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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市第二中学高三（1）班 郑雪毅

在儋州二中高三教学区，有一个
“2016届高三学生考试规范答卷张贴
栏”。每次统考评卷之后，学校都会展
览一些考分高的规范答卷，供同学们参
考。我的数、理、化试卷多次获得张贴
展览的荣耀，而语文卷还从来没有在上
面“露脸”。

4月10日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到教
室里自习。刚进教学楼，就听见身后有
人在叫我。“雪毅，快来看，你的语文卷
张贴出来了！”

我快步走到考卷张贴栏前，瞪大眼
睛，有些怀疑地搜寻着。直到看见了语
文试卷上“郑雪毅”三个字，我才相信这
是真的。

我是一名理科生，理科成绩相对来
说比较突出，语文这一科是我久治不愈
的“慢性病”。尤其是作文方面，更令我
头痛。于是年级组安排了一位语文老
师来给我进行辅导。老师姓董，是一名
特级教师。董老师从最基本的审题立
意抓起。他强调：“立意要抓材料的主
流，不能一味纠缠于细枝末节，切忌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

有一次，老师给出了一则材料，大
致内容是：明星范玮琪在巴黎遭受恐怖
袭击的第二天晒出自己孩子的照片，遭
到网友的严厉指责。第二天范玮琪公
开承认了错误，但网友的指责依旧没有
平息，反而更加严厉。在弄清材料的主
要内容后，我开始按董老师说的那样

“抓主流，看整体”。于是我便想：范玮
琪承认了错误，网友依旧对其加以指
责，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确立一个论点
——要懂得宽容，不要对别人的过失

“穷追猛打”。这个立意得到了董老师
的认可。

4月7日，是二中与几所学校联考
的日子。作文题是一篇时评性材料，说
的是一个高中生开微店经商而影响学
业的事件。初看材料时，我一脸茫然，
心里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的。突然，我想起了董老师常强调的话：
一定要抓主流，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于是我冷静下来，重新审视材料，
仔细推敲材料内容，选好了一个合适的
角度，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写出了一篇
切准题意的文章。评卷老师打的分数
是45分，而上一次作文只有29分。

张贴栏里的语文答卷上，那个“45
分”的数字似在兴奋地看着我：“伙计，
祝贺你啊！”我想去对董老师说一声：

“谢谢”，可回头一想，这一声道谢似乎
有些轻微，不足以表达我对老师的感
激。好吧，那我就继续努力，用优异的
高考成绩来报答老师的辛苦付出哦！

学子心旅JY

■ 王慧娇

班级里出现了这么一个小团体：
四个男孩，行动一致，一呼四应，形同
一人。一天下午，四个孩子都没来上
课。我逐个给家长打电话，家长一致
答曰：“上学去了！”最后，其中一个孩
子的母亲在一间黑网吧里找到了他
们。毫无例外，四个都在。有科任老
师给他们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四大天
王。“四大天王又不交作业了”、“四大
天王又捣乱了”此类投诉不绝于耳，每
每这时，我对这个小团体很是恼火。
科任老师都觉得，只要他们不在，课就
好上多了！

我也希望这小团体不存在。但，
它就是班级的一部分。恼火，无济于
事。静下心来思考，发现它的存在是
合理的。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
建议》一书中指出小团体能增强同伴
之间的情感支持。当然，这也许只是

其益处之一。想通了，心态平和了，做
事也就有条理了。知己知彼，事半功
倍。我从性格特征，家庭情况等方面
对他们进行分析。四个孩子来自同一
所小学；学习成绩都属于中下水平；自
律性比较差；都喜欢一款叫“英雄联
盟”的网络游戏；都喜欢打篮球。在家
庭方面，其中有个孩子的母亲是全职
妈妈，她相对有时间管孩子。既然孩
子们形成小团体，那么家长也可以形
成教育共同体。我召集了四个家长到
学校。我给他们看在班级日记中别的
孩子对这个小团体的描述。从孩子和
科任老师的口中让他们了解这四个孩
子的在校表现。建议他们组建一个微
信群，这样就能互通孩子的情况，及时
掌握孩子的去向。有的问题，只要家
长通力合作就能解决。

孩子们在校外有家长的监管，减
少了我许多“课外之忧”。至少逃学的
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接下来就是

要想办法把孩子的心留在学校了。培
养他们的班级归属感是关键。马斯洛
需求五层次理论指出人人都希望自己
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
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同理，作为
班级中的一员，每个孩子也有得到班
级集体认可的需求。

我让他们其中的两个孩子负责倒
垃圾的工作。另外两个是体育委员，分
别负责领操和领跑的工作。我和孩子
们强调其重要性——你们比班主任重
要多了，缺了你们班级可就乱套了。刚
开始，孩子们有些无所适从。但，没关
系，万事开头难。耐心地引导，经过一
段时间的训练他们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了。期中，年级要组织一场篮球赛。我
和这四个孩子说：“我是篮球盲，这个比
赛项目就交给你们了！”孩子们居然把
组队、训练、后勤保障等工作做得有条
不紊。尽管那次比赛，我班没能进前
三。但在这场比赛中，我感受到这个小

团体变了，他们渐渐融入了大集体。这
比拿冠军更让人欣慰！

及时表扬、借力表扬是强化他们
正面行为的利器。当孩子们有一点进
步时，我会及时表扬。此外，我还发动
别的孩子、科任、家长进行表扬。当孩
子们在纪律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后，就
要回归学习，培植其学习兴趣了。从
每个孩子的实际情况出发，找一门他
们感兴趣并容易学的学科让他们体验
到学习的成就感。用其长抑其短，渐
渐地我发现真的也很可爱。“四大天
王”从贬义词蜕变为积极向上的代
词。有什么比孩子们的进步更让人感
到幸福呢？

后来，班级的体育和卫生都由这
个小团体全权负责。也许是人多力量
大，抑或是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总能出
色的完成任务，我班多次拿到了流动
红旗。小团体，拥有大能量。

问题小团体也是在发展中的小团
队，转化它是一件细致繁琐的工程并
且非常容易反复。问题学生只是他们
暂时的一个称谓。用阳光心态看待、
巧搭舞台，展示其长处，正确引导，小
团体也能发挥大能量！

“四大天王”的蜕变

与焦虑同行
■ 王艺容

眼下，正值高二高三的考试季，各大小周考、月
考接踵而来，会考、高考步伐紧紧逼近，作为学校一
线心理老师的我已接到几位学生和家长的求助信
息。

晚十点，一个陌生来电，是一位高三某班的家
长。也许这个问题困扰家庭许久亟待解决，他一口
气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孩子小阳一直在重点班，
从高二开始，每天如常面对繁杂的课业，也未见有不
适，自我感觉能够应对学习压力，有空时也会和班里
同学打篮球，高三第一学期中，孩子突然打电话给家
里说自己控制不住总想跑厕所，尿频和头疼让他感
觉特别痛苦，无法专注听课，家长也开始紧张起来。
于是，这家子每周末便踏上求医之路，走遍海口各大
医院，做各项检查：心电图、CT、血常规、尿常规等，
均不见异常。医生认为可能有炎症，但是消炎针也
打了近两个月却不见好转。无奈之下，家长向班主
任请了长假，带孩子奔赴广州大医院挂最贵的专家
门诊进行检查，得到的回复令一家人深感意外：“综
合各项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考虑心理方面的原
因，建议挂心理咨询科了解。”

这位父亲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但是也一直没有
想明白，孩子从小被一家人宠爱到大，没有受过什么
挫折，很乖，听老师的话，学习成绩中等，为人处事也
深得老师和同学好评，父母平常也尊重孩子做的大
小决定，孩子周末放假回家也会和父母聊天谈心，有
什么困惑他们给三两句话开导就好了，但是专家的
回复让他们更加苦恼，因为实在不晓得自己已如此
悉心关照孩子却还是让孩子有心理问题，怎么也想
不明白心理问题能影响身体健康，孩子自己更是着
急，因为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会如此。

高二高三备考期间，考生们普遍会出现紧张不
安，虽有反复性，但都在自己可调节的范围内。而小
阳的情况属于心理问题躯体化症状，“躯体化”首先
表现为一种生理的症状，但是就医后，使用医学的手
段又不能找到病理原因，这是由心理原因引起的生
理现象。一些心理学者的调查表明，该症状在学习
压力较大的高中生中表现得较明显。

我在与小阳访谈后发现：“他性格乖巧、常担心
一些未发生的问题，如成绩、如人际等，情绪像过山
车一样起伏不定而不外露，感觉时间如离弦箭在自
己奔向高考的那一刻就已停不下来，未完成的过去、
掌控不了的现在和未知的将来带来的紧张焦虑如影
随形，它们就像一双无影手不断推动自己前进……”
其实，小阳的感受在考生群里是普遍存在的，学生们
往往意识不到，他们在意识上会用坚强的意志力扛
住现实的压力，压制内心的冲动，当这些被压抑的一
组组情绪无法得到有效地宣泄时，被累积的时间一
长，很可能会产生焦虑问题的躯体化症状。心灵和
身体同样需要休息，因此躯体化的出现是有表达意
义的，它正在内心深处呐喊：“我累了。”而心灵的放
松需要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实现，有的则需要心
理医生的帮助进行药物治疗。

我认为，凡是能被自知的心理问题都可自愈，有
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需要他人帮助以提供
一个环境。我请小阳在心理中心沙盘室体验沙盘疗
法，让他在“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里自发地展现自
我，看到自我，与内在自己对话，慢慢获得自愈。而
面对那些让自己焦虑的现实，接纳比抗争有效，当你
与它同行你便与它和谐相处；当你把它当成敌人，它
便因为你的阻抗而产生更大的能量应对你。因为，
焦虑感是属于你自发情绪的一部分，越是抗拒内在
冲突越大。高考将至，如果你能坚持，请想想自己当
下能做些什么既不耽误学习又能让自己放松心情？
比如：暂时放下较难的练习，整理过去的试卷，查漏
补缺；利用好每节体育课进行锻炼或与同学玩游戏；
课间多与性格外向的同学聊天或者讲笑话等，尽可
能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之外的其他阳光的事情上，
让心灵在这些愉快的过程中得到放松。另外，还需
了解自己，悦纳自己，降低自己的期望值，重新调整
目标；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学会对所遇之事进行
积极赋义。

接纳那些让你能体验到的情绪，接受那些让你
焦虑不堪的现实，因为它们，你将变得强大。

（作者单位：海师附中）

■ 王春娇

“全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
级，没有教材，课前无预习，课上无笔
记，课后无作业；小学数学基本内容25
课时就可以学完；同样学习初中内容，
小学五年级能考过七年级；初二学生参
加中招考试就能被当地优质高中录取；
高一学生参加全市近百所同类高中联
考（B卷），包揽全市前19名……”

这是河南汝阳圣陶学校课改现场
会“致参会者”中的一段文字。圣陶学
校是一所民办学校，建校十年，据说推
行无师课堂、抛开教材、打破班级授课
制，创造了全新的教学关系：师非师，生
非生；师亦是生，生亦是师；师生互动，
生师互动；师师互动，生生互动。这样
的课堂教学关系，被冠以“第三种教学
关系”（第一种关系为“以教为中心”，第
二种关系为“以学为中心”）。

难道教育真有如此“神话”？全国
课改喊了十多年，众多教育人士也努力
了多年，仍旧难以让教学的“第二种关
系”在全国开花结果，而圣陶学校就已
经达到了“第三种关系”了？

在圣陶学校课改现场会的两天里，
我的感受是非常鲜明的，既有发自内心
的震撼，也有沉重的思考，随记如下：

76岁的校长

学生们都叫他“爷爷”——圣陶学

校的创办者及校长王天民。他的确很
老了，76岁！你能想象得到么？76岁
的老人，在谈起他的学校他的老师他的
学生他的教育理念时，离席脱稿，滔滔
不绝，口若悬河；一站就半小时，没有倦
意，没有老态。建校时间整十年，也就
是说，他在66岁时创办了这所学校。
66岁的年龄，早已退休，早该儿孙绕
膝，颐养天年，然而，他的教育事业才刚
刚开始。作为一名特级语文教师，他用
22条教育经打造着这座学校。摘撷几
句：“教是为了不教，不教是为了更好地
教。”“作业无用，会了不必做，不会怎么
做，只会浪费时间罢。”“课前有师，课中
无师，课后自成师。”“三流教师教知识，
二流教师教方法，一流教师教状态。”

课堂“三无”“三不用”

“三无”即：无教师，无教材，无作
业。“三不用”即：不用写教案，不用“看”学
生，不用改作业……全校从一年级到高
三，几乎没在课堂里看到老师的身影；学
生手头没有固定的教材，只有抄满练习
题的本子，强调当堂学会，当堂记住，当
堂会做，不留课后作业；至于“三不
用”——一班一师，老师不用进课堂，自
然不用写教案，“看”学生，改作业了。

学习即是信仰

课堂没有老师，学生三三两两地凑

在桌前，黑板前，认真地讨论着练习本
或黑板上的习题。一年级的孩子可以
用勾股定理解题！二年级的孩子已经
能够熟练地计算一元二次方程；而初中
的学生已经在做一些与高考有关的题
了……没有老师，不懂的地方怎样办？
问其他班同学，问高年级同学，实在不
懂了再问老师。

整个校园走下来，这样的“无师课
堂”里，鲜有学生在做与学习无关的事；
进进出出的观摩者，对他们的学习也没
有多少影响。有人提问题的时候，他们
会停下来，耐心地回答。没有拘泥扭
捏，没有惶恐不安——之前听介绍说，
这里的留守学生居多，但却没有“留守
现象”（某记者言）。孩子们喜欢这样的
课堂么？学生都无一例外地回答，“喜
欢！”再问“为什么喜欢？”也几乎只有一
个答案：因为有成就感！——一二年级
就能做中考题，初中就可以做高考题，
这是不是成就感呢？不知道进校门一
眼就望得见的那几个大字，是不是就是
最好的答案：学习即是信仰！

以上几点，无疑是让人震撼的。但
是，也有几个问题值得反思：一是学习
目标指向中考、高考题，是否功利性太
强？这些从小学就开始做中考题的学
生，到了八年级就可以参加中招考试并
被重点高中录取。孩子们的口算和心
算能力特别强，但在解题过程中，如果
多问问几个“为什么”，孩子们往往说不
上来；二是没有音乐美术科学等课程，

学生的发展是否均衡？圣陶学校没有
功课表，一节课要学哪一科由老师根据
需要而定。但没有音乐、美术以及科学
等课程，不知在国家再三强调开齐开足
课程，促进孩子们全面均衡发展的今
天，圣陶学校的做法是否能达到国家的
要求？三是超前的教育，是否违背教育
规律？最令大家惊诧的是，圣陶学校附
属幼儿园的孩子也在学着与他们年龄
极不相符的东西。中班的孩子在老师
的带领下，大声地念着黑板上成串的成
语；而大班的孩子，已经在做着两位数
的加减乘除……圣陶学校的做法是否
违背了教育的规律？

圣陶学校的22条教育经里有句话
是这么说的：圣陶的超常教育是打破常
规的教育，就是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教
育。王天民校长也不止一次强调圣陶
教育是“因材施教”。

“来圣陶学校，千万别匆匆转一圈，
就开始下结论。”来过圣陶40多次的某
中学校长如是说，“因为每次都能学到
新的东西。”

我就是属于“匆匆转一圈”的那类
人，所以，我是不敢轻易下断言的。只
是，我想在真实记录我的所见所闻所感
之后，提出一点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请追踪圣陶孩子们
的成长过程，看看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之后，孩子们将成为怎样的人！

用事实来证明吧！
（作者单位：保亭教育研训中心）

张贴栏里的
语文卷

4 月 7 日 至 8
日，“发现第三种教
学关系”现场会在
河南省汝阳县圣陶
学校召开，吸引了
全国各地教育者前
往观摩学习。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教
育局特派8位教研
人员参加。圣陶学
校之行，大家的感
受是震撼而又鲜明
的。

他山之石，可
以开眼界，也可以
引思考，教育周刊
今起刊发有关教研
人士的文章，供大
家探讨。

？

海师附中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沙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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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澄清

有人说：山东教育看潍坊。潍坊
的教育走在山东前列，这应是不争的
事实。4月中旬，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
朋友相约去考察潍坊教育。

4月的山东，正是春暖花开的时
候，处处是嫩绿，处处是花香。我们一
行从聊城出发，先后到寿光市圣都中
学、潍坊市一中、高密市一中、昌邑市
一中、青州市一中等学校实地考察学
习，感触良多，我深深体会到，办教育
是需要眼光和境界的，眼光高、境界高
才可能办出有品位的学校。

校园规模是需要眼光和境界的。潍
坊市一中占地1259亩，校园内花草树木
繁多、鸟语花香，仅果园就有百余亩，还有

清澈的湖泊，校园一点不比任何一座公园
逊色，在里面读书是一种享受。正在建设
的高密一中占地800余亩，已经建好的昌
邑一中占地600余亩。我们不是说学校
越大越好，但反观我们海南的学校，校园
面积确实都偏小。

校园建筑是需要眼光和境界的。
建筑也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对学生有
潜移默化的影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昌邑市一中和潍坊市一中，这两所学校
的建筑形式简洁、寓意深远、布局科学、
色调温暖，加之校园绿化做得好，所有
房子和道路都深掩在绿丛之中，可以缓
解紧张学习带来的压力。

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是需要
眼光和境界的。每位校长都有自己的教
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这种思想和理念不能

媚俗，不能见异思迁，更不能急功近利。
现在一些校长热衷于某种理论或模式，今
天刚提出某种思想，恨不得明天就出成
果、成特色，取得一点小成绩就以为自己
办成了名校，十分浮躁。

学校教学是需要眼光和境界的。
山东出了杜郎口的“336”教学模式，也
出了昌乐二中的“271”教学模式，但也
有很多教学质量好的学校并没有一套
固定的教学模式，他们更信奉某种先
进的教学理念，在这种理念下抓教学
工作，他们更相信教育是慢的艺术，不
心浮气躁。现在能以不浮躁的心态来
抓教学是需要眼光和境界的。

校园文化建设是需要眼光和境界
的。高品位的校园文化建设给我印象
犹深，如高密一中建有“莫言文学馆”，

学校内建筑除“莫言文学馆”是由王蒙
题写的馆名，其他建筑都是由学生自
己命名并题字的，少有名家大师题
字。我们到过的所有学校，教室、走
廊、墙壁等处处是文化，这些文化不是
我们常见的印刷品，全部是由学生自
己创作的作品，极富个性化。我们海
南也有很多学校校园文化做得不错，
但大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励志标语
和千百年来流传的名言警句，少有学
生自己创作的。

对一个校长来说，学校管理、德育
工作、后勤工作、教育科研、校本课程开
发、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等工作，无不需
要眼光和境界。校长办学忌小家子气，
校长治校更忌闭门自负、没有开放的心
态、没有学习的意识。如果校长总是迷
信自己的经验，不习他人之长，窃以为
这样的学校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我们常说，教育需要用心来做，其
实眼光和境界就是这个“心”的一部分。

办教育需要眼光和境界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