都能调整好自己的身体
和心理，以积极的心态，充满自信地走进考场！希望每
位同学在剩下的30天里，能展示滁州中学学生的大家
风范，度过中学生涯中最高效、最无悔的30天，为自己
的高中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做最好的自己！你
只需努力，其余的交给时间！

滁州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刘志刚

“你只需努力，其余的交给时间”
——在滁州中学2022届高三成人礼上的致辞

□刘志刚

5 月 6 日上午 7 时 18 分，滁州中学为
2022届高三学子举办了隆重的成人礼。清
晨的校园朝气蓬勃，成人仪式的标语在阳光
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学生们昂首挺胸地迎接
他们的十八岁生日。成人礼上，高三年级各
班班主任及备课组老师呈现了丰富多彩的
祝福形式，活动现场充满了欢笑与感动；成
长的岁月里，除了师长的谆谆教诲，背后还
有父母一路的长情陪伴，此刻都化作了家长
寄语视频中深情的祝福与期待。全体校领
导及班主任给学生们的冠礼和赠送礼物环
节更是将活动气氛推向了高潮。

（刘世玮 古 鹏 文/图）

“十八而至 踔厉奋发”
滁州中学举行2022届高三学生成人礼

□责编：朱丽丽
□电子信箱：czrbjiaoyu@163.com

方法论

教
育故事

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推动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即由
被动接受性学习向主动探究性学习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
除了教学评价方式的转变外，还必须推动教师角色的转变。
教师已不能直接以权威的身份向学生传递经验，而要以各种
方式来调动学生参与学习活动，并通过引导学生在自己精心
设计的环境中进行自主探索。

由“权威”向“非权威”转变

新课程要求教师与学生合作沟通、相互提供支持、启迪
灵感、共享智慧、共同构建知识。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允许教
师在某些知识领域有不懂的问题。教师可以向学生学习，可
以向学生承认自己不懂的问题，可以请学生帮助老师解决教
学中的疑难，让学生消除学习的“神秘感”。增强学生的自信
心，从而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因此，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
的伙伴，要走进学生们的世界，学会从学生的眼光看世界，与
学生进行知识与智慧的交流，共同分享知识与经验，在轻松、
愉快、和谐的教学氛围中引导学生畅所欲言和自主探索，培
养学生思维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由“指导者”向“促进者”转变

教师要改变过于强调知识传授的倾向，努力培养学生积

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注重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从转变自己
“讲课”为主的教学行为做起，变课堂教学成为师生积极参
与、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有效的教学活动是学生的
学与教师的教的统一，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
织者、合作者。学生探索知识的思维过程总是从问题开始，
又在解决问题中得到发展和创新。教师要有一定的创新能
力，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给学生提供创新实践的舞台，引导学
生深入分析，大胆猜想，产生新思想，提出新观点，营造宽松、
和谐的教学环境，赋予学生表达的机会。

由“信息源”向“信息平台”转变

未来的教师需通晓课件制作、网络设计等技术。例如：
在传统教学环境下，小组学习方式由于受物理位置的制约变
得比较勉强，教师往往让座位相邻的学生一起讨论，而实际
上，座位相邻的学生其观点和思维方式以及学习节奏都大不
相同，所以小组学习的效率往往很低。而在网络化的信息技
术环境下，分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教师只需提供一个总结
交流的工具性平台，当小组要解决同一个问题时，成员间的
协作能力显得尤其重要，小组成员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和学习
资料放到网络的同一个文件夹或者网站上供全体成员来交
流和评价，也可以将这些搜索整理到的学习资料与其它小组

共享，最后达到共同的学习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协作
能力得到了提高。

这样课堂上教师只是起组织者、管理者的作用，而不再
是知识的灌输者，学生将有更多的主动权来处理自己的学习
任务。

由“执行者”向“研究者”转变

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量体裁衣”，科学地用好用活
教材，对各种学习资源进行科学整合，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
学习需要，使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能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
这样才能实现有效教学。备课时一定要深入研究教材，从学
生的实际出发，抓好重点和关键内容，充分利用教材开创自
由空间，选取适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教学内容，并稍加以情
感的浇灌，融入自己的智慧，充分有效地将知识激活，形成教
师教学个性的教材知识。

如今，全面实施新课程改革是时代的要求，教师在改革
中扮演着各种不同角色，只有在对自己所承担角色全面认识
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良好的角色转变。教师必须尽快找准自
己的角色定位，成为学生成长的指路人，学习知识的促进者，
为培养新型的优秀人才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作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作者单位：全椒中学）

推进教师角色转变 适应新课改需要
□张国庆 胡 坦

教 与 思

三月的风柔和而温暖。中午在学校配餐的小朋友越来
越多了。城北小学二年级四班饭前听故事活动一结束，时
间刚到十一点半，我赶紧把就餐的小家伙们分成两组，到教
室外的走廊上有序拿餐，接下来就等着一齐享受美美的午
餐咯！

很快，长长的两队就剩下两个小朋友了，咦？这两个小
家伙怎么不拿饭？推来让去的，又有啥事吗？男孩严明朗可
是个有名的调皮蛋！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不断；下课
喜欢与人撕扯，衣服被扯破的事件还没处理妥，脸上又留有
新抓痕！女孩性格偏内向，说话细声细语……俩孩子平时的
表现快速地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两个小家伙还在推来让去，
还不时地看向盛盒饭的保温箱。我也连忙伸头朝保温箱里

看去，怎么就一盒饭了呀？怪不得呢！这种情况，老师也不
好决定到底让谁拿这盒饭，于是我就笑着说：“怎么办呢，给
谁呢？”“给她吧！”男孩笑眯眯地，不假思索地说。女孩，笑而
不语，犹豫了一下，还是弯腰拿起饭盒走进班里，男孩也屁颠
屁颠地回到自己座位上。

缺一盒饭可不行啊，赶紧找配餐公司的工作人员反映情
况，协调此事。很快我协调好就进入到班里。平时我“食不
言寝不语”的教导确实有效果！班里除了饭勺与饭盒的碰撞
声，就是喷鼻的饭菜香了。男孩严明朗此时手里在拨弄着最
近班里才兴起的折纸，似乎感觉到老师在看着他，小嘴抿着，
似笑非笑。搁平时，看到这似笑非笑的小表情，我早就严厉
地批评教育他了：“严明朗，又在想啥呢，瞧你那小表情！”今

天这个小表情在我的眼里却是那样可爱……“老师，饭来
了。”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还挺高，嗯，还不到五分钟。

第二天的一个下课期间，终于没忍住好奇心的我把正在
走廊地上跟同学撕扯的严明朗叫到办公室。因玩得过猛，脸
上微红额头还冒着热气，眼睛向地上看着——耷拉着眼皮，
这是他挨训时一贯的表情。看着这小表情，心里在偷笑的老
师摸摸他的头，把他拉近自己的身边，笑着小声地问：“老师
想知道，昨天中午还剩最后一盒饭的时候，你怎么不去抢而
让邵传悦先拿去吃呢？”“因为她是女生啊！”

还是不假思索，抬起眼皮说这句话的瞬间却流露出小男
子汉的气概！这气概瞬间暖到了我的心窝……

（作者单位：定远县城北小学）

最后一盒饭
□王 敏

校长向学生代表赠送礼物

有人说：“得语文者得天下”，这是说语
文相当重要。而中考作文60分，几乎占据
语文总分的半壁江山。可见，中考作文分
数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考生语文成绩的高
低。临近中考，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
经验，与读者一起分享中考作文提分的六
个小妙招。

拟写一个好的标题拟写一个好的标题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一篇文章标题拟
写得好，作文就成功了一半。标题是文章的
眼睛。所以我们要在拟题上狠下功夫。所
拟题目要做到：新颖，醒目，富有文采。

比如；以“乐”为话题，可以拟为《带着
快乐去旅行》《读书之乐》《垂钓之乐》等。

《带着快乐去旅行》，运用拟人的修辞
手法，生动、形象，引人注目。作者在旅行
中看到的美丽风景，听到的动人故事，感受
一份快乐的心情。

《读书之乐》，标题确定了写作内容。
可以先写自己不喜欢读书，然后写自己参
加读书会的困惑，最后在妈妈的指导下迷
恋上了读书，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

《垂钓之乐》，标题醒目，也是确定了写作内容。我喜欢垂
钓。垂钓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通过学习垂钓，锻炼了我的意
志，培养了我的耐心，让我体验到了“钓胜于鱼”的乐趣。

此外，拟题时，也可以引用古诗句，如《驿路梨花》。一语
双关，意蕴丰富。梨花既指梨花姑娘（人名），又象征梨花精
神，即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

写一个好的开头写一个好的开头

作文开头的方式有许多种，也比较灵活。至于怎么开头，
往往要根据文章主题的需要。

下面列举几种开头方式，供参考。
1.开篇点题，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如：朱自清《背影》一文开头，“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两年余了，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这样开头，简洁自然，开门见山。
2.运用环境描写，营造意境
如：笔者发表在《辽宁文学》上的《想念秋山》一文的开头：

“秋风起兮云飞扬。望着大雁南飞，听着秋虫呢喃，嗅着菊花
吐香，品着金橘酸甜，我愈发想念大柳的秋山。”通过描写秋山
景物，营造优美意境，引出下文对往事的怀想。

3.运用修辞手法开头，富于文采
如：朱自清《春》一文的开头：“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运用反复、拟人的修辞手法，表达作者对春
天降临人间的期待和急切心情。

4.引用古诗句、名人名言，歌词，格言故事等开头，创设情境
5.运用对话描写开头
6.运用议论的方式开头等等
好的开头，能够激发阅卷老师阅读兴趣，容易获得高分。

有一个好的立意有一个好的立意

立意就是确立中心。文章中心要鲜明，正确。要传递正
能量，要歌颂真善美，要有家国情怀，要有责任担当意识等。
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作者通过描绘岳阳楼的景色及迁
客骚人登楼览景所产生的悲喜感情，表达自己“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远大抱负，也借此劝勉滕子京。再如：笔者的《玉兰花开》一
文，通过描写玉兰花开，引领读者学会关注自然景物的美，热
爱生活，追求恬静闲适的生活状态；同时要学习玉兰花珍惜当
下，拼命绽放美丽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有一个好的构思有一个好的构思

文章构思要巧妙，要学会谋篇布局。文章段落为作者在
行文中已经划分的自然段。层次一般指段落内部相对独立的
几个部分。层次和段落是文章思想内容的表现次序。

1.并列式：文章各部分的内容没有轻重主次之分。如培
根的《论读书》，三个部分分别谈到读书的目的，读书的方法，
读书的好处，就是采用并列的结构。

2.递进式：文章几部分内容逐层深入。比如谈“生涯规
划”，先写生涯规划的内涵，再写对于个人发展的意义，再写时
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段落之间体现层次感。

3.总分式：先总述，再分说。这种关系还可以演变为“分
——总”或“总——分——总”的结构方式。

4.正反对比式：文中两部分内容进行对比，例如鲁迅的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前一部分从反面批驳敌论点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后一部分从正面立论，证明中国人没有
失掉自信力。

同类并举，则为类比结构。

有一个好的素材有一个好的素材

写作文离不开选材。选材一定要真实、新颖、典型，感人，
要能够打动人心。不能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要从生活中选
材，要深入观察生活，挖掘生活，抒发真情实感。

写文章，要守正创新，紧扣时代主题，表达积极向上的价
值观。

比如：杨绛先生的《老王》一文，1、老王在夏天，用旧三轮
为我们带送冰，车费减半。2、老王送钱先生去医院看病，坚决
不收钱。3、老王临终前送来许多鸡蛋和香油等。这些事件平
凡真实，感人肺腑，突出了老王善良，淳朴，厚道的性格。人物
形象鲜明饱满。

再如：朱自清的《背影》一文，车站送别，肥胖的父亲费力
地爬过月台坚持为我买橘子的情节，十分感人。把无微不至
的伟大父爱诠释得淋漓尽致。

有一个整洁的卷面有一个整洁的卷面

考场作文卷面一定要整洁。卷面好比一个人的脸面，收
拾得利利索索，打扮得光鲜靓丽，容易激发阅卷者的阅读兴
趣。因此，字迹工整，认真，书写美观匀称，让人赏心悦目，往
往受到阅卷老师的青睐。反之，书写潦草，错别字连天，涂改
严重的卷面，绝对影响考生成绩。

希望这几个小妙招能给即将参加中考的同学带来一些启迪！
（作者单位：滁州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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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礼”后的高三学生集体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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