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我们数学的郑老师，大眼睛、高鼻

梁，一副黑框眼镜让他看起来幽默加风

趣。他经常运用“三招”，让同学们都服服

帖帖，就是这样与众不同。

第一招，“声语”。他讲课声音很大，

时而激昂，时而轻柔，各种解题思路方法

讲解得绘声绘色，所有同学都被他讲的内

容吸引。记得有一次，郑老师在讲台上讲

解例题，我觉得简单，趁他不注意，偷偷从

书包里拿出心爱的手机玩起小游戏来。

心想，他应该不会注意到我，慢慢地，玩得

入迷的我没感觉到周围声音变小了。突

然，一个人影闪了一下，我抬

头，郑老师站在我面前笑眯

眯地望着我，我耳根子一红，

“嗖”的一下赶忙把手机放

好。啊！原来他的这一招

“声语”，看似温柔其实很厉害！课堂上，

他讲得生动而富有激情，他的“声语”无时

无刻都在盯着那些爱开小差、搞小动作的

我们。

第二招，“加分激励”。郑老师爱拿激

励分来“诱惑”大家，只要按要求完成课堂

任务，即可全班加分或个人加分，他还经

常用自己写文章的稿费封一些现金红包

来“诱惑”我们，丰厚的奖励馋得我们直流

口水。在分数和现金的“引诱”下，全班同

学都乖乖听话，上课也特别认真。课后，

一声声响亮清脆的加分声中，也时不时地

伴随着一声声沉闷的减分声，班里的每个

人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得不说这

第二招很有效。

第三招，“眼神光波”。郑老师有一双

会说话的大眼睛，有同学搞小动作了，他

会用提醒的目光望着那位同学，仿佛在

说：“要认真听讲，不要开小差哦！”同

学们回答问题时，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期

待和鼓励，仿佛在说：“加油，你可以

的！”有同学遇到了难题，他的眼睛会变

得很温柔，时常给人鼓励，仿佛在说：

“这道题你会的，仔细想想，认真思考

哦！”总之，他的眼睛可以表达出各种鼓

励语言，不用说出口，就让同学们感到

他的严厉与温柔。

哎，“三招”！这就是我们的数学老

师，总能给我们带来欢笑，快乐、幽默、风

趣、尽责的他，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

的好朋友。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六（9）班 卢柯竹
指导教师 郑蕾

欢快活泼的语言，字里行间跳动的童心刻画了老师的“三招”，让老师的严和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来令人倍感亲切。点 评

哎哎，，
三招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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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了，我高兴地背着书包

回家去。跑到家门口，咦，门关

着，奶奶呢，哪儿去了？一问才

知道奶奶在屋后田里锄草。我

丢下书包，找奶奶去。

田里的庄稼早已收割，小草

正抓住这难得的“大好时机”疯

长着。挨着河边的一块地里，奶

奶正拿着锄头，弯着腰，吃力地

锄着草。“奶奶，我回来了！”见到

奶奶，我大老远就喊。她停下手

中的活儿，抬起头来，从衣兜里

掏出钥匙，说：“把门开了，赶快

做作业去，别在外面玩！”这些

年，奶奶很少休息，总在田间地

头忙农活。虽然年龄不算大，却

显得很苍老。如果我能帮她分

担一点儿农活，该多好啊。想到

这儿，我央求奶奶：“让我来锄草

吧。”确信我的作业做好了，奶奶

爽快地答应了。

性急的我，提起锄头，使

劲地朝杂草挖下去。不料，锄

头陷在泥里，怎么拉也拉不出

来。奶奶见了，大笑起来：“你

这娃娃，这哪是锄草哦，明明

在挖地。”我也忍不住张嘴笑

了。奶奶从我手中拿过锄头，

耐心地教我怎样站立，怎样握

锄，怎样一锄一锄地锄草。她

示范五六遍后，我终于学会

了。干劲十足的我，用力地锄

呀锄。不一会儿，杂草在我的

锄头下，低下了高昂的头。乐

得我不由得哼起了小曲。

快 乐 的 时 刻 总 是 那 么 短

暂。还不到十分钟，我的手抬不

起来了。小小的锄头，好像故意

与我作对。不管我怎么用力，它

都纹丝不动。我努力支撑着，

唉，快不行了。奶奶，锄草怎么

这样累啊？我急得满脸通红，汗

水直冒。奶奶见我这副窘相，赶

紧过来解围：“干活当然很累啊，

不辛苦，哪来粮食吃？”

坐在田埂边大口喘气的我，

听奶奶这么一说，倒明白些什

么。是啊，哪怕像锄草这活儿，

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都需

要付出辛勤的劳动；没有辛苦地

耕耘，哪来丰收的粮食。

“ 谁 知 盘 中 餐 ，粒 粒 皆 辛

苦。”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现

在做起。这也算锄草带给我的

思考与收获。

开江县灵岩乡中心小学

六（2）班 奚远双

指导教师 邱达官

从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

灰色的狐狸。这是一只非常懒惰的狐

狸，每天除了睡觉，还是睡觉，什么也

不想干。

有一天，狐狸好不容易睡醒后，

去找吃的，它在树林里正好遇到一只

猎狗, 猎狗死追着狐狸不放，幸好在

路口撞见了黑熊，黑熊撵走了猎狗，

救下了狐狸。狐狸心里一阵欢喜，眼

珠子一转，心想：“要是我能跟黑熊

住在一起，那么我就不用怕猎狗

了。”于是，狐狸装作可怜兮兮的样

子，对黑熊说：“黑熊大哥，您的力

气好大呀！我能跟您住在一起吗？”

黑熊见狐狸可怜兮兮的样子，只好答

应了它的请求。

春天到了，黑熊要下地播种，狐狸

不想下地辛苦干活。于是，它眼珠骨

碌一转，对黑熊说：“黑熊大哥, 要是我

们都去播种，小鸟把种子吃了怎么

办？不如我留下来赶小鸟吧!”黑熊觉

得狐理说得有道理，就独自一人去播

种了。狐狸见黑熊走远了，就吹着口

哨回去睡大觉了。当黑熊干活快回来

时，狐狸假装在外到处溜达，说：“黑熊

大哥，我赶走了好多小鸟呢！”

黑熊家附近住着一只狼，狐狸这

些小动作被狼看得一清二楚，狼很想

吃掉这只狐狸，但它跟黑熊住在一起，

狼不敢轻易下手。

秋天到了，黑熊要去收玉米，狐狸

又想到了一个点子, 它对黑熊说：“黑

熊大哥，您去收玉米多辛苦呀! 要不，

我去山顶上给您逮只野兔，补补身体

吧!”
黑熊见狐狸这么体帖，心里很感

动，于是就独自去收玉米了。黑熊走

了，狐狸就又去睡大觉了。黑熊快回

来的时候，狐狸假装很狼狈的样子说：

“黑熊大哥，今天真不走运啊！一只野

兔都没抓到，真是对不起您啊!”黑熊

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安慰狐狸不要

太在意。

很快，到了分粮的时候，狐狸又想

到了一个歪点子，它假惺惺地对黑熊

说：“黑熊大哥, 您这么辛苦，我也没闲

着呀，给您看家多累啊。不如您分一

成，我分九成吧!”老实的黑熊爽快地

答应了。分粮那天，狼被请来当账房

先生, 狼毫不客气地对黑熊说：“狐狸

一直在骗你！它每天都在家里睡大

觉!”
黑熊知道真相后很生气, 就把这

只懒惰的狐狸赶出了家门。

仁寿县视高小学
三（2）班 王子轩
指导教师 高勇

亲爱的老师，正因为有你的默默

奉献，我们的世界从单一变得多姿多

彩，你为我们在迷茫的人生道路上指

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我们的田野开辟

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密斯特”郑，呵呵，是我的一

位数学老师，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

明亮的大眼睛，还有一张能说会道

的嘴，爱讲笑话、说故事，高高的

鼻梁上戴着一副眼镜，和蔼可亲，

时常在课堂上做一些搞笑的动作让

我们哈哈大笑。

每次上课，他总要比别的老师提

前五分钟到，偶尔下课多讲几分钟，直

到我们听懂为止。每当上课气氛沉闷

时，他会讲一些幽默的话语鼓励我们，

让我们的心情豁然开朗；若我们依旧

沉默不语，他就会像动画片里猪猪侠

一样爆发小宇宙，让我们做做小游戏、

折折纸，调动起我们的学习兴趣。他

的快乐教学法，时常让我们脑海里要

逃跑的思维小精灵乖乖地随着他翩翩

起舞。

他不仅是我们学习上的指引者，

也是我们思想上的领路人。他负责我

们班的数学，数学是智慧的结晶，有着

无穷无尽的奥秘。

课堂上，他引导我们仔细探究

数学知识，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谁的发言最创新、独特，他就带头

鼓掌，多多鼓励。他的课丰富多

彩，很有哲理性。稍微难一点的数

学思维题加上他夸张的肢体动作，

常常让我们很快就能理解。每一节

数学课，我们就像几十朵花儿般享

受园丁的浇灌，以至于听得入迷而

忘记了下课。

你别看他那么严厉，其实他特别

善解人意。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古

筝比赛耽误了课程，数学作业留下了

一大堆，比赛回来补做时不是很有信

心，一些原本会做的题出错了，心情很

复杂沉重。他悄悄走过来，好像看出

了此时此刻急躁的我，向来严厉的他，

眼里流露出一丝的温柔，在我看来，他

的手犹如一只轻盈的蝴蝶，好像在安

慰我不要紧张，要有信心，

沉着、冷静。此时的我深

深地感觉到了他对我的温

柔与鼓励。

有一种职业最美丽，

那就是教师。有一种情感叫师生情，

老师就像一只领头的大鸟，领着我们

飞出一片广阔的天空，而我们就是那

群飞翔的小鸟，在蔚蓝的天空下逐渐

成长。

谢谢你，我的“密斯特”郑。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六（9）班 陈秋雨
指导教师 郑蕾

今天中午，家里要来客人，

奶奶特意熬制了鲜美的鱼汤。

哇，太好吃了！用草鱼熬制的

鱼汤，不仅味道鲜美，而且鱼肉

入口即化，简直是人间绝佳美

味。

“奶奶，这鱼是哪儿来的

呀？”我情不自禁地问。“是咱们

自家田里养的。”奶奶说。连绵

的秋雨，我都有 10 多天没去田

野了。

一吃完饭，我就奔向我家

的责任田。灿烂的阳光照射

下，田野里一派丰收的景象，层

层梯田里，满目的稻谷一片金

黄。此情此景，我不由得联想

起“鹅湖山下稻粱肥”的诗句

来。

刚走到稻田旁边，就听见

田里传出一阵“哗啦啦”的声

响，顷刻间，又恢复了平静。一

定是我惊动了田间的鱼儿。我

沿着田埂，几番仔细搜寻才发

现，鱼儿原来聚集到田角一低

深水洼处，比较而言，其实并不

深。

看！好大的一群鱼！我屏

息凝神地靠了过去，近了，更近

了，我赶紧挽起裤腿，脱下鞋，

蹑手蹑脚地下了田。尽管我这

般小心翼翼，还是被这群机警

的鱼儿察觉，它们立刻向四处

奔逃。手忙脚乱之际，我突然

发现一条鱼朝我窜来，眨眼间，

已窜至我身后，我赶紧扭身一

扑，双手用力摁住那惊慌失措

的鱼，尽管它拼命挣扎，还是无

济于事。

“哈哈，抓住啦！抓住啦！”

一回到家，我就兴高采烈地举

起手中筷子长的草鱼，冲着奶

奶喊：“奶奶，看，我厉害不？”

南江县大河镇校外活动辅导站
文学三社 王子杰
指导教师 蔡小平

捉捉鱼鱼

作者善于捕捉细节，既写出了捉鱼过程中的紧张和欢乐，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新农村稻丰
鱼肥的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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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草锄草

作者通过记叙帮
奶奶锄草这件小事，
不仅表现了农家娃娃
热爱劳动、体贴长辈
的好品质，还在细腻
的描写中品味了劳动
的艰辛，明白了“珍惜
每一粒粮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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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语言朴实，细节感人，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老师上课时的气色、眼神、声音、手势的
特征，文笔间渗透了对老师的尊敬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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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斯特”郑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懒惰的狐狸

没有读书量的积累，是不
可能写出这么大胆合理的想
象作文的。故事有详有略，重
点突出，把一个懒惰而又工于
心计的狐狸刻画得入木三分。

点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