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吴小清

古人云：“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
无味，面目可憎。”

俗世杂物，能有时间，能静下心
灵，执卷一手，难能可贵！当我们都
忙着孩子工作家庭赚钱，是否窗台上
那本书还在默默等待你开启。

其实，我也可以这么问大家，你
还在读书吗，甚至你还会读书吗？

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语文，它没有数理化赚钱的市

场，也没有实实在在的技术。可以
说，它甚至没办法给你带来太多利
益。它可以给你的，只是一种文化。
可以说，语文教师是寂寞的。可比起
很多现实中的人，我们语文教师是幸
福的，因为我们可以静心阅读。在自
身阅读和引导学生方面，可以体现一
个语文老师精神的境界和追求。

事实上，我们毕业不过三年、十
年、二十年，亦或更长或短，可能这毕
业的年限奠定的是你今后30年的人
生，因为这毕业几年的适应与变化算
得上是激烈的、急剧的，如铁匠淬火
一般历练着，在这之后，是磨刀霍霍，
还是回炉废铁，另当别论矣。

人生在不同阶段都像是蝉蜕。
肤浅的改变绝对不是蜕变，后者是一
个生命臻于成熟的必经关隘。就像，
我依然在坚守读书写字的旧习。即
使身边无人与我秉烛夜谈，即使我被
人嘲笑无法商贾利利，即使我如今还
孤独，寂寞如风时，除了放浪形骸教

书不羁外，最让我熨贴的是读书。具
体的引导方法我不具体谈，众多优秀
老师谈的方法太多太好了，我无须赘
言。但是，那么多言传身教的背后，
在浮躁的今天，语文老师，你还在坚
持读书吗？

当你要求学生读那么多名著时，
你在心湖里，会泛起一丝自省的涟漪
么？我们改变了多少，保留了多少。
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的我们大多
选择了教书这个行当，日常“功课”无
需赘言。读书，以教科书、教学参考
资料、试题为主，还有一沓理论学习
笔记以及为了评定职称或者参加论
文评比而撰写或者拼凑的文字。

我们都亲历，目睹着蜕变。
人生充满了奔波。
小的时候，在匆忙奔波中渴望长

大，等到长大成人后，又在千方百计
地奔波中祈求一份浪漫的爱情降临
自己身上，有了爱情美妙的旋律后，
又在苦苦地奔波里筑起一个温馨的
家……

有的忙于各种手段赚钱，有的耻
笑那些“食古不化”的老师，有的依然
穿梭于这个城市的各个酒楼茶肆，有
的还在寂寞的深夜孤独地写字，有的
已经没有了从前语文老师的功底和
素养，有的还是一名优秀的老师，有
的放弃了，有的坚守着……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我一直觉得，只有真正成熟的

人，才善于在奔波中找寻所求。而这
种成熟，不是刻意肤浅地靠近，它是

一种智慧的信息，它是一种身心双重
的历练，成熟的人就像大地一样孕育
万物，它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只此一
点。它就是代表了一种品格，而读书
于此、于所有人是一种机智，一种一
语望到生活的穿透力，它让你充分地
信任。

读书也是一种兴致使然。如果
从中非要找出你要的答案，当成任
务利益功利地对待，那么受益不
大。每次我读书的心态都是一种决
绝，心态既是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
也会是一把锁头。而我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所以读书，又是一种不想强加于
人的艺术神经，让你在自我推崇的感
情世界里惊叹、怅惘、敏锐、幽默、含
悲、流连……不纠缠于一时一事的得
失，不锱铢必较于名利是非中，不轻嘴
薄舌，嘈嘈切切于生命的种种烦恼中。

反躬自问，毕业多久了，你还读
书么？ 回顾四周，你会感觉到寂寞
吗？

一个不读书的老师，学生肯定读
不了好书。在寂寞中坚守，在坚守中
享受书的快乐，就是一种力量支撑我
们。

（作者单位：东方市铁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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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政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揭牌运行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经海南省民政厅批
准，2016年7月4日海南省海政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正式注册成立，并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举办揭牌仪式。

海南省海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海南政
法职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为依托，从事非营
利性社会服务活动。服务范围涵盖社区综合
服务、法律援助及儿童、青少年、老人等特殊
群体服务。中心遵循社会工作“助人自助，平
等自尊”的服务理念，坚持专业化发展方向，
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社区居民开展服
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海南省海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立足海
南，面向全国，将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建设，同
时也将为促进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提升
学生实践能力以及教师社会服务能力提供良
好的实训平台。

首先，祝贺大家马放南山，长大
成人获得更多人生的自由。十二年
的苦读生涯，你们都承受了太多的压
力。教室—宿舍—食堂这种三点一
线式的枯燥生活终于宣告结束。在
未来你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一场
电影，听一首歌，安排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这种相对自由的日子是未
来送给每个人的礼物。“你考得好吗”
这种习惯性的问候终将逐渐消失，会
有更多的人在乎：“你过得好吗？”从
这一刻开始，我们的人生才真正进入
生活本身。

在短暂的放松之后，弄清楚自己
喜欢且擅长的专业、职业至关重要。
我最喜欢什么？我最擅长什么？未
来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
这些问题在你的脑海中不到两秒钟
就会浮现出清晰的相互重叠的答案，
祝贺你会比别人更快、更强地投入到
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当中去；很遗憾
的是，在被动地跟随别人的预期惯性
行走的人生里，很多毕业生面对太多
的选择反而显得茫然不知所措，这是
人生的病态。在适合自己的领域，专

注地做自己想做的，而且做成这么一
件事情，这样的人生通常和伟大、成
功相互关联。所以选择自己喜欢而
且擅长的专业远比选择一个985、211
的头衔更重要。专业需要奉献一生
的激情和努力，而大学的牌子不过是
四年让人足够虚荣的资本而已。

其次，除了专业以外，请长期培
养、保持一种有益身心的业余爱好，
学会放松和享受生活。这种生活方
式不仅能激发你的潜能，远离高分低
能的“书呆子”怪圈，而且会让我们的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甚至在人生
的某个关键时刻，这种业余技能会变
成最重要的加分筹码。打一场球，来
一次户外拓展，画画漫画卡通，跳跳
健美操，有空玩玩吉他，学学插花园
艺，练练搁了很久的毛笔字……都是
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男孩子请远
离电子游戏，女孩子提防无休止地看
韩剧，这两种最透支青春、身体和金
钱的活动目前在年轻人中最为流行，
一旦上瘾，与无理想无作为无目标的
有害青年就相距不远了。

同时，请学会独立安排学习以外

的个人生活。帮父母做做家务，外出
打工挣点生活费，每天刷好自己的鞋
子，学会打扮自己，在父母生日的时
候记得买一份小礼物都是一种生活
能力。未来人生除了学习，除了上
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会涉及到吃喝
拉撒睡等琐碎庸常的人生内容。如
何安排业余时间，如何打理个人日常
事务，如何处理人际关系，都是我们
人生的重要课题。

另外，请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
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有空多
外出行走，看看曾经在童年和青春期
被我们忽略的山山水水，了解不同人
的喜怒哀愁；有条件多关心社会公
益，关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弱势和底
层。生活能力和生活品味固然重要，
但是一个人的建树终将离不开他的
见识和胸怀。一个对他人、对世界充
满友爱的人足以迎战生活的各种压
力，远离人格分裂、抑郁症、过度焦虑
等多种都市综合心理疾病。

很多年后，我们曾经那么在乎的
高考终将被忘却，比起高考揭榜的那
个紧张时刻，求职、晋升、搬家、结婚、

生子、创业等无数个关键时刻更让我
们牵肠挂肚。未来还有无数个考验
等待着我们去攻克，岂是一场考试可
以完全掌控，一张高考成绩单就可以
一劳永逸？

如果你在高考中并没有收获体
面和喜悦，请不要放弃！每个人自来
到人世，都将有属于自己释放光彩的
一个位置。换一个平台，你会发现一
个不一样的自己。如果你很幸运，成
为全省前XX名，千万别一辈子都躺
在高考的荣誉榜上。这张成绩单在
若干年后有可能意味着高贵、成功、
良好的教养和素质，也有可能意味着
高傲、自私、冷漠、脆弱的自我中心
者。究竟未来如何，还要看后来的作
为！高考只是一种手段，生活才是彼
岸，才是真正的试金石。

英语口语与听力
密切相关
■ 吴中庆

很多学习者觉得英语口语难
学难精，其中畏难情绪与害羞等
因素或多或少对英语口语学习造
成障碍。

英语口语与听力密切相关。
按照普通语言学规律，语言学习
者会听之后就会说，我自学英、法
语及粤语时都如此。我学习英语
口语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
时外教难寻，英语母语者亦寥寥
无几，但我并不像某些学习者那
样，用所谓“自言自语”的方式来
学习英语口语，因为其弊端非常
多。当时，我受到日本英语教学
专家松本道弘先生的著作《速读
学英语》和《速听学英语》的启发，
不着急去说英语，而是下苦功夫
提高英语听力与大量泛读英语读
物。我先跟读《新概念英语》录音
带，专心苦练发音，因此听坏了三
台录音机。另外，我苦练英语听
力，保质保量地收听国外英文电
台，也听坏两部短波收音机，同时
大量阅读《中国日报》、英美报刊
及英文原版书籍。

那时候，我不是孤身作战，闭
门造车，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参加
各种英语角，大胆地与国内英语
学习者，及能够遇到的英语母语
者，用英语与其交谈与交流。在
英语口语学习的初期，我阅读了
必不可少的英语会话及句型句套
等入门书籍。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我开始
关注英语谈话的内容，努力多读
中英文书籍，大量浏览原版英文
报刊，同时关注国内外时事，使自
己的英文谈话言之有物，谈资丰
富。其实，很多英语学习者及英
语教师都在此阶段停滞不前，因
为英文资讯及相关词汇等信息匮
乏，与外籍人士谈不了几句话，或
无话可谈。要突破此瓶颈，就要
大量听读英文，狂读或恶补都可
以。在此阶段的另一个问题是，
学习者所说的英语不地道，另外
就是地道的英语听不懂。其解决
方法也一样，就是大量、反复地看
英文电影、电视剧和视频等，第一
遍最好不要看字幕，然后对照字
幕，同时适当地做笔记、跟读，学
会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并最终
脱离字幕反复听读原文。

我以前听一位美国朋友说
过，他认识一个中国女生，在美国
读书、生活已经5年，每次说英文
还需要将中文意思“翻译”，而不
能直接用英文思考。我觉得其中
原因还是英文输入（听读）的质与
量都不够。

现在互联网普及，技术不断
发展，新的英语学习方式也能让
学习者达到高级水平以上的英语
口语程度。多听读网上的英语资
料（视频、音频、报刊及电子书
等），还有纸质英文书及CD等，会
让学习者的英语水平青云直上；
辅之以手机APP、微信等技术手
段，可达到提高英语口语的效果。

高考只是手段，生活才是

亲爱的毕业生，
自高考揭榜以来，你
的周围是众星捧月般
的祝贺、赞美，还是家
人无尽的指责和忧
虑？整个城市都因为
一个个分数在上演各
种悲喜剧。的确，高
考的意义超乎寻常。
但很少有人冷静地想
过：我们的人生从此
就这样定局了吗？接
下来，我们还可以为
我们的人生做些什么
呢？

■ 王素芳

语文老师，
你还在坚持读书么

彼岸

敬畏，是一种美德
海师附中实验二（1）班 孙旗

很小的时候，我看过影片《少林寺》，当时
感觉嵩山少林寺是个很严肃的地方，虔诚的
僧人们在寺内念经，在寺外练功，每天天不亮
就爬上山顶，为天下众生敲钟祈福，心里不禁
升起一股敬畏之情。

这次学校组织洛阳、西安游学，首站来到
嵩山少林寺，我迫不及待地寻找儿时的感觉，
却看不到一个练功的僧人，没有暮鼓晨钟，拜
佛的僧人寥寥无几。这真的是少林寺吗？昔
日的建筑犹在，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一个完完全全的旅游景点了。

塔林是历代高僧大德圆寂后埋葬的地
方，是所有佛教信徒心中的圣地。一个个浮
屠塔遍布山岭，练功房与那几棵参天巨树，让
人没有丝毫压抑，膜拜之情油然而生。

嵩山少林寺是北少林，注重腿功，古时的
僧人们天天练习，甚至练到踏裂地板，这不是
传说，练功房内的几个大坑就是见证。那几
棵巨树都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最古老的一
棵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少林寺有一门独特的
功夫，名为一指禅，僧人们在树干上专练手指
的力量，日复一日便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坑洞
……古老的建筑依然残存着一丝肃穆的气
息。

这些都是先人留给我们的财富，但似乎
并未得到应有的敬畏。虽然塔林中的浮屠塔
都受到最好的保护，但有多少年没有受到虔
诚的供奉与膜拜？古树上虽然留有一千五百
年来僧人练功的痕迹，但有多少年没有人再
练功？

无独有偶，几乎每处古迹都遭受同样的
“待遇”：龙门石窟内的佛像，难道只是供人触
摸的吗？千里迢迢来到秦兵马俑，难道只为
拍张照留个影吗？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人
们对西安碑林的冷淡，除了我们这些学子，几
乎没有人来此参观，后人的敬畏无从谈起。

对兵马俑你可以拍照，但这段历史的来
龙去脉你又知道多少？到回民街之前，要先
弄清楚这里的风土人情，入乡随俗彼此尊
重。我们必须对一些事物抱有敬畏：对古物
要敬畏、待人处事要抱有敬畏、对大自然要抱
有敬畏。敬畏不是畏惧，而是时刻提醒自己
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该做。

这次游学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在少林寺的大雄宝殿前，有一匿名者，捐赠了
一尊镀金的达摩祖师像，外表金碧辉煌，非常
漂亮，想必价值不菲。花了如此多的人力、物
力、财力，就是虔诚吗？也许是吧，但他真的
做到敬畏了吗？

致2016年高考生——

语文让
校园充满书
香。

高考，不是人生的定局，加油，出发！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走出考场好轻松。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习作》欢迎学生写生活中温暖的故事、
耐人寻味的故事，写新鲜事，写自己的观察和
思考，要求真实、不虚构。2996130659@qq.
com)

外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