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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读时间，快静下心来读书！”

吃完早餐，一推开教室门，我被眼前

的一幕幕惊呆了，明明安排了领读

员，同学们还是三三两两地聚成一

团，好像在商量着什么。

“今天是陈梓莟的生日。”一个小

小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

“老师，今天是陈梓莟的生日！”

崔天梅把“生日”两个字说得很重，生

怕我听不见似的。

“快想想，我们要怎么给她过生

日呢？”

“快想！快想！”

“我们赶紧把教室布置一下！老

师，你有没有气球？”何沛霖凑了过

来。

“没有……”看着他满脸期待的

样子，我有些于心不忍。

“哎呀，我们都没有准备礼物。”

“教室有点简陋了呢！”孩子们自在无

邪地互动着。

我站在讲台前，感受到了生日对

于孩子的重要意义。“要不我把祝福

写在黑板上？”我随口一说。

“好，那我们快准备，陈梓莟快出

去，不要偷看哦！”陈梓莟被孩子们簇

拥着推到了门外，在他们等待之余，

我把“祝陈梓莟生日快乐。——97班

全体同学”这几个大字写在了黑板

上，并画上了祝福气球，还下载了生

日快乐歌的配乐。

丁零零，丁零零……上课铃声响

了，第一节是语文课。

“同学们，今天的课前三分钟有

点特殊，老师临时安排我们的小寿星

——陈梓莟主持，我们先来为她唱首

生日歌，好吗？”

“好！”活泼欢快的生日歌响起，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自然地用手打着

节拍，悦耳的歌声甜到了我的心里。

音乐暂停，陈梓莟站在讲台上感

受着每一个同学传递的善意，“快许

愿！”瘦瘦高高的她两手紧握，轻轻闭

上双眼。

我顿时感觉每一个孩子的眼睛

都闪着光，开心到藏不住笑容，仿佛

自己也在过生日。

“同学们，你们有什么祝福送给

她呢？”

“我祝你全家健健康康，没有烦

恼，还要祝你学习进步！”“我要祝你

考试越来越好！”……满满的祝福在

教室里洋溢，有的孩子甚至冲上讲台

送上了自己刚写好的贺卡。

朱竣炜站起来，郑重地说，“我觉

得你要感谢你的妈妈，她那么辛苦才

把你生下来。”多懂事的小男孩，我不

禁有些潸然。

“同学们，这是一个难忘的生日，

我相信陈梓莟一定会记住这个温暖

的瞬间，今天的课前三分钟到此结

束，我们的爱不会结束。”教室又响起

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虽然没有好吃的蛋糕，没有许愿

的蜡烛，但这满满的仪式感，悄悄地，

让生日成了一个个跃动的音符，也让

孩子们懂得了珍爱生命、心怀感恩。

一首生日歌，一张亲手制作的卡

片，一分温馨的同学情……生活需要

仪式感，它会让你在平凡又琐碎的日

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

进的微光。

国庆节前夕，我无意间透露了自

己与祖国同一天生日，王烁言和胡悦

跑过来多次向我确认，我点点头。

没想到双节放假的前一天，其中

一个小女孩送给我一张亲手制作的

生日贺卡，“老师祝您生日快乐，老师

您辛苦啦！”真是一个温暖的姑娘，一

笔一画都藏着孩子善良的心意。

“老师，你看王烁言画得真好！

她还写了英文哦!”陪她一起送贺卡的

胡悦笑着说，我想起她们是第一次学

习英文，连26个字母都还没学完，却

把这勇敢的尝试送给了我，这小小的

互动就是师生共同成长的过程，这也

让我更加珍视每一个孩子的生日。

工作总是忙碌和繁琐的，但也要

呵护孩子的童心童趣。从心出发，绽

放每一个生命的瞬间，是我们能送给

孩子成长的最好礼物！

特别的
生日礼物

■ 曾卉

聚成一团火 温暖千万家

发展至今，“小镜子心语”拥有5
万多粉丝，每期推送点击量都有好

几千，并且开拓出录播等各种特色

活动，与学生、家长、一线教师的黏

合度很高。如果转为市场化运营的

话，平台价值换算下来报酬可观，但

是张晓静坚持分文不取。

这些年，张晓静有很多“发财”

的机会。微信后台提醒她，推文可以

打赏，各种机构来寻求商务推广，还

有机构出高价邀请她去培训学生朗

诵，都被张晓静一一拒绝了。

张晓静表示，她要做的是免费

的优质家教，一方面，不收家长、学

生一分钱；另一方面，自己和团队老

师志愿服务，分文不取。

其实，“小镜子心语”的教师团

队不仅为广大听众提供志愿服务，

他们还尽力利用网络平台发起公益

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今年 2 月，听说广汉丘陵地区

的红薯因为疫情影响而滞销，几万

斤红薯只能烂在地里，张晓静主动

找到当地农业公司，策划了“我为抗

疫出把力”特别节目，家长听众纷纷

响应，共计认购红薯 1.2 万斤，解了

当地农民的燃眉之急。今年 7月，广

汉市发生鞭炮厂爆炸事故，一名消

防队员在救援中牺牲，8 月 1 日，张

晓静组织电台的小志愿者到广汉市

消防救援大队为消防队员送清凉，

孩子们对于爱岗敬业、消防安全有

了直观的认识。今年 9月，听说一个

父母双亡的孤儿外公、外婆相继患

上癌症，他们又策划了“我为孤儿出

把力”特别节目，孤儿家庭收到爱心

捐款7万多元。

1800 多天，从不间断，每期节

目，所需时间少则3个小时，多则10
个小时，张晓静和团队老师就这样

坚持着。

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为“小镜

子心语”让路，起初家人难免有怨

言，但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向张晓

静表示感谢，讲述孩子的变化、家长

教育方式的变化，家人成了张晓静

最坚定的支持者，还跟她一起参加

电台举办的公益活动。张晓静在家

录节目的时候，患有支气管炎的丈

夫，咳嗽一声都要蒙在被子里，生怕

发出一点声音，妻子又要重录。

“独行快，众行远。”1800 期能

坚持下来，还源于团队的每位老师

都把录节目当作重要的事。主播清

风，有一次周末，毫不犹豫地承担了

晚上特别节目的录播，后来，大家才

知道当时他的母亲和岳母两位老人

都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住院；主播兜

兜，孩子发烧在医院输液，他仍然坚

持录完了节目才匆忙地赶往医院；

主播明月，承担了繁重的教研培训

工作，经常连续几个周末都得不到

休息，但年长体弱的她克服了重重

困难，坚持录播；主播小文，手摔伤

了，吊着绷带也坚持来录播，她还调

侃道：“自己幸好伤的是手，不是嘴，

要不然想来录都不行啦！”主播小语

和娟子，一到寒暑假，就把自己读大

学的女儿都拉到网络电台一起做公

益；主播大兵，经常在家里熬到深更

半夜编辑资料。……

老师们常说：“看到张晓静那么

拼，做的又是这么有意义的事，身后

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推着自己，乐

在其中。”

除了主播团队，多位教育专家

也义务为电台提供学术支持。四川

省教科院专家刘晓军、四川省特级

教师冯学敏等众多教育“大咖”也

在“小镜子心语”刚起步时，便担当

学术顾问指导。一次外出学习，南

京晓庄学院教授王宗海现场指导

教师朗诵，台下坐着的张晓静想：

“水平真高，要是有王教授这种全

国知名的专家指导电台师生该多

好。”于是她鼓足勇气给王宗海提

了这个想法，没想到王宗海爽快答

应，并 3 次带领江苏的专家到广汉

传经送宝。

“未来，会更加注重发挥团队每

个人的特长，把电台建设成学生、家

长的精神家园，并且，坚持免费，坚

持做公益，希望电台能够扶危济

困。”张晓静说。有这样一群专业、

敬业且有爱心的主播团队，相信“小

镜子心语”会传播得更广、更远。

“孩子们，晚上好，这里

是小镜子心语网络电台。”

每天晚上，打开“小镜子

心语”公众号，广汉市师生、

家长就能听到主播老师熟悉

的声音，不少孩子还把节目

当作睡前故事，听着电台进

入梦乡。

2015年 11月 12日，广汉市教

学研究教师培训中心小学语

文教研员张晓静在自家书房

拿着手机录下了首期“小镜

子心语”网络电台节目，谁也

没有想到，这款专题节目持

续播放到了现在。 5 年间，

“小镜子心语”已经更新了

1800 余期，从未间断过一天，

主播由张晓静一个人充实成

了一个专业的教师团队，节

目内容从最开始的阅读指

导，扩展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导、艺术教育、家庭教

育等多方面内容，固定用户

超过 5 万，而广汉市小学生

总数为 2 万余名，意味着“小

镜子心语”在区域内实现了

小学生和家长的有效覆盖。

因为显著的工作成效和

诚挚的公益情怀，“小镜子心

语”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十佳

志愿服务项目”、“全国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四川网信

办“互联网+扶贫”典型项目;

项目获得团中央志愿大赛银

奖和团省委项目大赛金奖；

张晓静被省教育厅评为教育

改革创新发展典型；“小镜子

心语”主播团队被教育部西

南基础教育课程中心评为

“全国群文阅读十大明星教

师团队”。

志愿服务 ——做有意义的事 乐在其中

“免费家教” ——从关注阅读到关注儿童

最初，“小镜子心语”要解决的是

家长对孩子阅读缺乏指导的问题。

张晓静在一线当了 20 年语文老

师，后来调到研培中心做教研员。作

为一名语文高级教师，钻研语文教育

多年，张晓静清楚要抓好语文教学，

最根本的是做好学生的课外阅读。然

而，现实情况是：留守儿童家长，父母

在外打工无暇陪伴，祖辈文化水平不

高，难以指导孩子阅读；一些家长非

常支持孩子阅读，但仅仅停留在买书

上，孩子翻一翻就放下，难以深入；还

有家长有指导孩子阅读的愿望，但缺

乏方法。

2016 年 2 月，张晓静在家录满

100期“小镜子心语”节目后，等到了7
位热心语文、志愿服务的主播，其中

有一线教师，也有学校教学管理干

部，还有专兼职的教研员。用张晓静

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广汉小语界的

权威”。

主播之一清风老师时任广汉四

小副校长，便在学校开辟了一处录播

室。那时，每天晚上十点过后，广汉四

小校门口的保安都能看到8个人相伴

走出校园，就是“小镜子心语”的主播

老师们刚制作完节目。聚合了广汉市

小学语文精英力量的“小镜子心语”，

陆续推出了涵盖故事推荐及感悟、佳

作赏析及教师点评、名言积累及赏

析、趣味语文、听力测试等内容，带孩

子阅读。家长如能坚持听，也能从中

学到指导孩子阅读的方法。

不久后，“小镜子心语”的录播室

搬到了广汉市教育局大楼四楼的一

间办公室。据广汉市教育局副局长黄

文健回忆，电台创建一个月后，教育

局便收到多位家长的推荐，“发现它

很有生命力，决定给予指导和支持。”

由此，“小镜子心语”正式以广汉市教

育局教师社团的身份开展活动，并新

招募到27位优秀的一线语文教师，主

播老师扩展到35位。

主播队伍充实起来，节目内容也

随之丰富起来。

2017 年 4 月，张晓静接到一通来

自广汉市妇联的电话，说是看到“小

镜子心语”在家长、学生群体中的影

响力，提出双方合作录播节目和策划

活动。此前，张晓静对妇联工作并不

熟悉，听了介绍才知道，妇联有许多

关爱留守儿童、双职工家庭的阅读推

广、夏令营等公益项目，和电台覆盖

的小学生群体高度重合。

和妇联的合作开启了“小镜子心

语”的另一重探索：利用广汉市各政

府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的力量立德树

人。通过这些合作，电台从儿童阅读

推广逐步扩展到关注影响儿童生活

的全社会因素。

多年前，广汉市就是首批全国优

秀家长学校实验区，依托网络电台，

张晓静将家长学校搬上了云端。她邀

请家长走进录播室，和孩子一起朗读

富有教育意义或哲理意味的文章。疫

情期间，社会上关于疫情的谣言频

传，“小镜子心语”电台坚持一天不落

下地更新，用主播老师和同学们富有

感染力的声音，引导师生、家长关注

有正能量的事件。今年，广汉市教育

局局长冯世伟履新，上任不久，联合

广汉市工委、妇联策划了“父母云课

堂·点亮千万家”系列节目，在“小镜

子心语”电台正式上线，40 分钟左右

的音频围绕一个主题分享文章，家长

利用碎片时间听一听，就能获得从教

育理念到实际操作的指导。

“就像吃饭一样，小镜子心语提

供的是方方面面的营养。”张晓静说，

小镜子心语不是关注读经典、或者艺

术修养某一方面的公众号，而是面向

每一个儿童的优质“免费家教”，只要

孩子成长需要，电台就会对接相关的

资源。

“小镜子心语”电台还与广汉市

朗诵协会、英语协会、唯爱读书会、书

法家协会等社会团体开展合作，汇聚

各方面的专业力量支持学生成长。节

目的播送范围也从广汉市，拓展至德

阳、成都等地，并且经由支教教师推

荐，节目辐射到了凉山州的美姑县、

金阳县近30所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小镜子心语”的主播们分工协作、制作节目。

“小镜子心语”主播和嘉宾们录制“父母云课堂•点亮千万家”首期特别节目（前排左二为张晓静）。

——记“小镜子心语”网络电台主播团队
本报记者 胡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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