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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玉秀

眼下，又是开学季。可是热闹的春节
刚刚过，人们意犹未尽，乡村孩子们玩野
了的心更是暂时难以完全收回，如何让孩
子们的这种状态和学习发生关联呢？

我们六年级语文第二单元刚好有篇
课文——著名作家老舍的《北京的春
节》。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和热闹的
传统节日。老舍先生用他那如椽的大
笔，“俗白”的风格，京味的语言，为我们
描绘了一幅幅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
卷，展示了中国节日习俗的温馨与美好。

为了让学生对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

有更多的了解，感受到节日的温馨与美
好，刚一开学，我便布置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收集有关春节的诗词、童谣、春联、各
村庄丰富多彩的活动等。为此，我用了足
足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展示自己收集到
的资料，畅所欲言自己是怎样过春节的。

其中学生最熟悉的春节古诗莫过于
王安石的《元日》了，全班几乎人人会背：
爆竹声中一岁出，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
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接着，同
学们还展示了自己抄来的春联：财源广进
人安泰，福泽宏开宅富兴。和顺一家生百

福，健康二字值千金……从对比中，同学
们发现，这些春联都是表达人们美好的
愿望和祝福的，也从中区分了哪句是上
联哪句是下联，这些都是课本里没有的
知识。最让学生说不完的话题就是正月
十五各个村庄舞狮子、抬公的活动了。
那锣鼓声满耳、鞭炮声震天、彩旗飘扬、
人潮攒动的场面是每一个乡村孩子难忘
的童年记忆。还有几位女同学收集了27
个不一样的、印刷精美的红包……

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进入了课文
的学习——《北京的春节》，具体学习了

作者按时间的顺序、有详有略的表达方
法，还注意到了作者富有特色的语言表
达等。课后链接阅读了梁实秋的《过
年》和斯妤的《除夕》，拓宽了学生的阅
读面，感受到了不同作家写同一个事件
的不同味道。于是学生的课后练笔也是
佳句迭出，如：1.太丰盛的年夜饭，害得我
差点撑破肚皮。2.没想到那红包就像潮
水一样将我包围，心里有种快要飞起来
的感觉了。3.当我一个一个地拆开红包
时，有5块10块20块50块100块，但我
知道里面装的不仅仅是钱，还有满满的

祝福和心意。4.这个春节我最开心的事
就是终于能扛着彩旗跟在舞动的狮子后
面跑了，永远难忘。5.天刚一擦黑，村子
的上空就布满了鞭炮的味道，炒菜的味
道，喜庆的味道……

热热闹闹地上完了这篇课文之后，
静下心依然发现，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
精力来教学，依然是该讲的没讲，不该
讲的又讲了，唉，又要限于无奈了。

但是一想到教育应该是有温度的，
不禁又飘飘然起来。虽然我教的学生
中，依然会有不少不能具体明确地写作
文的，依然会有不少考试不及格的，依
然会有不少将来也和他们的父辈一样
做农民的，但至少在学生时代，他们感
受到了语文学习是件快乐美好的事、是
温暖的。

语文学习是件快乐美好的事

心理健康
JY

■ 郭志杰

重新认识教育，更需要
重新认识教师这个职业

教育是塑造人灵魂的工程。走进
学生的心理去仅仅靠两本教学和教育
学心理学课本远远是不够的。多了解
一些教育成果案例，时常读一读《班主
任》等杂志，伏下身来倾听孩子的心声。

教育是引导工程。孩子是一张白
纸、发展规划需要老师引导。好习惯会
影响孩子的一生。喜欢读书、喜欢动
手、喜欢实践、喜欢健身。这些都需要
教师有意去培养。

中小学教育是为孩子一生的发展
打基础的。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去
教，从长远发展角度培养学生的各种素
养、打好基础，这就是教师的大爱。从
孩子的未来发展思考教育责任，就不会
把“文明礼仪”、政史地生、科学、音体美
等学科看成副科，就会从孩子的德行培
养、身心健康、文化科学、艺术修养等全
面着手。

教育是系统工程

教师要有讲中小学教育知识体系联
系贯通的意识。只要孩子能接受，完全
可以让孩子接受部分高年级的知识。有
些教师为了提高平均分，简单的知识不
断重复，这是抹杀有学习能力的孩子学
习积极性的毒药。莫言在两会中提到要
缩短基础教育的年限不无道理。一位好
老师可以在每节课中融入不同学科的内

容、会关注学生情感、思想的发展，会拓
宽视野，会激发学生的灵感，会保护孩子
的好奇心。不同学科知识思想元素的融
入会非常的自然，有浑然天成的感觉。
思想教育不是那样说教、那样的生硬，会
润物细无声的发生。这就是教育的艺
术。这需要老师具有综合且全面的素
养。综合素养的提升就得多读书、涉猎
不同学科的知识，勤于思考教学教育的
智慧、巧妙启迪学生的思维。课堂才会
更有趣、有效、甚至高效。

教育是创造性的工程。一个优秀
的教师从来不会把课本例子看得过于
神圣。它可以从孩子最熟悉的身边的
事例谈起由近到远、由浅入深、由此及
彼、举一反三。让孩子的思想和认识自
由的飞翔。

教育是不断发展的工程，教育要跟
上时代的脚步。所有的孩子一生下来
都是无知的，认知水平都是零起点的。
海南的孩子并不笨，有些教师总是叫喊
孩子太笨！要考虑孩子的实际，降低要
求。这样的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每一位老师静下心想一想：我们的
教学方式恰当吗？怎样才能教的更
好？更适合学生的实际？海南的教育
文化终究要与外省接轨。要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海南的教育
文化要适应国际旅游岛开发需要的。

我们每一位老师要适应这个时代的要
求和担当意识。现实的办法是多读书、
多思考、多学习，多琢磨。唯有这样，书
才能教的自信、有趣、有品。教师的生
活会更充实，个人的社会价值更高。

不要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
起来。

有不少人简单地把素质教育等同于
学习音乐美术舞蹈等特长教育，其实一
个人积极向上阳光的心态、不怕困难、与
人和谐相处的心理素养、会健身、会生
活、爱读书、有爱心、对社会有担当何尝
不是素质呢？素质教育是全面的教育，
是对孩子一生发展和谐发展的基础教
育，好的素质教育有利于学生高考。

“从一点懂一切，看一切懂一点。”
从适应素质教育的角度看，作为教师要
向“专、精、博”智能结构方向努力。

要重视教学中的文化积淀

每个老师都是文化人，应当是一个
农村文化的建设者、创造者、引领者。
要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寻找人生的价
值和生活、工作的快乐。

我在海南的高三地理试卷中，惊奇
地发现有接近40%学生写的“暖流”中
的“暖”字是“目”字旁，不是“日”字旁！
我问学生：是太阳照照变“暖”呢？还是

眼睛看看就变暖和了。学生都笑了。
我又问：你们的小学老师教你们写汉字
的时候，不讲字的结构和组成部分的含
义吗？大多数同学摇头。海南农村的
基础教育不仅仅训练不够，似乎更缺少
文化的积淀。

在小学开展经典诵读很有意义。我
的孩子在小学时，学校每年隆重举行“国
学经典诵读”比赛。一年级背诵《三字
经》，二年级背诵《朱子家训》，三年级背
唐诗宋词、四年级背《弟子规》、五年级背
《论语》，有课前诵、路队诵、行进诵等各
种形式的诵读。孩子们或摇头晃脑、或
声情并茂、或激情昂扬，甚至在玩耍的时
候就给别人来几句。当然这些背诵的东
西，语文老师会讲大意的，不单纯的死记
硬背。他不是要求一个一个的孩子背
诵，是集体朗读与背诵，跟唱歌似的。而
我在海南见到的一所小学，每天下午5-
6点钟广播里播放拼音，播了一学期又一
学期，也不知道孩子们认真听了没有？
我有时想，这还不如选一些好的动画片
让孩子看呢，即学习了普通话，又训练了
语言的规范使用，还能增长见识呢！

学校还应多搞一些文化活动，对孩
子的成长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我孩子的作业本里，经常会发现
错别字，我很少用它来斥责孩子，只会
分析相关字词的含义与包含的文化。

在初一时，孩子竟然要参加学校的汉字
书写大会，让我在网上找找中央电视台
汉字书写大会的那些字。他用一周的
时间基本掌握了那几百个难写的汉
字。又过了两月的周末，他拿着字典，
在纸上密密麻麻地抄写汉字，我走进一
看，在抄繁体字。我问是老师的要求
吗？他说，不是，他要“雷”一下他们班
的同学，汉字书写大会他只拿来一个二
等奖，班里有人拿一等奖，有同学嘲笑
他。我说，那你折腾吧，我在小学五年
级也能读繁体字小说了。过了个把月，
我有意拿繁体字版的大学历史书让他
读，基本上能读下来。

类似偶然事件产生了似乎偶然的
结果。但是我们冷静地想想：学校搞的
活动，是营造一个竞争向上的氛围，随
时有可能激发部分孩子的斗志。校园
文化的丰富和多元，产生的效果不是应
试教育可以简单检测出来的。

善用网络和多媒体

现代社会，网络是沟通外界最快捷
的方式，是农村和城市文化信息缩小的
有力保障。善用网络和多媒体，对你的
专业成长，教学质量的提升，常常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

同样一个课件用的好不好，效果怎
么样？主要看是用课件的老师专业水
平、教学智慧如何。只有自己会做课
件，才会更好地将别人的课件修改成适
合自己教学实际情况的课件，按自己的
思路为教学思路服务。

（作者单位：澄迈思源高中）

乡村教师培训，你准备好了吗？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迅员 余军军

今年55岁的李修雄，是屯昌县乌
坡镇牙石铺村民族教学点——乌坡镇
民族小学唯一的老师。2011年，李修
雄获得“全国最美乡村教师”。

学校就坐落在牙石铺村的村口，
从1993年至今，李修雄在学校已经工
作了整整23年。

在2012年之前，牙石铺村的路还
没有修好，全村两百多人走出村庄都
要先翻山越岭，由于这样的闭塞，外界
的人很少能到村里来。

为了让这个苗族村庄年纪小一点
的孩子有学可上，屯昌县在村里开设
了民族小学。23年间，李修雄每个星

期都要徒步往返于距离牙石铺村5公
里外的乌石坡村，那里是他的家之所
在。在寂静的山里，穿越泥泞的小路
边茂盛的树林，李修雄披星戴月，已然
记不清脚上沾了多少次的泥，走坏了
多少双鞋。

从刚到牙石铺村的时候，李修雄
就有一个愿望：什么时候村里能修上
水泥路，让外界的人们走进来，更让村
里的孩子能走出去？

2012年，李修雄期盼多年的愿望
终于实现。屯昌县在美丽乡村项目建
设中，为牙石铺村修了水泥路，多年的
泥泞终于等来了结实的水泥路，极大地
改善了牙石铺村与外界联通的路况。

有了新路，李修雄心里的一块石
头落了地。但还有一块石头，仍旧悬

在李修雄的心头。
“现在这个房子都已经是危房了，

你看看墙面上的这个裂缝”，李修雄指
着屋顶说，刚到学校那时候，教室算是
村里面最好的建筑了。然而多年的风
吹日晒，教室墙面早已由白色变成了
黄色，墙上也有粉末脱落，村里3个年
级共14名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上着课。因而李修雄希望，学校能有
新的教室。

要盖教室，经费就成了问题。近
几年来，李修雄不断地向学校、向县教
育局反映教室的情况，也终于收获了
喜悦的答复。

屯昌县教育局局长方冠第告诉
李修雄，乌坡镇民族小学已经列入
2016薄弱学校校舍改造类中央资金

建设项目，目前，教育部和财政部已
经下拨了56万元的中央资金，将用
作新校舍的搭建。在规划中，新的教
室是一栋240平方米的二层教学楼，
新的黑板和桌椅等教学设施都将配
备到位。

“想过自己会有老去的一天，但没
想过时间过得这么快，一转眼头发就
要白了。”李修雄指着自己鬓角的白
发，再抚摸着已经爬上额头的皱纹，感
叹着岁月不饶人，似乎那一年那个意
气风发、初到牙石铺村的少年只生活
在昨天，但其实已经前进了20多年。

“学校是我的心灵的家园，精神
的寄托，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很开心，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任教多久。”
今年已经55岁的李修雄，说出了自己

的担心。
“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来

这里任教的老师得会说黎语、苗语，或
者有这个愿望去学习。”李修雄说，曾
经也有老师来到村里，但因孩子们只
会说黎语、苗语，语言不通最后离开。
而自己能顺利和孩子沟通，也是来到
村里之后不断向村民学习语言，在课
上使用黎语、苗语和普通话三种语言
教学的结果。

在教室的墙上，有几年前李修雄
写下的诗句：“扎根山寨写人生、心系
乡童举笔耕；勤育英才挥热汗、精培桃
李注深情；吐丝不止春蚕意、滴泪无声
红烛明；暑去寒来知几载、勤勤恳恳见
忠诚。”对李修雄而言，这也是他对新
教师的期盼。

最美乡村教师李修雄新学期心愿：

盼新老师来山村任教

用积极情绪
改变负能量女生
■ 骆思思

第一次接触到积极心理学，我便被这个领域
深深吸引了，以往我们心理咨询更多在关注人的负
面情绪，心理问题，是不是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关注
积极情绪，建立积极情绪的有效机制和模型上呢？

遇见负能量女生

第一次见到佳佳（化名），我差点忍不住皱起
了眉头，这是一个浑身带着巨大负能量的孩子。
她眉头紧皱，脸色苍白，嘴角抿得很紧，看着这个
世界的时候充满了敌意和不信任。整个人像一根
紧绷的快要断裂的琴弦。

果不其然，在我轻轻问了一句，我可以帮你吗
之后。我见她用很大的力气坐了下来，沉默许久，
第一句话便是：“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在我
身上。”

大约半个小时的诉说，佳佳一直不断流泪，随
即狠狠擦拭。在她的口中，家人、同学、朋友，所有
人都是恶意满满，父母给自己最多的就是冷漠和
打击，从不会有鼓励，从不听她诉说心事。

“我恨他们，我应该有多爱他们，就有多恨他
们，是他们让我变成现在这样，这么胆小，这么自
卑，这么绝望。是他们造成了我现在没有朋友的
状态，我性格中一切负面的因素都是他们给我
的！我恨他们。”

“那你的同学，朋友呢？”
“我跟他们没有共同话题，总觉得格格不入，他

们从来都不会欣赏我的话题，没意思。有时候我觉
得我一进入他们的话题，他们就故意沉默了。”

“那班主任呢？她很关心你。”
佳佳沉默了一下，选择转开视线，然而我却知

道她并没有被我说服，只是不知如何回答，选择消
极抵抗。

很明显，佳佳不知道如何应对成长中遇到的
那些人际关系问题，在亲子沟通上也没有柔软的
遭遇，以至于她手足无措，将自己包裹起来，并且
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去发泄这种不满的突破
口，就是把所有的过错交给父母的教养方式。但
是不难发现，她其实并不喜欢这样痛苦的状态，她
也渴望亲情，友爱。如果不能够改变她这种都是
父母让我变成这样，让我那么痛苦的错误观念，再
多的开导也是隔靴搔痒。于是在交谈的后半段，
我交给她的任务便是在这个星期内，记录所有让
自己愤怒，郁闷，受伤的时刻，并且在这些记录的
后面加上一句，爸爸妈妈养育我很不容易，这样的
遭遇是我自己的思考方式造成的，不该是他们买
单。并且交给她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给妈妈发
一条信息，妈妈，你辛苦了，注意身体。

第二次咨询，佳佳带着厚厚的笔记本敲开了
办公室的门。这一次，她是自己主动来找到了我，
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她这段时间以来的所有负面事
件。我只问了她一个问题，将这些事写下来之后感
觉如何。她便倒豆子一般说了很多不开心的事，还
有感受。看上去依然是个负能量女孩儿，可是仔细
看看就会发现改变。第一，她的负能量已经平静下
来，愤怒和怨恨减少了，只是满满的烦恼和抱怨。
第二，她对于父母仍然耿耿于怀，但不再一口咬定
父母是所有过错的原因。最值得一提的是，她说也
不知道妈妈收到信息没有，可是周末她给我送了
汤，我们还是没交流，我觉得她也就是偶尔这样，以
后估计还是那么冷漠。我肯定了她的努力，告诉她
这样的态度是让自己快乐的保证。鼓励了她的进
步，告诉她我对她的改变的所有观察结果，并强化
了她对妈妈送汤这件事的愉悦感受。

记录自己开心的事

我接着给她布置了任务。这次，是记录自己
一周遇到的快乐的事，可以是一句表扬，一次帮
助，一点幸运，吃到了好吃的饭菜，排队节约了时
间，所有让她觉得愉快的事，都要写下来。并且要
求她完成一个必须要做的任务，说一次谢谢和帮
助一个人。佳佳离开的时候，若有所思，并没有第
一次那种快要断裂的感觉。

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个有自主改变意志的好
女孩儿，第三次的见面，她厚厚的笔记本上出现了
厚厚的快乐事件，跑步后被同学关心了；同桌与自
己冷战后，主动示好被接受了；在宿舍被夸奖了。

“我悄悄小声地对同桌说了句谢谢，不知道她
听到没有。”她有些腼腆地说。这次她的整个状态
更好了，我甚至看到了一抹自信。虽然她仍然还
在强调两件事，这些好的状态可能不会一直持续
的，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太多改变。然而我很乐观
地告诉她，她进步飞快，这与她的努力，她想要改
变的愿望分不开，我与她一起细细品味着这些闪
光的快乐，并且享受着她的改变带给我的愉悦与
欣慰。不光是她，我的心情也变得阳光起来。

同样，我让她这次回去，坚持记录，这回我要
求她继续记录开心的事，同时记录不开心的事，并
且在不开心的事后面加上一句。比如，今天我跟
一个人打招呼她没理我，我觉得很伤自尊，以后都
不想理她了。不过转念一想，万一她是没听见呢，
不是故意的，我不是冤枉她了？

佳佳来找我的最后一次，我已经感觉不到她
对这个世界的敌意了，面对父母的话题，她也不再
哭泣，显得平静许多，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说了一
句谢谢，老师你也去吃饭吧。要知道，这是多次咨
询以来，我听到她说的第一句谢谢。这个十七岁
的姑娘，总算看见了阳光，也许乌云还会偶尔光
顾，然而她已经有了力气去驱逐黑暗。这取决于
她的努力和认真，也能看得出积极情绪的力量有
多强大。

无需让孩子做永远只会笑的人，感受消极情
绪，也是一种能力，重要的是，是否能够帮助他们
建立积极情绪的产生机制，学会去抓住这些黑暗
中的萤火。 （作者单位：国兴中学）

师说新语
JY

“最美乡村教师”李修雄在苗
村一呆20多年，上图是他平常教
学时住的简陋宿舍，左图是他获
评全国“最美乡村教师”时与一些
知名主持人的合影，他把这些合
影贴在了宿舍的墙上。右图是他
所在的苗村教学点，他渴望这里
能建起新校舍，能来新老师。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课堂点滴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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