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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心语 最 美做 教师

热点话题

■ 韩永春

我们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
感受教师之美，做最美教师。

教师之美，美在这份职业与岗
位。前几天，我拜读了一位普通退休
教师给学校的信，信中尽是对岗位的
不舍、对职业的眷念，令我十分震撼，
我明白，失去的才是最珍贵的。教师
这份职业与岗位，我们拥有更应珍
惜。诚然我们清贫，我们责任重大，我

们工作繁琐，社会对我们期望与要求
更高，但这不是我们褪色美丽的借
口。我们工作稳定，有寒暑假，每天都
面对鲜活的生命，每天都在从事着改
变人、培育人、创造生命奇迹的工作。
我们放春风，虽不立竿见影，但我们积
攒我们的生命资源。若干年后，一份
贺卡，一份祝福就是对我们教师职业
与岗位美丽的最好诠释。

教师之美，美在大爱无私、爱心无
限。最美教师张丽丽用生命的代价，

向世人诠释了教师之美。爱与责任是
师德的底线，又何尝不是教师之美的
真谛。关爱学生，敬畏课堂，是一名教
师的师德底线。善待学生就是善待自
己。使学生感受到学习快乐与成长幸
福的教师是最美的教师。

教师之美，美在平凡中的坚守。
有人说，教师就是一天的工作，周而复
始。但我要说，教师是一生的工作，我
们今天的工作会影响孩子一生，会改
变孩子一生。所以，教师虽然清贫、虽

然平凡。但我们面对的是生命，面向
的是未来，需要我们在平凡中坚守。
虽然我们今天的付出，明天不可能就
是参天大树，甚至不一定有对等回
报。但我们对自己、对职业、对孩子、
对社会，无悔于心，这就是教师之美。

教师之美，美在魅力的课堂。作
为一名教师要不断完善自己，在教育
教学中以自己的人格、学识、个性、形
象感染学生，让学生对学科知识产生
浓厚的兴趣，在充满生机、充满灵性、

富有情趣的课堂里自主探索学习。
教师之美，美在心境。做最美教

师，就是要我们守住属于教师这份称
谓的宁静与清高，就是要求知识之真，
行诲人之善，守平凡之美。

我们要静下心来培育这份心境，
感受这份美丽，守住这份底线。

当教师就要做最美的教师。最美
的教师就是最幸福快乐的教师。

（作者：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希
望小学校长）

去年6月份，刚高考完，海南籍
准大学生小何就去整形美容医院做
了双眼皮手术，并注射玻尿酸垫高了
额头，花费将近2万元，这也是在父
母的资助下进行的。由于玻尿酸垫
额头的效果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今年
春节后，小何又一次注射了玻尿酸。

“注射玻尿酸还好，属于微调，面貌不
会有太大的变化，家长同学们也都能
接受。”小何说，以后再根据自己的个
人喜好再决定是否继续注射。

据了解，目前在海南，大学生微
整形早已经不是什么隐秘的事情，
并且有不少学生都亲身体验，或者
身边有同学朋友体验微整形。

海南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大一
学生小彭说，高中毕业的时候，身边
就有很多同学去做了微整形，大家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只是
为了让自己变得好看一些而已，感
觉跟敷个面膜、化个妆性质差不多。

记者走访海南大学、海南工商

职业学院等高校发现，很多学生表
示曾在校园里接到过整形美容医院
的宣传单，并且很多整形美容医院
也针对大学生推出了分期付款的微
整形付费方式。海南工商学院大三
学生小刘坦言，自己就曾经做过微
整形，同学们都说好看，并且身边的
同学朋友对瘦脸针、美白针、玻尿酸
之类的微整形均表示可以接受，弥
补容貌天生缺陷，也让自己感觉更
有自信。

同时，记者走访部分整形美容
医院，大多整形美容医院工作人员
表示，与前几年相比，现在 23岁以
下的女孩子做微整形项目的比例越
来越高，也有部分男孩子加入到微
整形的行列。“每年暑假，从高考完
到10月份之前，都是整形美容的一
个旺季，高中毕业生以及大学生都
会选择这个时候做一些微整项目。”
海口市海甸岛某整形美容医院工作
人员表示。

大学生、准大学生微整形增多，专家建议慎重“求美”——

莫拿颜值 明天

孩子，我想告诉你
诚实有多重要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年轻的高中班主任，最
近我遇到一件让我纠结不已的事情。在两
天前年级的月考中，我发现一个成绩一向优
秀的学生在用手机作弊。老实说，我真心不
想抓他并记其作弊。但监考老师的职责在
身，且考虑到对诚实的考生不公平，我还是
狠狠心没收了他的手机并做了作弊记录。
该生当时恼羞成怒拂袖而去，之后拒绝参加
下一科考试，躲到一个角落垂泪。看着他的
焦虑与颓废，我内心很矛盾，担心因处理不
当造成不良后果，这两天一直寝食不安，不
知道该如何妥善处理这样的事件？请您给
我一些建议。

一名年轻老师

您好！
来信收悉。首先，我要肯定的是，你当

时的处置是合情合理也合规的，你有责任
按规则处理事件，教给学生正确的社会规
范并要求其遵守也是教育的本分。你的应
对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大可不必为此食寝
不安。我们需要处理的是作弊学生的情
绪。

他如此明目张胆的作弊，且被人赃俱获
后不是羞愧而是恼怒，之后还有一些不当的
行为，其背后一定有原因。你要做的第一件
事是，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迫于什么
压力他要采取这样的行为？是父母期待
的压力？同伴比较的压力？不良习惯的压
力……了解真正的原因，方能给予体贴恰当
的帮助与指导。

但你更需要对作弊学生强调的是，老师
之所以记你作弊，不仅是履行职责和对事实
的尊重，不仅是教会你尊重和遵守规范，更
是希望能教会你诚实和对自己的行为负
责。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做一个诚实的人真
的非常重要。

首先，诚实做人做事才能遇见真正的
自己。考试作弊是用不真实的手段去拿一
个虚假的成绩。它唯一的好处是，帮你在
他人面前树立一个虚假的自我形象。虽能
一时忽悠他人，却难忽悠自己。最可怕的
是，久而久之，你会与真实的自己渐行渐
远。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有期限的存
在，我们这一生最应该花大力气去做的事
情，是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并成就自己。
当你终其一生努力扮演一个虚假的角色
时，却掩饰了自己本真的面目，荒废了天然
的优势与资源。一个不曾遇见自己做自己
的人，是否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的辜负，
是在暴殄天物？

其次，诚实做人做事才能过上适合自
己的生活。一个虚假的成绩，一份不真
实的人生，整天戴着面具生活在假象中，
且不说面具有多累赘，一份谎言要由几
百个谎言去补漏，提心吊胆于哪天东窗
事发，惶惶不可终日，这些都会耗费你太
多的心力，使你再难有时间和精力去过
自己的生活，去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更适
合自己，最终那张硬贴上去的面具嵌入
血肉里，只能继续伪装下去。于是，你离
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渐行渐远，只能违
心地过一份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生
活。唯有诚实做人做事，以真实的面目
对待生活，你才能从中觉察到自己与生
活相匹配的程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在
的生活方式。

第三，诚实做人做事才能享受够得着
的幸福。诚信应试，诚实做人做事，你会
从中发现自己的底线、优势与可企及的高
度，从而规划和成就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
人生。它的好处是，你永远无需劳神讨好
他人和伪装自己，永远无需担心做了亏心
事半夜鬼敲门，永远可以君子坦荡荡、表
里如一的做人，身心合一的做事，心口同
一的与人交流，永远是一张清爽真诚的面
容，尽自己的本分，过不亏不欠的生活，追
求够得着的幸福，无忧无惧地轻装前行。
这样生活着的每一天，身心是舒展的，内
心是自在而幸福的，这才是一种够得着靠
得住的幸福。

事实上，诚实做人做事是对他人和所做
的事情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与
爱。你只需付出真实，就可以遇见你自己，
遇见适合的生活和够得着的幸福。这是世
间成本最低却获益最大的付出，如此一本万
利的生活态度岂能错过？

真心祝福你走出纠结，带着学生找回自
己、爱上真实的生活！

惠君

3月6日，海口市城西中学操场，千名学生进行“跆拳
礼仪广播体操+跑操”大课间体育运动。为加强推进优秀
传统文化进校园，提高学生核心素养，该校研发并使用的
特色校本课程，每天积极开展跆拳礼仪跑操和国学经典诵
读等活动，并将跆拳礼仪跑操课程纳入课堂。通过跑操让
“礼仪 廉耻 忍耐 克己 百折不屈”的精神在孩子们的每
一个动作展现出来，打造学校的“精气神”。

诵《弟子规》

3月15日清晨，海口
市港湾小学，坐在小板凳
上的600名学生手捧书
本，整齐地排成一个巨型
“国学”字形，晨诵《弟子
规》《笠翁对韵》等经典国
学。据了解，国学经典诵
读是该校一日课程——
“晨诵·午书·暮读”中的
“晨诵”。旨在让孩子们
在诵读中感受到源远流
长的民族文化，陶冶情
操，从而激发学生对国学
的热爱。

3月17日，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学生在张晓煜老师
的讲解下学习剪纸技艺。该校结合学生的兴趣与本校老
师资源，开设传统手工剪纸、手工绘画、拼贴画等特色课，
让学生在学习中去感悟传统美，提高自身审美力、观察力，
从而使民间技艺得到传承，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微整形是为了追求自我被接纳程
度更高，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微整形之
后都会感觉更好。

“不管做不做微整形，人最主要的
是对自我的接纳程度，对自己的认
可。”海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
任、北师大心理学博士吴九君说。

同时，吴九君讲述了这样一个案
例：有位女同学自小对自己的容貌不
太满意，在成年以后，用自己的积蓄去
做了微整形，刚刚做完时非常高兴，但
是做完两三个月之后，这位同学产生
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不能完全接
纳自己，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这样的

结果让其本身也意想不到。
同时，吴九君建议广大学生，应从

自我接纳上下功夫。“世上没有十全十
美的人，每个人也都是世上独一无二
的，学生应学会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也
学会接受不完美的世界，接纳能力加
强，也会练就自身更强大的内心。”

“现在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将
找不到好工作归结为自己外表不够
美，其实这种认识是一个误区，大多用
人单位还是比较重视毕业生的内在素
质和工作能力，所以大学生们应从自
身素质上进行提升，而不是把希望寄
托于容貌的改观上。”吴九君表示。

微整形因整形幅度小，微创、风
险小等原因，被广大年轻人接受，
同时，大多人不认为微整形会影响
身体健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微整形医学博士、海南整形美
容医院院长林蔚茜说，微整形由于
对技术要求更精细，其实更要求整
形医生有非常专业的医学知识，由
于玻尿酸、瘦脸针都是要往肌肉里

注射，注射不到位，也会影响身体
健康，严重者有可能导致失明、脑
梗等。

从事整形医学30多年的林蔚茜
表示，最近几年大家在追随审美趋
同“网红脸”的潮流。“微整形其实是
为了弥补有些人容貌的天然缺陷，
如果所有人都追求一样的微整形效
果，这说明很多人的微整形是有着

很大的盲目性的。”林蔚茜说。
林蔚茜提醒广大消费者，应树

立正确的审美观、追求个性化差异
审美，而不应盲目追随别人，如果打
定主意要做某项微整项目，也一定
要做好承受一切后果的心理准备。

在选择整形机构上，首先要了
解该机构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微
整形项目一定要在整形医院做，不

要选择美容会所、诊所，因为会所、
诊所在医学整形手术上会有很多
限制。更不能随随便便去街边的
小店或者某宾馆酒店去做微整形
项目。

“微整形项目看起来微乎其微，
其实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一生的，
消费者需慎重选择，更不可迷恋过
分整形。”林蔚茜说。

大学生对微整形认可度高

微整形要注意安全性

要从内心接纳自我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这是一个看脸
的时代”，人们总在
玩 笑 间 说 出 这 句
话。殊不知轻轻松
松说出的一句话，已
然深深影响了一代
年轻人。微整形技
术越来越发达的今
天，“看脸”也促使很
多大学生开始付诸
行动。近日，记者走
访发现，在海南，很
多大学生、准大学生
也加入到微整形的
行列，走上打造高颜
值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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