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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见闻JY

■ 黄慧娟

“哇，我发现树干上长了小木耳！”
“老师，三叶草一丛一丛的，多有

活力啊！”
“呀！蒲公英！奶奶说，蒲公英长

出来了，春天就来了！”
……
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撒欢似地散

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用清亮的眼睛去
发现春天的踪迹。这是我带三年级的
孩子“寻找春天”的语文活动。海南的
四季并不明显，但是孩子们还是在观
察、体验后，兴奋地写下了关于春天的
诗句，其中吴俐小朋友是这样写的：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树干上
一场春雨惊醒了小木耳
春天在草地里
春风唤醒了蒲公英

三叶草是春天的好朋友
春姑娘一来
他们就一群一群地出来玩耍
春天还在小水塘里呀
小蝌蚪醒来了就哭着找妈妈

因为有了体验，孩子的语言呈现
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清澈之美。这
样的体验活动很多，有像“寻找春天”
这样阳春白雪类型的，也有如“包饺
子”“美食分享会”“读背挑战赛”“制作
冰糖葫芦”“烤蛋糕”等更接近生活的
语文综合活动。

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学生害怕写作文，原因之一就是一些
传统的命题作文脱离学生的生活实
际，使学生无从下笔，久而久之就害
怕、讨厌作文。生活是写作的源头活
水，教师一方面要善于唤醒孩子的既
有体验，另一方面则应该为孩子创设
更多的生活经历，将语文延伸到生活，
使之与生活紧密对接，这就是我们倡
导的“大语文观”。

那，如何为学生创设生活经历？

体验生活，搜集素材

去年，我布置学生周末每人回家
学做一道菜或学做家务，并请家长用
镜头记录下这个过程。活动开展后，
我们完成了一次习作训练。因为有了
亲身体验，学生描述做菜经历真是生
动。学生李丹写道：“天天吃着妈妈做
的可口饭菜，我以为做菜易如反掌。
没想到番茄炒蛋这道简单的菜我却手
忙脚乱尝试了三次才勉强成功。第一
次忘了放盐，全家吃了觉得没味道；第
二次糖下得太少，味道太酸……做菜
也是一门学问，妈妈平时做菜很辛苦，
也很了不起。”看，有了生活体验，写出
来的习作多么质朴感人。

除了“安排下厨、做家务”这样的
实践作业作为习作素材，我还会根据
节日安排更多的语文实践活动，比
如：寒假期间安排学生搜集对联，记
录下搜集的过程和乐趣；元宵节学做
汤圆，端午节学包粽子，体验动手的
乐趣；重阳节做一件令长辈感动的
事，记录事情经过；……让学生“动”
起来，在动态中体验生活，生成故事，
搜集素材。

亲近自然，开阔视野

美丽的大自然，既能开阔视野，增
长见识，又让学生赏心悦目，陶冶性
情。学生课余亲近自然，寄情山水，无
形中为习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
料。

上学期，六年级一个班利用周末
组织了三场班级亲子集体户外活动：真
人CS比赛，老城区定向徒步活动和露
营活动。三场活动给学生和家长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欢声笑语成为不可磨
灭的记忆。在集体露营活动中，我们不
仅带领学生游玩了农庄周边的景点，引
导学生仔细观察山、水、花、草、树木的
形态和颜色，动态和静态的特点，专业
的教官们还设计了许多拓展游戏，培
养学生的团队凝聚力。晚上，家长、孩
子一起找木柴生火，举行了篝火晚会，
平时安静的孩子和一本正经的家长们
都变得格外“嗨皮”，在才艺上各显身
手。篝火晚会结束后，教官带着孩子们
夜间观察星象和动植物，在迷人的星光
下为孩子们上了重要的一课。第二天
还现场示范急救知识……

活动结束后，孩子们都迫不及待记
录下了这难忘的经历。家长也由衷地
说：“举行这样的活动，意义不可估量。”

参与实践，增长见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习作教学
应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与练笔相
结合，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
丰富见识感受和写

作资源。
我曾利用假日带学生去陶艺馆动

手做一件陶艺作品。回校后让学生交
流学做陶艺品的经过和感受，然后再让
他们习作。大部分学生写出来的习作
都生动、充满童趣。一个孩子写到：“做
完这个笨拙的花瓶，我嘘了一口气，额
头已经冒出汗水。再照一下镜子，我的
脸成了大花猫。望着陶艺馆里那些图
案美丽、制作精巧的作品，我终于体会
到了，原来制作一件陶瓷作品是多么不
容易啊！今后，我要多参加这种活动，
体验成功的来之不易。”因为亲身参与，
学生的习作内容充实、生动。

每学期，班级都会举办班级联欢
会，孩子们表演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
有的小组表演诗歌朗诵，有的表演器乐
合奏，有的模仿笑星演小品，有的唱歌
跳舞……会场充满欢声笑语。联欢结
束时，我布置学生当晚写一篇跟联欢会
有关的习作，第二天检查时发现大部分
学生习作内容充实，描写生动具体，充
满乐趣。有了活动经历，写出来的习作
内容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充满乐趣。

此外，我还曾带孩子们参观自来
水厂，安排家长陪同孩子亲临一年一
度的海南冬交会现场，孩子们获得了
独特的体验，完成习作格外轻
松。

搜集信息，拓宽思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电脑
进入千家万户，互联网也为广大学生
所熟悉利用。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
件，指导学生绿色上网，有针对性、有
计划性地布置学生了解、收集有关信
息、资料，拓宽知识面，充实信息量，对
老师来说也不是难事。

比如，班级组织“老城区定向徒
步”活动，我就结合海口的实际情况，
提前一周布置，安排学生向长辈了解
20年前海口的面貌，感受海口所发生
的巨大变化。学生触摸骑楼老街斑驳
的外墙，看到林立的新建的高楼，小小
的人儿也多了一些感慨，落到习作当
中，则成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

总之，习作的资源，蕴藏在学校
中、家庭里、社会上；存在于学生的眼
睛里、耳朵里、心灵里，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生活就是语文，语文就是生活，
身边时时有素材，生活处处有文章，愿
广大老师都能够轻松地带着孩子在生
活中找到习作的源头活水。

玩转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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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
寻找习作的源头活水

大学生寒假忙打“短工”

■ 实习生 陈宇航

寒假回到湖南的家中，偶然发现自己周围的
大学生同学开始忙于自己的短期工作之中。

走在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的街道上，许多店
铺门前都张贴着招收寒假工这样的字条，这其中
包括衣服店、鞋子店、手机店等店铺，沿街一个个
店询问下去，我了解到在当地一个寒假工的工资
待遇大多在1200元至2000元之间，工作时间一
般为8小时，春节期间店里比较忙的话就可能要
推迟下班时间。

刚刚大二的湖南工业大学小朱同学表示，大
学生没有假期作业，呆在家中没有什么意思，再加
上放假比较早，所以她选择了在一家品牌男装店
打工。平时工作很简单：熨烫衣服、推销衣服，“虽
然工作很辛苦很枯燥，但是想到可以在暑假花自
己赚的钱外出旅游就会觉得很开心。”2016年这
个寒假，湖南的冬天特别冷，店里没有空调，尽管
已经穿了两双袜子，小朱的手上、耳朵上、脚上还
是长了冻疮，但小朱依然坚持做完了自己的寒假
兼职工作。

来自吉林艺术学院的大一学生小姚同学也加
入了寒假工的“阵营”之中，“周围的同学都在做寒
假工，而且很多商家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我觉
得挺有意思的。”小姚选择的是一家比较小的鞋
店，上午生意不好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呆在店里，下
午会有人过来帮忙。小店讲究的是薄利多销，因
此寒假工的工资实行底薪加提成的方式，这让小
姚斗志昂扬，每天想的都是怎样才能多卖出一双
鞋，在做寒假工的过程中，小姚说她收获了属于自
己的乐趣和满足感。

据了解，相比正常员工一般2000元至4000
元的工资标准，寒假工的工资则相对比较低。对
此，一位衣服店老板表示招收寒假工一方面节约
了成本，同时也缓解了春节期间人手不够的问题，
一举两得。

轻言细语对待
“问题”学生

■ 方宝文

在我的读书笔记本里，有这么一段前苏联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话：“要关怀人，就是
说对待儿童犹如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儿童学
习不好，落后；儿童难以像他的同班生那样学
习，儿童或少年犯了流氓行为——所有这些都
是糟糕的事。如果是你的儿子遇到了这种糟糕
的事，你会怎么办？不见得会提出开除、减品行
分数之类的处理办法。当然理智会提醒父母，
这些办法也是需要的，但你首先提出极其必要
的办法去挽救儿子，只用惩罚是不能救人的。”

这不是古典演奏，老调重弹。苏霍姆林斯基
的这段话像每天升起的太阳，永远新鲜，它告诫我
们，当教师的在对待有问题的学生态度上，作为教
师的我们，就更需要仁慈去爱学生，我们教书育人
的出发点都是对学生的热爱。

那天，上午第一节课是我的语文课，这节课我
上的是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学完这首诗，剩下的
七八分钟我安排朗读。同学们专注地朗读，清纯
稚嫩而又响亮的读书声在教室里回响，让我欣喜
不已。我在学生之间来回慢走，仔细欣赏着孩子
们琅琅的读书声，那富有节奏感好听的读书声让
我心里涌起由衷的欣慰。此时我像吃了葡萄，心
里甜滋滋的。我情不自禁，偶尔轻摸学生的头。
学生们冲我忍俊不禁，此时师生之间的感情宛若

“桃花潭水深千尺”，无与伦比。之后又投入朗读
了。此刻我堆起了笑容，我觉得，天地之间，孩子
们太可爱了。

我在教室里不时来回走动，突然一只苍蝇从
我眼前飞过，当我走到教室最后边角落处的一张
桌子时，我原先脸上堆起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原来坐在最后边角落处的这张桌子上的符符同
学，一边读书一边停下来把两只手伸进抽屉里剪
纸。符符是尖峰岭脚下一座黎族村庄小户人家的
孩子。那个村庄黎族剪纸艺术历史悠久，剪纸是
当地传统民间艺术。我靠近他时，他的手拿着刀
子还在动！他抬头看我，见到我一面怒气，他的手
发抖了，心慌了，不动刀子了。我想，这“小鬼”，我
上课他竟然剪纸！不处分他如何教育其他学生？
是罚站？或拉到讲台亮相？或罚晒太阳……但这
样做会伤害符符的人格和自尊心，会造成他的逆
反心理更加严重，也会让其他同学造成心理恐慌。

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想
起前面那段苏霍姆林斯基说的话来，“只用惩
罚是不能救人的”，于是，我放弃惩罚的手段
了，俯下身子，用手轻抚他的头，温声问道：

“你喜欢剪纸吗？他点点头。老师也喜欢啊”，
我说。他立刻从抽屉里取出他刚才的剪纸给
我看，噢，原来他剪（刀刻）的是一头“牛”。我
把“牛”接过来，捧在手里慢慢欣赏，一边夸赞
他的手艺不错，然后让他放回抽屉里。“老师在
上课，全班在读书，不能剪纸，下课后拿到老师
宿舍再让老师欣赏，好吗？”他点点头。此刻他
的面上绽放笑容，手不再发抖，心不再慌，不再
恐惧了。他像其他同学一样开始朗读，一直到
下课。课后，他果真把“牛”拿到我的宿舍，我
边欣赏边与他进行剪纸艺术交流，这分明是一
把打开心与心之间的钥匙，从此符符同学上课
不再剪纸，不再有什么小动作，每当课余时间
他出新作，总要让我欣赏和分享他的喜悦。

课堂点滴
JY

■ 麦青

教育从了解孩子开始。好奇、幻
想、游戏是孩子们的天性。但是伴随成
长的脚步，这些宝贵的天性却不断被异
化、被失去。有一天我们长大成人，童
年像一张珍贵的老照片，散发出诱人的
光芒，照亮我们每一个平凡和琐碎的日
日夜夜。那些少不更事、荒诞不经却又
精彩纷呈的日子只能成为永久的回
味。所幸，有那样一群和孩子们一般酷
爱幻想和游戏的创作者们，他们以精彩
的故事，美轮美奂的画面，将我们的童
年——那些遗落在心灵深处的幻梦天
堂重新展现在眼前，栩栩如生，仿佛就
在昨天。其中那些可爱的孩子，正是我
们当年的一个影子。

《小飞侠·彼得潘》
我不愿意长大

《彼得潘》是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马
修·巴利1911年出版的一部经典小说。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曾多
次被改编为舞台剧和电影。但是为中
国人所熟知的还是2003年P·J·霍根执
导，杰瑞米·桑普特、蕾切儿·哈伍德等
主演的奇幻冒险片《小飞侠·彼得潘》。
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引起广大观众的
共鸣，正源于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个彼得潘的美丽幻影。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彼得潘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
子。孤独的时候，他会倒挂在人类的窗
口听故事，带走那些父母眼中的淘气
包，来到梦幻岛（NEVER AILAND）做
他们逍遥自在的“孩子王”。他勇敢强
大，堪称梦幻岛的国王。他是所有迷失
的孩子们的爸爸，负责给他们食物，带
给他们快乐，照顾他们免受海盗的袭
击。如果有一天能够离开啰嗦的妈妈，
严厉的爸爸，自由自在地像彼得潘一
样，那该有多好！面对学习的压力和生

活中的各种苦恼，这是每一个学龄期孩
子共同的心声。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普
通家庭的三个淘气鬼实现了所有孩子
的愿望，这就是温蒂和她的两个弟弟。

梦幻岛是所有孩子的天堂，这里没
有学校和各种特长班，没有各种规则和
命令，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奇遇和欢
乐。撒上点金粉，想象自己的快乐，你
就能像成为第二个小飞侠；你可以和美
人鱼说几句悄悄话，让她告诉你这个世
界所有的秘密；你也可以乘着风背滑
翔，和带着钩子手的库克船长较量一
番，体验一下蝙蝠侠的英勇无敌；当然，
运气好的话，你还可以遇到小红人，住
进原生态的小木屋，在印第安人的礼遇
中成为未来的公主或者王子……总之，
梦幻岛是自由快乐的，即使碰上海盗的
捣乱，也只不过让我们暂时飞得慢一点
而已。离家出走，我们也能行，这是孩
子们的独立宣言！

《查理与巧克力工厂》
我最爱吃巧克力

每个没长大的孩子都有嘴馋的时
候。巧克力、奶油冰激凌、蛋糕几乎可
以迷倒所有的孩子。想象一下，有一
天，你走在巧克力做成的草坪上，划着
巧克力凝固的小舟，一路前行在散发着
香甜巧克力味的小溪流里，周围到处是
巧克力做成的宫殿、桌椅、玩具和花草
……哦，不，整个世界，除了人类，全部
都化成巧克力制作的时候，
那么每一个馋鬼们，眼前的
景观该会多么的神奇和
喜出望外。2005年蒂
姆·伯顿执导的《查
理和巧克力工厂》
满足了贪吃鬼们
的 这 种 愿
望 。 但
是 不
怕蛀

牙的前提是，你必须和查理一样是个善
良、乖巧的好孩子，你才能获得参观、继
承巧克力工厂的权力。

该片改编自1964年罗尔德·达尔的
同名小说，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
品。导演蒂姆·伯顿堪称美国的鬼才导
演，一直以哥特式的视觉风格而著称。
每一个导演一生中至少有一部影片会
专注自己的童年或者青春期生活。这
种症候性的情结在蒂姆·伯顿身上尤为
显著。《大鱼》、《爱丽丝梦游仙境》、《查
理与巧克力工厂》等影片无不凝聚着他
内心深处无法挥去的童年情结。蒂姆·
伯顿的童年压抑、封闭、孤独，但这丝毫
没有影响他异常瑰丽的童年想象。结

合绘画的天赋，与御用演员约翰尼·德
普、妻子海伦娜·伯翰·卡特三人组一
起，蒂姆·伯顿打造了无数深受孩子们
喜欢的魔幻巨作。他的儿童电影擅长
打造童话般的梦幻天堂，喜欢高耸、奇
特的建筑风格，整个影片既五光十色、
缤纷浪漫又充满着神秘、诡异的气息。
《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中由约翰尼·德普
扮演的威力·旺卡先生无疑成为塑造神
秘的源泉。

《查理与巧克力工厂》在视觉想象
之外，还特别提出了家庭教育的种种弊
端。小查理并没有什么天赋异禀，只是
凭着自己淳朴善良的本性，而战胜了其
他对手。他的世界充满了爱与被爱，带
着人世间浓浓的真情和温暖，这是这个
贫困的家庭带给他最宝贵的财富。当
一个孩子面对巨大的美食诱惑，却摇着
头说“我们需要的是钱，不是巧克力”的
时候，每一个父母的心都要被融化。
与小查理一统前往巧克力工厂参观
的还有其他四位：一个贪吃的胖男孩
奥古斯塔、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女孩维
鲁卡、一个不停嚼口香糖爱炫耀的怪
女孩维奥莉特、一个总认为自己比别
人聪明的男孩迈克。他们分别代表
了孩子身上最常见的四种坏品质：贪
婪、任性、虚荣、自负。每个被淘汰的

孩子身边都有一个放任、溺爱的父
母。每个孩子被淘汰之前，影片以小矮
人们浅白的大合唱道出了影片的教育

真谛。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如果我有一根

魔法棒
该片根据

英国作家J·K·
罗琳的《哈利·
波特》系列小说
改编而成。《哈
利·波特》系列

电影作为全球最为卖座的儿童电影，也
是新世纪文学改编电影最成功的案
例。如今，在小说和电影的双重热卖
下，哈利波特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一种
情怀。不管续集如何精彩，还是觉得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
系列的第一部，最集中地体现了原著原
汁原味的风格和特点。

如果我有一根魔法棒，我愿意马上
搭往霍格沃茨学院的列车，苦练魔法，
成就自我的强大。旺盛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成就了霍格沃茨学院的神奇与美
妙。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虽然也和人类
一样分为三六九等，但是在这个虚拟的
空间里，有好巫师、黑魔法、小精灵、半
马人、还有各种灵兽；骑上扫帚会飞、穿
上隐身衣会遁形、看到幻镜就可以读懂
自己的内心和欲望、还有会自己寻找主
人的魔法杖，听到音乐就会睡觉的三角
犬……这样一个法力无边、神奇无比的
魔法学校处处都是惊奇和妙趣，又处处
充满了禁忌和凶险，新奇、冒险、惊悚、
奇遇等等杂糅在一起，处处可见人世的
善与恶的较量，又处处与人世保持距
离，给观众一个完全陌生化的景观传
奇。相比而言，国内的魔幻电影大都脚
踏实地，而国外的幻想则是天马行空、
无奇不有！

魔法学校校长邓布利多作为教父，
教育哈利·波特：“决定我们成为什么人
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
择”。简单来说，做一个好人比做一个
强人更重要。因此哈利·波特坚持选择
分魔院葛力分多——好巫师聚集的地
方。实际上，小主人公哈利·波特虽然
在人世间颇多不幸，生下来就沦为孤
儿，寄人篱下，但在魔法学校却是个幸
运儿。从父母和伏地魔那儿，他收获了
别人苦学不到的超能力和优越感，但他
身上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善良、正
直、勇敢、纯朴这些看似简单却十分珍
贵的好品质。也正因为他的这些美德，
他收获了高贵无上的友谊。如果说魔
法成为哈利·波特追求强大的支柱，那
么小伙伴们的友谊便成为他终身依赖
的精神依靠。这些温情脉脉的瞬间，和
奇幻的视觉画面一起，成为吸引观众的
不二法宝！

孩子们心中的 梦天堂

电影长河里的
教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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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与巧克力工厂》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