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在春天噎噎
阴齐忠伟

母亲在楼顶置了一片巴掌大的小菜园袁 这几天
天气向暖袁春意萌动袁小菜园欣欣向荣袁有些青草也
在菜叶丛中伸出了纤细的腰肢袁随手摘下一把袁青草
的汁液沾满了手指袁一种味道从叶诗经曳里走了出来袁
野春日迟迟袁卉木萋萋袁仓庚喈喈袁采蘩祁祁冶遥 那种味
道来自春天的土地袁让人仿佛生了双翼袁变成一只沐
风而行的新燕袁朝着春阳下的远方飞去遥

春天来了袁我想在春天种下一棵树袁最好是一棵
杏树袁野小楼一夜听春雨袁深巷明朝卖杏花冶遥 在一夜
春雨过后袁我可以踏着泥泞的土地袁寻找自己种下的
那一棵杏树袁看它无瑕的花瓣沾着晶莹的雨露袁在微
风中向我颔首微笑遥

春天来了袁我想在春天做一次农夫袁最好是粗衣
麻履袁戴一顶竹编的斗笠袁扛一把锄头遥 我会在处处
啼鸟的清晨出门袁带着一路溶溶的月色返回遥 狭窄的
田埂芳草萋萋袁 各种杂样的野花零零星星地点缀在
草丛之中总会带给人一些不经意的欣喜遥 或许没有
月色袁你看那暮云四合袁天空陡然昏暗了下来袁一场
春雨正在酝酿之中袁不用着急回家袁就静静地等待淅
淅沥沥的春雨从天而降吧遥 野青箬笠袁绿蓑衣袁斜风细
雨不须归冶袁不在这场春雨中静静地伫立着洗去心头
尘埃袁岂不白白浪费了这场大自然的恩赐遥

春天来了袁我想在春天读一本书袁最好是一本诗
集袁用青草的汁液尧鲜花的芬芳写就的诗歌遥 在珠玉
铮铮的琵琶声中袁在低婉哀伤的小提琴声中袁在雨落
屋檐的滴答声中袁我们一起去读一首诗袁可以读李白
的野天生我材必有用袁千金散尽还复来冶袁可以读杜甫
的野国破山河在袁城春草木深冶袁可以读苏轼的野回首
向来萧瑟处袁归去袁也无风雨也无晴冶袁或者你去油菜
花地里袁去芳草连天的旷野袁去读余光中袁去读席慕
蓉袁去读舒婷和海子袁一定别有一番风味遥

春天来了袁我想在春天做一回孩子袁卸掉中年的
沉重和忧愁袁 带着一颗明净的心袁 带着一脸祥和的
笑袁心无挂碍袁面无愁容袁把自己袒露在阳光下袁肆无
忌惮地张开双臂袁拥抱絮絮的春风遥 我想爬上村头的
那棵柳树袁轻轻折下一根柳枝做成喇叭袁让童年的序
曲在耳畔清亮亮地响起遥 我想牵上外公养的那头老
黄牛去田间沟畔袁看它悠闲自在地啃食野草袁我还想
踩着高高的石栏袁 去看看鸟巢里羽毛未丰还长着稚
嫩黄嘴的麻雀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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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1994 年分设国家税务局尧 地方税务

局袁原瑞金市税务局渊象湖镇红军巷地段
划为瑞金市地税局)袁 并经市政府批准于
1998 年搞全额集资建房袁 于 1999 年底支
付袁我局干部李孟步抽签房屋为 B 栋西侧
第三层渊面积 135.92㎡冤,现予证明该房屋
属于李孟步袁无争议遥

国家税务总局瑞金市税务局
2020 年 3 月 18 日

遗
失
声
明

绎刘志宣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 证号院
渊2015冤 ZD07060013袁特此声明遥

绎谢逸华和吴英秀共有的证号为 1500006-24 号
房屋产权证渊房屋坐落于红都大道七里段北侧渊七里金
虹湾冤商铺-11#-101 铺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 邹 清 华 持 有 的 残 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210219810929472644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雄灵寺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副本遗失袁证
号院宗点证字渊赣冤F07065009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武平山寺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副本遗失袁
证号院宗点证字渊赣冤F070650060袁特此声明遥

近日袁儿子所在的大学网上开
学遥 于是袁我有了与儿子一起做一
回野同学冶的机会遥网上授课的教师
均是博士尧教授袁因此我格外珍惜
这次网上学习遥几天听课学习下来
感受颇多袁梳理了以下三点遥

第一袁 疫情倒逼教师自我改
变遥 网课打破了学校尧 教室的围
墙袁不仅面向学生袁还面向家长及
大众遥 近日听课发现袁有的授课教
师博学多才袁有的则天马行空袁还
有的教师照本宣科遥 虽然同为教
授尧博士袁但层次尧学识差异很大遥
网课面对的受众范围更大袁 这就
要求教师要格外用心备课遥

一些授课教师的状态也会先
入为主袁 有的教师在线授课时并
不太注重自己的仪表袁 有的教师
则特别用心袁 以自己的书柜为背
景袁还在身旁摆了盆花袁还有一些
女教师化了淡妆遥 总之袁在线授课
让每一位教师的生活品位也随之
暴露在网络之下遥

第二袁如何应对网络教学带来
的挑战遥 因为是网络授课袁学生学
习尧听课状态教师并不知情袁而学
生听课状态与教室里的状态完全
不同遥 我们当然可以要求家长配
合袁但随着各地的复工复产袁家长
无法全天陪伴孩子学习遥我们也可

以要求孩子自律袁 但自律的品格尧
自主学习的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养
成的遥 那么袁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就
成为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道难题遥

教学作为一种基于教与学的
双边活动袁教师教的层面可以通过
精心备课尧认真授课来保证曰而学
生学的层面如何有效保证袁也需要
教师多加思量遥 因此袁在网上搜索
即可获取正确答案的时代袁如何设
计多样化的作业已成为教师的一
大挑战袁而如何检查尧反馈也是考
量教师智慧与责任心的重要指标遥

有人说袁父母是原件袁孩子是
复印件遥 换言之袁 有什么样的父
母袁就有什么样的孩子遥 对于师生
关系而言袁亦是如此袁有什么样的
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遥 如果
不是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习惯
及品行形成有巨大影响袁 如果不
是同学之间的交往会有助于他们
完成社会化进程袁那么在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袁学校尧
教师真的可能被取代噎噎

第三袁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中
发现野机会冶遥 对教师而言袁疫情期
间是一次重要的专业提升机会遥
不少教师平日远离网络袁 更不用
说上网课了袁如果不是疫情袁恐怕
直至退休都不会如此深度地拥抱

新技术遥 疫情袭来袁让教师必须加
速提升自己的信息技术素养遥 我
们要放下抱怨袁 成为一个强大的
学习者袁 因为人与人最大的差别
在于是否有终身学习的能力遥

对学生而言袁他们是野屏幕社
交冶一代袁但平日手机可能是游戏
工具袁又或是社交媒介袁而今却要
作为学习工具遥 因此袁能否自律是
决定孩子能走多远的决定性因
素遥 网络世界无所不有袁昔日在学
校被禁用手机袁 在家上网需要与
父母打游击尧捉迷藏袁而今要长时
间面对网络袁如何拒绝诱惑尧抵御
干扰是孩子品格的试金石遥

对家长而言袁 平日对孩子的
管理或许不够放手袁 或又太过放
纵袁 而今让孩子面对网络学习也
是一种考验遥 我们深知袁学习与成
长均是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主体性
行为袁来不得半点强迫袁如何引导
孩子自觉尧自愿遵守规则袁形成良
好习惯是对家长智慧的考验袁也
是对家长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生
活尧学习习惯的考验遥

疫情当前袁 我们能改变的只
有自己袁 这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好
机会袁 让我们一起从改变自我开
始袁 迎接一个全新教育秩序的到
来浴 魏山虎

3 月 16
日袁 井冈山
小学党支部
书记带领着
党员志愿者
走进幸福菜
园综合实践
基地袁 播种
春天尧 收获
希望袁 共同
种下一些蔬
菜袁 既供应
学校食堂 袁
关 爱 教 职
工袁 又为学
生的实践教
学 提 供 样
本遥
李凡星
本报记者温庆本摄

我省公布定向培养
乡村教师计划

今年袁江西继续实施野定向培养乡村教师计划冶袁
计划定向培养幼儿园尧小学尧特教教师共 6350 名遥 小
学教师男尧女比例不得低于 40%袁幼儿园教师男尧女
比例不得低于 20%遥

据悉袁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的生源条件为参加
2020 年中考的初中应届毕业生袁 定向师范毕业生必
须安排在乡镇渊不含县城袁特殊教育除外冤及以下中
小学渊幼儿园冤任教袁特教师范毕业生安排在县特殊
教育学校任教袁任教不得少于 5 年袁确保有编有岗遥

杨政

我省统筹谋划开学工作
省教育厅正在统筹谋划学校开学工作袁 将综合

考虑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尧交通状况尧应急准备尧学校
人群密度尧学龄阶段特点等袁做好开学预案遥 对于中
小学校袁原则上高三年级实行全省同步开学袁初三年
级实行同一设区市同步开学曰 考虑到高校有大量学
生从省外返校袁将实行分校开学遥 下一步袁将根据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袁从压实工作责任尧深化健康教育尧
加强人员管控尧减少聚集性活动尧强化应急处置尧加
强校园环境卫生整治尧 加强关心关爱和加大督察检
查等方面入手袁精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袁及时化解可
能出现的风险袁不折不扣地将野严防扩散尧严防暴发尧
确保一方净土尧确保生命安全冶落到实处遥 章海洋

疫情之下的教学三题

拍卖公告
受委托袁 本公司定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上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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