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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师JY

1.本次调查人数共426人，男女
比例47.89：52.11，基本持平。

2.受调查人员多为初高中及在
校大学生，分别占19.72%，30.99%，
39.44%。工作者占少数，不到10%。

3.读书的自身喜爱程度，一般喜
欢高达74.65%，比重较大，很喜欢人
数不多，有21.13%，不喜欢者较少，
为4.23%。

4.青少年阅读时间安排，休息时
阅读超过一半，其余时间分配，睡觉
前 占 35.21% 左 右 ，早 起 后 占
19.72%左右，上课时与工作时占
22.54%。

5.平均每个月阅读量2-5本最
多，1-2本次之，5本以上略少，不读
书者极少。

6.一般读的书籍，小说最多，高

达 53.52%，文学类书籍次之，为
49.3%，其余书类占比例较少。

7.读书的目的，有71.83%的人
是为了兴趣爱好，有50%左右的人
是为了学习知识，充实自我或者是
娱乐消遣；为了工作或学习任务和
研究调查的都在20%左右。

8.青少年认为读书对自己非常
有帮助占50%，有些帮助占36%，认
为帮助一般或没有帮助的极少。

9.青少年读书场所多为家里，图
书馆，书店，教室等，其中在家最多，
图书馆书店次之；在休闲场所较少，
只占22.5%。

10.青少年的读书渠道有书店购
买，向图书馆借阅，网上电子书阅
读，这三种比重较大，均超过50%，
向亲人朋友借阅次之。 （钟圆圆）

本次调查相关数据

■ 黄慧娟

师恩难忘，难忘恩师。在我的
成长路上众多的老师中，我尤其感
激的是景山海甸分校邢益宝先生。
他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海南小语
众多老师的老师。我们亲切地称他
为“师傅”。

几许灰发，身材瘦削，步履矫健，
戴着眼镜面容亲和，却明察秋毫，这就
是他。

师傅爱书如痴，办公室最多的
就是书，各种教育专著、管理专著，
随手可取。平日里出差，会带回好
书，或推荐、或赠送、或奖励给老师
们。我就有幸得过全套的《张庆文
集》，八本，400余元一套。当时，他
自费订了十套，悉数赠送给老师们
学习。到景山海甸分校几年，从师
傅那蹭来的书已经几十本，本本爱
不释手。对书他也有小气的时候，
那就是他做过笔记的书。邢师傅有
一个爱好，就是边读书边圈圈画画
做批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动笔
墨不读书”，读他批注过的书真是一

种享受，你可以在批注上看到另一
种精彩的碰撞。有一次，邢师傅批
注阅读完钱梦龙的书后，书不见
了。许是太急了，他在博客上发布

“寻书令”，大意是：“想要新书可以
送，但能否把我批注过的书还给我，
我还要再看。”一时在校园传为笑
谈，嘿嘿，拿了邢师傅批注过的书，
谁还舍得还回去呢？还有一次，他
正读着的李镇西的书借给了一位老
师，老师也不客气，依葫芦画瓢圈圈
画画做了不少批注，让邢师傅再读
时无处落笔了，忍不住在会议上发
牢骚：“看到心爱的书被画成这样，
好心疼。”

师傅爱读书，也爱写。作为特级
教师，他数十年笔耕不辍。其中博客
记录就是他的工作常态。从手写到博
客，从成长博客到好研，从电脑到微信
平台，载体在变，不变的是他对教育细
节的关注。邢师傅写下千余篇博客，
有管理，有教学，有人生思考，有对同
行的忠告……大多小中见大，关注细
节，因此粉丝众多。

邢师傅还爱上课。作为特级教

师，他数十年来坚持平均每周给老师
们上一节示范课，引领大家。他常说：

“完成靠底蕴，设计靠理念，用自己的
课堂培训自己。”跟随邢师傅学习9年，
总有追赶不上他的脚步的感觉，因为
他孜孜不倦钻研教材，从未脱离第一
线。遇到重要的课堂展示，老师们都
喜欢去向邢师傅要设计，他也欣然应
允，乐此不疲。

邢师傅也爱老师们。景山教师培
训很多，比如“咖啡时间”，是以会议形
式组织年轻老师观摩名师视频并作交
流，老师们自愿参加的活动。不管多
忙，他都坚持全程参与，每一次都做专
家点评。

邢师傅还多才多艺，喜欢唱歌，能
拉手风琴，乐意与女老师们完成诗朗
诵，也会与男老师在篮球场驰骋。每
一届学生毕业前夕的送别会上，他都
会深情地清唱《风儿吹散了蒲公英》：

“风儿吹散了蒲公英飞向那蓝蓝的天
空我们走出了校园踏上了人生的路程
别忘了同学往日的情谊别忘了老师恩
深义重……”

但我认为，邢师傅最爱的还是孩

子。听他的课会很感动，他不会批评
孩子，更不舍得牵着孩子走，课堂上他
最常做的动作，就是对孩子竖起大拇
指。以前我班上有一位叫小海的孩
子，性格孤僻，单亲。那会邢师傅和我
合带班，每次早读见到孩子，邢师傅都
会站得直直的，大声说：“小海，早上
好！”久而久之，小海不仅学会了打招
呼，也乐于与人交流了。我见过邢师
傅唯一的一次发脾气，是因为一次美
文诵读活动，一位老师因为班级一个
孩子刚刚从农村学校转过来，不会朗
读，就让孩子在场下观看。这一幕正
好被火眼金睛的邢老师发现了，他安
抚了孩子后，在教师集会上暴跳如雷，
怒目圆睁：“什么逻辑！不会朗读就不
让上台，那孩子怎么可能学会朗读？！
这是歧视！严重的歧视学生！必须让
所有孩子上台，不能让孩子错过任何
一个展示的机会！”

这就是我的恩师，他校内外桃李
芬芳，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用
言传身教告诉我如何做一名好老师。
他也用自身的力量，让众多老师，从平
凡走入优秀。

普通和优秀之间，隔了一个师傅的距离

■ 实习生 钟圆圆 本报记者 张惠宁

学子心旅JY

为了解海口青少年阅读状况，今年
暑假期间，海南师范大学2015年大学生
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的一支调研团队深入到海口的
图书馆、书店、学校和电影院等公共场
所，从海口市民读书现状探究青少年阅
读习惯，以调查问卷法和采访的方式调
查了426名青少年，从海口市民读书现
状探究青少年阅读习惯获得了一组与青
少年阅读现状相关的数据。调查显示，
省会海口只有3个公共图书馆，公共图
书馆事业发展缓慢，影响了椰城书香的
播撒。除此之外，只有7.04%的青少年
认为自己的父母饱读诗书。家长如果自
己缺少阅读习惯，要求孩子养成爱读书
的习惯则不容易。

调研团队以海口青少年的个人情
况、阅读习惯、阅读影响因素三个方面为
出发点，逐步深入青少年群体的阅读核
心。调查结果显示，海口青少年群体的
阅读状况受到阅读环境、个人特质、书籍
选择、网络和电子产品5大主要因素影
响。

爸爸妈妈，能多读些书么？

在调查中，只有7.04%的青少年认
为自己的家长很爱读书，53.52%的青少
年认为家长的阅读还行，会偶尔阅读。
爱读书的家长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一个
良好的示范。即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家
长，重视读书的话也会在孩子的阅读上
面花更多的时间，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
读书习惯。青少年学习过程大多在学校
进行，其读书习惯的形成受老师同学的
影响也十分大。受调查的青少年中，
18.31%认为自己的阅读受了朋友或同
学的影响，40.85%认为受老师和家长的
影响最大。调查显示阅读环境受到学校
和家庭的双重影响，往往生活在有读书
习惯的家庭和鼓励学生阅读的学校的孩
子更喜欢读书。

海口市公共图书馆仅3个

在调查海口公共文化建设时，团队
成员获取了一组令他们震惊的数字，“海
口一共只有22个图书馆，其中18个为
大学图书馆，1个为某度假酒店图书馆，
只有3个属于社会大众可以共享的公共
图书馆，除此之外只有少量乡镇街道有
不对外开放的小型阅览室。”

调查团队通过百度地图调查到各省
会城市图书馆数量，同样是省会城市，城
市人口220万的海口市，图书馆的数量
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确实很少。江西省
会南昌城市人口504万，有106家图书

馆；福建省会福州711万人口，有96家
图书馆；广东省省会广州图书馆多达
249家。

“我们在想这样的公共图书资源是
否能够满足市民的需求。”调研团队负责
人叶敏道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不出他
们所料，在采访过程之中他们调查到了
图书馆资源普及率低对青少年的阅读实
实在在地造成了影响，一位来自海南华
侨中学的初三学生告诉叶敏：“从家里到
省图书馆看书需要花费一个小时左右的
时间，我常常会因为太远而选择放弃去
图书馆看书。”

据大学生志愿者调查，海口仅有的
三个公共图书馆分别是海口市图书馆、
海南省图书馆和美兰区支中心数字图书
馆。在信息时代，海口公共图书馆事业
总体发展缓慢，公共图书馆普及率较低，
部分乡镇都还未有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而且部分公共图书馆不仅没能做好传统
服务，如馆藏资源，图书管理和服务等，
更难提探索延伸服务，如数字化建设及
特色服务等。另外，对于读书宣传的意
识和公民自主读书的意识还不强。而这
恰恰影响了其基本功能的发挥，进而影
响着青少年的阅读。

调查发现，仅有12.68%的人满意海
口当前的文化建设，认为其满足了自己
的阅读需求，从数据可以看出，绝大多数
的青少年对海口的文化建设有着更高的
期望。

另外，叶敏说，“在过去，学习任务繁
重是影响学生阅读的重要原因，而我们
调查到的数据显示网络和电子产品已经
成为了一个新的重要原因。”叶敏向记者
展示了团队的调查数据显示，海口青少
年遇到的阅读困难中注意力不集中占总
人数的78.3%，而关于外界影响的不良
影响问题中，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比
重高达40.09%。

本土文化书籍阅读人少

团队成员还调查了海口青少年对阅
读书籍的选择和对海南文化的了解状
况。“起初我们拿着海南几本著名的书采
访一些路人，但是几乎没有人看过，于是
我们退而求其次，调查大家是否阅读过
海南出版的书籍或与海南文化有关的书
籍，结果同样不容乐观。”叶敏向记者展
示了本土文化阅读状况的调查数据。数
据显示，阅读过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的青少年寥寥无几，没有注意和没有阅
读过的人分别占61.97%和25.35%，对
海南文化的了解不多，没有关注过的人
高达54.93%，本土文化的阅读状况处境
十分尴尬。

海师大学生志愿者开展的海口青少年阅读状况调查显示：海口公共图书馆稀少，影响书香播撒，且只有
7.04%的海口青少年认为自己的父母饱读诗书——

海口能多些公共图书馆么？

本报讯（通讯员岑新强）9月10日
下午，定安中学召集老教师代表举行座
谈会，共商定安中学发展。

座谈会上，定安中学老领导、老教师
代表，畅谈了从事教育工作的收获和感
受，并就当前定安中学教育教学存在的
一些问题，如学校管理不完善，生源外
流，留不住好学生，学生食堂管理欠缺，
以及如何加强教师队伍管理，提高教学
质量等问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定安中学发展
面临着不少困难，前进道路上有重重“大
山”阻拦，要像愚公那样，立下远大的发
展志向，重振定安教育雄风。

定安中学
老校友座谈谋发展

当我喊出第一声
“上课”

■ 陈春羽

秋，在人们的感知里就是一个带有淡
淡伤感的，离别的名词。但我的第20个秋，
却格外的金灿灿，也分外的迷人。因为，有
学生，有队友。

2015年8月29日，满怀着一腔热血，
我踏上了奔赴五指山南圣中心学校支教的
路途。刚来报到的第一天，我们支教生就
受到该校领导的关注，他们对我们嘘寒问
暖，让身为组长的我很受鼓舞，也让我意识
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我暗下决心：
要当一名好教师，就必须爱岗敬业，关爱每
一位学生。

9月 1日这一天，我见到了自己的第
一批可爱的学生们。当我踏进教室走上
讲台时，喊出那第一声“上课”，教室里突
然变得安静了起来。这种气氛和场景告
诉我：“你的角色已经转变了，现在你是
一位老师。”

开始人生中给学生上的第一节课时，
有点小紧张，但是随着上课的深入，紧张的
心里打消了，表现得很自然，时不时，我还
向学生们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学生们都很
积极的举手踊跃地争着回答问题，气氛浓，
很活跃。但在上课时，还有一个不好处理
的问题就是：纪律问题。学生们一会儿跟
同桌说话，一会儿又做小动作开小差，作为
一个支教老师，骂不行，打不行，只能像哄
小孩一样的哄，哄得我都快变成一个小孩
了。半堂课过后，还好把他们哄乖了，他们
都很认真地听我讲课了，看着他们一个个
乖乖地坐在位置上渴望求知的神态，我心
里好高兴，也很欣慰。

上完了第一堂课，我发自内心地对自
己评价了“还行”这两个字。对于我来说，
支教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虽然付出了
许多时间汗水，但同样也收获了一份快乐，
一份荣耀，一份知识。

这半个月的支教让我感悟很深。当你
看到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神时，有时不免
让人揪心，这时你会觉得支教是那么的有
必要，能帮助更多的孩子获得知识。其实，
我没有要去改变任何一个学生的崇高理
想，我只是按自己的内心去做，希望自己确
实能做点什么，哪怕是影响一个学生。我
很希望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能做个
真正的麦田守望者，踏踏实实去做，哪怕会
很艰辛甚至很委屈。然而我守望麦田，也
却不只是为了收获，我只是欣赏那一种天
地的杰作，乐于把自己融入那无尽的麦
浪。面对每个单纯的孩子，我多么的希望
在这个设施简陋的学校里，能给他们带来
更新鲜的知识和深刻的感悟，让他们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和迷人！让他们开
拓自己的视野，为自己美好的理想努力学
习，好好奋斗。

这里的一切，也使我明白了：条件的
好坏，关键在于自己怎样看待，拥有一颗奉
献的心，一颗感恩的心，生活永远是美好
的。在路上，当学生亲切地喊到：”老师
好！”我感到孩子是多么可爱；当把知识教
给渴望求知的孩子，我觉得找到了自己的
价值……

还记得9月9日的那一天，除了有学生
们预祝我教师节快乐，还有家长给我发短
信祝福我，当时我好激动，从心里觉得，这
半个月来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的学生
接受我，家长信任我。

感谢支教，带给我一个不一样的金秋，
一个不一样的9月10日，一份不一样的感
动，一份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编者按：
今秋，山西忻州师范学院

又派出100名学生到五指山支
教。从2010年至今，忻州师范
学院已经连续5年，派出11批
700多名大学生到五指山各乡
镇学校支教。年轻的支教老师
不怕累不怕苦为五指山教育奉
献知识和汗水，也收获成长。
教育周刊今天选发支教学生陈
春羽的文章，让我们走进他们，
了解他们，对这些支教海南的
学子，道一声：谢谢！

青少年的读书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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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市新华南路的海口市图书馆，1986年落成，已难以满足市民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钟圆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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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小学教师
书法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实习生冯定
辉）为继承和弘扬传统国粹文化艺术，
激发中小学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
日前，海南省中小学教师书法大赛在海
口市滨海九小圆满落幕。

此次大赛由省教育厅主办，海口
市书法家协会、海口市滨海九小联合
承办，参赛的100余名选手通过初赛、
复赛层层选拔，最终参加决赛。比赛
为毛笔书法、硬笔书法两个类别，书写
内容是歌颂祖国、热爱古今经典诗词、
格言等。

比赛现场，毛笔区的参赛选手挥毫
泼墨，抒发情怀；硬笔区的参赛选手，一
笔一画，认认真真，优美的汉字从笔尖
流淌出来，犹如串串美妙的音符，谱写
了汉字书写的美妙乐章。最终，大赛决
出一、二、三等奖数名，并将获奖作品进
行展示。

海口市滨海九小校长陈亚耀表示，
各学校都应该重视对学生的书法教育，

“电脑的普及，不代表汉字文化没落，书
法作为中国很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应
积极地弘扬发展下去”，目前，滨海九小
正积极普及写字课、书法课，让书法走
进校园，让更多学生了解书法，弘扬传
统国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