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我和闺蜜喜欢上同一个男生怎
么办？

看来你俩是美女所见略同，果然是
三观一致的闺蜜。你和闺蜜喜欢上同
一个男生，至少说明你的眼光还不错。
面对这份纠缠的情感，老师有三个建
议：一是你们仨成为好朋友。异性交往
是青春期的必修课，如此三五成群的异
性交往其实是最利于学习如何与异性交
往的。二是与闺蜜坦诚交流，约定与男
生相处的方式。千万别因喜欢某男生荒
了自家地，弄得丢了闺蜜还折了学业就
亏大了。三是要把喜欢化作让自己变得
更美好的动力。生活中有一个喜欢的异
性，你会努力在他面前表现得更好，甚至
将优秀变成了习惯。至于结果花落谁
家，就让时间去揭晓答案吧。相信那时
候的你，已经有足够的实力赢得最适合
你的男神了。

2.老师，您最想对处于高中的女
生说什么？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今天晚上我在课堂里分享的，都
是我最想对高中女生说的话。我希望
亲爱的女孩们，能学会与异性建立健
康积极的关系，从中练习表达爱并让
爱成就自己和对方的美好，希望你们
与书为友，阅读也许是你们这辈子最
值得不离不弃的密友。我以为，身为
女子，要养成独立、勇敢、知性、优雅、
温暖等品性，这一切都需要阅读的涵

养与支持。所以，无论何时何地，请保
持与书的亲密关系，做一个优雅美好
的书女。

3.如果拒绝一个人会影响到他的
学习成绩，他说会堕落，那还要
拒绝吗？

如果一个人用这种要挟逼你就范，
说明这不是真爱。因为他只考虑到自己
的需要，而不考虑你的感受。表明这是
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你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本
意并不想接受他的告白，仅因为他的要
挟而犹豫不决了。

这世上最不能勉强的就是情感。所
谓强扭的瓜不甜。

如果你屈服于他的要挟，最要命
的是，你与他的互动模式就形成了。
因为你让他知道耍赖、要挟能达成自
己的目的。会强化他的这种不理性的
处事方式。对你对他都是不负责的行
为。

女孩，千万别因一时心软而做违心
的决定。尤其不能被别人的要挟屈服。
他的前途他做主，上进还是堕落是他的
事，与你无关。不要在爱情中扮演救世
主，一个用自甘堕落要挟爱情的男生，绝
对不值得爱。

4.女生“太污”好不好？

读到这张纸条时我蒙了：太污是什

么？是行为太随便不检点吗？女孩们
说，所谓的太污，就是女孩子的语言有太
多黄色元素，喜欢说各种黄段子。噢，现
在孩子们造词能力可真强，一不小心我
们就听不懂他们的言语了。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是否喜欢或欣赏太污的女生？从用词
来看，至少读到的是贬义，否则不会用
一个“污”字形容。我不会喜欢这样的
女生，因为语言的随便折射的是一个
生活随便不检点的态度。成年人也不
会喜欢这样太污的女孩。以过来人的
经验判断，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这样
的人难堪大任，也难得到大家的信任
与喜欢。如果仅是油嘴滑舌逗人一笑
也就算了，如果以说黄段子为乐，且信
口开河，的确有损好女孩形象。对自
己的人际关系和未来的生活也会是不
小的困扰。

5.太喜欢自己的偶像怎么办？想
和他在一起，这种感情健不健
康？以后的态度又该怎么办？

如果不是太喜欢，那就够不上称
为偶像了。太喜欢不是问题，只要不
要因为喜欢而做了损人不利己的事。

判断一段感情是否健康，我以为
可以用女作家张小娴的那句话做标
准：一段爱情两个人成长。但凡健康
的情感，是一定能让投身其中的人变
得更美好的。如果因为这段感情，你
变得更糟糕、更无力、更卑鄙、更自私、

更阴暗，那么，这样的情感一定是不健
康的。

你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人之常
情，但他喜欢跟你在一起吗？若想要
两情相悦，你得扪心自问：你凭什么让
你的偶像喜欢上你？也许唯一的途径
是，你努力成长为他的偶像。如果你
真的喜欢他，如果你希望这份感情能
修成正果，那么，努力吧，少女，用积极
的行动去成就一个美好的自己，相信
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心想事成。有一
句话说得很好：你只管优秀美好，上苍
自有安排。祝福你！

6.向喜欢的男生告白成功，是不
是很廉价？

呵呵，这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太容易
得到的东西往往都不珍惜。你是不是太
自我矛盾了。不妨自问一下，你是真的
喜欢这个男生，还是只喜欢挑战困难的
自己。你内心最想要的是什么？看样子
你连喜欢的是什么都还没弄清楚就勇猛
地发起进攻了，这样的尝试好像是很廉
价呢。

知道吗？不过这种感觉男生更常
有，所以，女孩，请你在爱情中矜持含蓄
些。务必要爱护好自己的爱情与身体，
不要轻易丢了阵地从了人家，太轻易到
手的东西，大多不被尊重与珍惜。这也
许不关人品，而是因为人心善变是客观
规律。

（作者单位：海师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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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献血车暖意流淌
■ 实习生 钟圆圆 周扬

傍晚6时的食堂门前熙熙攘攘，就餐的人群
从四面八方涌来，但门前献血车的长队也始终没
有断过。每周五的这个时候海南血液中心的献血
车都会来到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的食堂门口
采集血液。

3月11日是海南血液中心在海师大组织的本
学期的第一次献血，刚过完寒假的学生们纷纷前
来献血。填表，量血压，拿号，验血，献血，一切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食堂里，填表的人坐满了一排
桌子；而食堂外的献血车上，一滴又一滴新鲜的血
液正流淌进血袋。

这天，海师大化学与化工学院2013级的杜婧
冒着雨在寒风中等待献血。大三的她已经是第二
次献血了，“趁着年轻力壮，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
尽一点责任。”杜婧说。

“小时候翻家里的东西能翻出爸爸的献血证，
我爸爸也经常和我说献血的事情，我觉得献血挺
好的。”海南师范大学2014级学生冯琪芳在等待
献血队伍里和记者聊起了她的献血故事。虽然是
大二，但她已经是第三次献血了，而她的父亲同样
是家乡献血车的常客，她小时候在家中玩耍，打开
柜子却发现了好多写着“献血证”字样的“红本
本”，这些个“红本本”是父亲珍藏的骄傲，父亲总
是和她说起义务献血的事，等冯琪芳符合了献血
的标准，冯爸爸便带着她去献了第一次血。

“大学生是献血队伍的主力军，每年过年的时候
因为学生都已经放假了，要保持库存只能靠一线医
务工作者以及部队的同志来献血。”负责给同学们体
检的盛医生介绍，每周周二、周五的下午，献血车会
在海南大学及海南师范大学设点进行血液采集。每
周三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周四在海南经济学院进
行血液采集。

晚上7：30，献血车结束了忙碌的采集工作，
据记者了解，仅当天下午，海师大桂林洋校区献血
人数就已经达到了36人。

读者声音JY

读了3月15日《海南日报》教育周刊上发表的
“保亭课改模式面临推广难——‘高效课堂’遭遇
成长的烦恼”一文，作为保亭教育工作者，也是“高
效课堂”第一批实践者，心情非常沉重。目前我们
的现状确实令人痛心，不管县城学校还是乡村学
校，不管是常规课还是赛课，都很难看到“高效课
堂”的影子，部分教师有热情，可缺方法，缺理念，
多数教师还是一讲到底，主宰着整个课堂，学生的
自主学习得不到体现。

保亭推广“高效课堂”的初衷是想改变课堂无
目标、随意性，教学效果低效的现状。因此为了把
课堂还给学生硬性要求教师给学生探讨、交流、展
示、质疑的时间和空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模式设计和课堂理念都是好的，可为什么推
行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不到位：
一是认识不到位。在2012年推广时，对各级

各类人员培训力度不够，多数教师或领导对高效
课堂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就急于全县铺开。因此教
师们不是主动实践而是被动接受，难免质疑。记得
我是第一批在全县上实验课的教师（当时还不是教
研员），对方案还不甚了解，完全凭着自身的理解就
走上了全县展示的舞台，好在学生的默契配合才比
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看看当时写的教学反思，也
有诸多困惑。后来当上了教研员，逼着自己不得不
看很多关于“高效课堂”的书籍，加强学习，反复实
践，才多少有一些理解。试想，作为一个普通教师，
用不用“高效课堂”影响又不大，能有多少人想去改
变呢？会主动学习呢？因此在教师观念没有转变、
对模式没有真正理解、对操作方式都不熟悉的情况
下推行“高效课堂”，难免事倍功半。

二是制度不到位。任何改革没有强有力的措
施作保障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课改也不例外。而
保亭在推行“高效课堂”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在对
学校考核的“九项工程”实施方案中占15%以外，
没有其他的推行措施，没有行政力量的推动，其效
果就微乎其微。

三是队伍建设不到位。推行“高效课堂”模式，
首先必须要有一批叫得响、过得硬的实验教师和教
研员组成的骨干团队，随时可以给教师们做培训和
示范，能针对教师们的困惑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可目前我们骨干团队的力量还非常薄弱，甚至有部
分教研员对“高效课堂”都还理解不到位。

四是评价不到位。科学、客观的评价机制能促
进、激励“高效课堂”的推进。可目前我们的评价机制
很难达到此目的，常常在评价过程出现很多尴尬。

方法对了就不怕路途遥远，现在我们必须静
下心来，总结这几年“高效课堂”推行中的得与失，
找准起点，把好命脉，扎实推进，为了学生的发展，
即使从零开始也值得重新折腾。

保亭教育研训中心 唐其梅

“高效课堂”如何摆脱成长烦恼？

把脉问诊 重新出发

学妹：听说，在学雷锋的 3 月，
“献”和“炫”更配哦！

学长：什么意思？
学妹：学雷锋，献热血，晒照片，

让雷锋精神high起来啊，呵呵！
学妹：另外，还有，还有——平

板电脑等着你哦！
学长：哇塞！平板电脑？我没

有听错吧？

学妹：没有，当然没有，就是电
脑，平板电脑，华为平板电脑！

学长：好好激动哦，太给力了！
我要，我要，我要！

学长：快说说怎么参与活动啊？
学妹：高校在校学生通过关注

“海南献血”公众号，点击“活动参与
——晒照活动”，上传相关照片，拉
动他人为你投票，以活动结束系统

生成的最终投票数进行奖励，投票
数前10名者，将获得华为平板电脑
一台！

学长：这么简单啊！我可是每
年都参与献血的！所谓，人在江湖
漂，该要高调就高调！晒晒更健康，
炫炫赢大奖啦！

学妹：学长你太有才了！我们
一起让雷锋精神high起来吧！

献热血，晒照片，让雷锋精神high起来又到了一年3月学雷锋月，还记得那首熟悉的旋
律吗？“学习雷锋好榜样~”还记得小时候学雷锋做的
那些好事吗？

雷锋（1940年-1962年），原名雷正兴，出生于湖
南望城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作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战士，他克己奉公、助人为乐，为集体、人民做了
大量的好事，曾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1963年3
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
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去。”这就是雷锋精神的实质，这种伟大的精神无论是
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教育和激励人们前进的宝贵
的精神财富。

心理健康
JY

什么样家长的孩子适合出国？

孩子去留学
要放手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我想，与其去问什么样的孩子适合
出国，不如来思考一下什么样家长的孩
子适合出国？”3月26日，作家黎铭携新
书《听说》在海口知和行书局围绕留学申
请、文化融入等留学热点问题，举办了

“考进哈佛、耶鲁之后：中国留学生海外
实录——黎铭新书《听说》读者分享会，
与现场的父母们展开互动。

与许多讲述海外留学经历的书籍不
同，黎铭的这本书以留学生家长的心态
出发，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在半年内走访
了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牛津等24所
世界名校，探寻中国孩子的真实留学现
状。她希望自己所记录下的这些故事，
能让人们更了解海外教育，同时也能找
到最适合孩子的那条路。

定好目标早日规划

随着留学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
势，现在已有不少家长选择在高中毕业
时将孩子送至国外就读本科课程。这样
的选择往往也出于家长的两种考虑：一
种是在高中时即确定出国留学，接受西
方教育；而另一种则是将出国作为高考
之后的另一条道路。

“根据我采访到的这些学生，一般能
去到比较好的大学的都是明确了出国目
标而确定放弃高考的。虽然家长们也可
以将出国作为备选，但往往在高考后才
开始专注准备的学生，可能就会因为准

备不足而与好学校擦肩而过”，黎铭说。
黎铭介绍说，早点明确目标一来

是要让孩子和家长做好心理准备；二
来也是由于留学申请材料颇为复杂。
她说，以美国为例，为了让学生可以更
加全面地展示自己，新推出的大学申
请系统CAAS建议学生在美国教育系
统下9年级（约国内初3）时就要注册
并将材料投递进系统，所以这就要求
孩子们要尽快明确是否出国并早早针
对SAT、托福等考试以及相关文书做
好准备。

谈及文书准备，黎铭表示申请美国
学校时，校方看中的是全面的背景。正
如她所提到的美国中学的理念“接触社
会，培养全面的人才”。文书是申请工作
中重要的一步，写自己的经历与感触，向
面试官呈现一个最为全面的自己。

而谈到目标时，黎铭在分享会一开
始就提到了许多家长十分关注的“排名”
问题。她以书中一个美国学生的选择告
诉中国家长，申请美国高校时不要过度
痴迷排名。

“这个学校是不是适合您的孩子等
因素都是应该考虑的。例如一些学校虽
排名不靠前，但靠近硅谷，拥有庞大的人
脉资源网络，孩子在这可以遇到更多兴
趣相投的人，那么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
选择。”

家长心态很重要

回到文章一开始的问题，在黎铭看

来，什么
样 的 孩 子
适合出国，与
其自身以及所选

择的学校两方面都有

关系。但作为孩子留学海外

的经济以及精神后盾，家长的心态实

为重要。

“家长一定要想清楚，我为什么要送

他出国？我对他的期望是什么？如果孩

子出国后达不到这个期望值又怎么办？”

黎铭的这几个思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望

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心态。她认为，只有

家长对待留学有了成熟的心态，才能帮

助未成年的孩子做出一个清晰的规划。

而心态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在孩子留

学前，在孩子完成学业后，当他决定留在

国外或是回归国内时，家长也应给其更

大空间。“不能说留在国外就是成功，回

国就是失败，无论怎样选择，留学生做自

己就好，不要在乎外界眼光。家长和社

会也应该给予留学生更多的可能性和空

间。”

如果说，因留学而移民定居海外在
不少人看来是最实际的获益，那么留学
真正的含义又是什么呢？黎铭用一位
留学生的话回应到：留学让我有了勇气
去闯荡未知的世界，这或许就是它的意
义所在。

从柴米油盐到求学求职，留学意味
着在国内“事事有人操心”的孩子要独
自面对新环境下的新挑战。随着留学
的低龄化发展，中国“虎妈”们要做的恐
怕就是放手。

“我孩子的美国老师告诉我，中国
家长应该适当放手，相信孩子。美国的
正规寄宿中学都有自我约束管理机制
的培养。现在的我和孩子、和学校都保
持着畅通的沟通，所以对孩子也就更放
心了。”

SAT
（Scholastic Assess-

ment Test）是由美国大学
委员会主办的考试，与ACT（American
College Test）都被称为“美国高考”。该成
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
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SAT在今年3月
时进行了最新改革，考试内容更偏重阅读
理解，此外，在计分、考试时长等方面都有了
明显变化。SAT成绩有效期为2年。

CAAS
（The Coalition for Access，Af-

fordability and Success）其中文直译为大
学联盟：就学、可负担及成功。是美国将从
2016年暑假开始投入使用的全新大学申请
系统，目前已有哈佛、耶鲁等500余所美国
大学宣布加入该系统。其最大亮点是强调
大学申请要早。建议学生在9年级（初三）
时就于网站注册，然后慢慢填充内容，例如
小测验成绩、美术作品等。CAAS给学生
提供了一个能够更加全面展现自己的机
会。今年开始申请的高二在读学生仍可以
现行系统为主，但目前就读初三或高一的
同学则需要格外关注新系统。

相关
链

接

近日，给中学的女生课堂
做了专题讲座，结束的时候特
别留下互动时间。原以为众目
睽睽之下，应该没有多少人敢
提问题，没料到女孩们很踊跃，
仅几分钟递上来的纸条就一
沓，我一口气回应了数十个问
题，预计20分钟互动时间，延
长至60分钟才得以脱身。

这些问题主要涉及第二性
征发育、异性交往和青春恋情
等青春期成长的问题。从中可
窥见青春期女孩的各种心事，
特择几个有共性的问题回应如
下，希望对关注青春期成长的
女孩及其家长有所帮助。

只
有
家
长
对
待
留
学
有
了
成
熟
的
心

态
，才

能
帮
助未成年的孩子做出一个清晰的规划。

■ 李惠君

李惠君老师给中学女生做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