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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

热点调查

■ 本报记者 孙婧

当军人的坚毅与完美主义性格
融入自由烂漫的大学校园，会塑造
出一名怎样的大学生？海南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林昱江，通过
自身努力，拼出了一个中国大学生
自强模范。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学
联主办的2016年度寻访“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活动结果近日揭晓，林
昱江成为全省获得这一称号的两名
大学生之一。

回顾往事，两年的军旅生涯在林
昱江的品格中烙下了深刻印记。
2013年暑假，高中毕业的他拿到了
大学录取通知书，恰好遇到了当地征
兵宣传，他毅然选择穿上戎装，完成
家人与自己的梦想。在武警部队里，

严苛的训练磨练出了林昱江严谨的
时间观念、坚定的执行力。而训练之
余，兴趣广泛的林昱江多次参加演
讲、辩论、文艺表演、新闻宣传等军营
文化活动。因为积极活跃、表现突
出，他连续两年获“优秀士兵”称号，
三次受团级单位嘉奖。

从一名军人转型为大学生，会
适应校园环境吗？带着部队的荣誉
退伍回归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林昱江一开始也有些担忧。但性格
开朗的他，很快就融入了新生集体
中。“新生军训的时候，林昱江就协
助教官带我们军训，很有男子气概，
乐于助人，说话又有条有理，所以那
时候他人缘和号召力都比较好。”同
班同学伦伟超回忆起两人初认识的
场景，这样说道。

那些在军营中历练出的优秀品
格，成为了林昱江在新世界里翱翔
的“翅膀”，他也找到了打开大学生
活的正确方式，就是确定了目标和梦
想，并脚踏实地去践行：以军人的使
命感对待课业学习，3个学期下来，他
的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达到3.81分；凭
着热情的性格和说到做到的人品，成
功竞选班级团支书、财务管理学院学
生会主席；严格的时间观念和坚决的
执行力，让他带领学生会团队开展的
各项校园活动和晚会，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

然而这些成绩的背后，也曾有
过重重困难的考验。令他印象最深
的是，2016年学校开展心理情景剧
大赛，自己与班长写出青少年叛逆
与回归题材的剧本，却面临无人来

演的窘境。为了节目不被毙掉，林
昱江与班长不断修改剧本，又拉着
学生干部说服身边的同学。“相信
我，我们一定会拿第一！就当大家
玩一次游戏！”林昱江这份执着，最
终打动了伦伟超等一帮同学。大家
齐心协力，最终让这个节目克服种
种困难成功出演，并获得了全校第
一名的好成绩。

“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很聪明，但
是就是有一股劲，交代我的事情，绝
不拖拉，必须办好，再艰难都要坚持
下去，不要中途放弃。”一路成长，一
路花开，一路收获，林昱江说自己的
大学生活才过了一年半，在这条路
上，他还将继续依靠踏实的双脚走好
今后每一个重要阶段，用双手打开属
于自己的明天。

林昱江脱下军服换校服：

拼出来的大学生自强之星

达人名片
姓名：林昱江
就读学校：海南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

海南高校社团日趋多元化，电子竞技协会、动漫社等“明星社团”广受推崇

如何更出彩

■ 见习记者 陈卓斌
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肖嘉琪

提起校园里的学生
社团，“热血”“青春”“梦
想”等字眼便在此不期而
遇。从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风靡全国的文学社、音
乐社，到如今令人耳目一
新的电子竞技协会、动漫
社等，社团不仅承载着一
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的汗
水与回忆，也从侧面记录
了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据共青团海南省委
统计，目前我省高校（不
含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共
设有各类学生社团754
家，其中多的如海南大
学、海南师范大学分别有
106家和92家社团，少
则也有10余家。记者走
访各高校发现，这当中既
有受热捧的“明星社团”，
也有不少濒临解散的“空
壳”组织，而对于如何发
展学生社团，会遇到哪些
瓶颈，师生们都有许多话
要说。

北师大实验幼儿园

与海口港湾幼儿园
达成初步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近日从海口市教
育局获悉，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以下简称

“北师大实验幼儿园”）已和海口市港湾幼儿园
达成初步协议，双方将通过定期培训、手把手指
导等形式，以港湾幼儿园为试点，打造专业幼儿
教育示范基地。

海口市港湾幼儿园园长秦丽花介绍，借助
双方合作契机，北师大实验幼儿园将对该园幼
师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培训，初步约定通过定期
培训、手把手指导等教学方式，进一步提高港湾
幼儿园办园水平。此外，北师大实验幼儿园还
将以港湾幼儿园为试点，在海口打造专业幼儿
教育示范基地，为海口乃至全省其他幼儿园输
出优质教学经验。

据悉，双方合作初步约定期限为3年，即
2017年-2019年。今年，海口市港湾幼儿园将
4次组织学员深入北师大实验幼儿园班级学
习。

学生社团
需要“搭把手”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省高校学生
社团的类型十分丰富。以海经院为例，
便有涵盖学术科技类、创新创业类、志
愿公益类等5个类别共60家社团，其中
不乏热衷于组织海口高校切磋棋艺的

“逸轩”棋艺社、每月固定组织维护桂林
洋海滩的“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等。
此外，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还设有黎族织
锦协会继承发扬黎锦艺术，各校琼籍大
学生也自发组建了公益社团“巡村学
古”，通过口述历史、拍摄记录等方式搜
集整理海口老街片区的历史文化。

海南师范大学摄影协会负责人蔡虹
羽直言，虽然眼下学生社团的类型日渐
丰富，但还有不少社团存在宣传流于形
式、活动枯燥重复、社员参与度不高等问
题。而在她和部分社团负责人看来，要
想改变这种局面，完善管理制度很关键。

“目前，很多学校都设有学生社团
联合会（下称‘社联’），用以管理各个社
团。”蔡虹羽表示，学校社联把钱袋子绑
得很紧，他们策划活动得提前一周向社
联提出经费申请，还会不时出现经费不
让报、报得少等情况，“买矿泉水都限制
社团只能报销20瓶，导致我们常常只能
去校外寻求商家赞助。”

王明飞则告诉记者，目前许多学生
社团已成规模成气候，对运营管理提出
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在校学生
仍应该以学业为主，故社团的运营管理
正迎来着新的矛盾，希望各校能够研究
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结合校内外资源
培育更灵活的体制机制，让学生社团走
得更稳更远。

“明星社团”
可为校争荣誉

回想起去年5月，站在《英雄联盟》
（一款竞技类游戏）全国高校联赛的领
奖台上，看着自家队员们激动地按下冠
军手印的场景，海口经济学院电子竞技
协会负责人宋慧慧至今仍百感交集，

“前三届均是止步于季军，外界都戏称
我们是‘千年老三’，这次终于为自己正
名了！”

宋慧慧告诉记者，作为一家主攻电
子竞技项目的社团，他们这一路走来很
是不易，“社团电子竞技队伍刚成军时，
由于经验不足，屡战屡败，甚至走到过
濒临解散的边缘。”此外，彼时部分教师
和家长仍对电子竞技抱有很深的成见，
对社团活动不理解、不支持，认为这是
在玩物丧志。

“虽然阻碍重重，但这群学生还是
凭借着对电子竞技的热爱坚持了下
来。”负责社团工作的海经院团委教
师王明飞还记得，经过高强度、高水
平的训练和比赛，这支队伍逐渐成长
起来，并在各项赛事中屡获佳绩。仅
在2016年，该队伍便一举夺得了《英
雄联盟》全国高校联赛总冠军和国际
高校冠军赛第二名的好成绩，一时名
声大噪。

“近3年来，随着电子竞技逐渐得到
大众的关注和认可，斩获颇丰的我校电
子竞技协会，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
社团’。”王明飞表示，不少学生也因此
从各地慕名而来，“眼下，电子竞技协
会、‘空岚’动漫社等明星社团的出现，
不仅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也能够帮助学
校提高知名度，引来更多生源。”

新旧交替
更需注重“传帮带”

“打完今年的比赛，我们的主要队
员几乎都要毕业找工作了，这时不可
避免地会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
宋慧慧所担忧的问题，在学生社团中
普遍存在。王明飞对此深有感触：“有
些学生社团盛极一时，但会因为社长、
主要社员的毕业退社，而走到没落甚
至解散的地步。因此，如何延续其蓬
勃的生命力已成为每个社团必须深思
的问题。”

而在海南师范大学保持着“30年红
旗不倒”的“红帆”大学生诗社（下称“红
帆诗社”），正用一代代社长和社员的

“传帮带”，为如今的社团发展指明了一
个可借鉴的破题方向。

记者了解到，红帆诗社自1986年
成立后，便吸引了大批热爱诗歌的青
年学生入社，多年来更是诗人辈出、
名篇不断。1991 年考入海南师范大
学的林尤超还记得，在他入社期间，
红帆诗社创社人、著名诗人远岸等虽
已毕业退社，但还会不时地邀请韩少
功、李少君、冯麟煌、陈剑辉等知名诗
人、作家来校为社员们召开讲座、指
导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以来，除了牵
头资助诗社出诗报、搞活动，远岸还组
织老社员们在每年的12月回到学校，为
年轻血液传授经验、朗诵和讨论诗歌
等。红帆诗社第六届社长潘乙宁表示，
诗社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关
键便是在于“形成了老社员提携新社员
的优良传统”，始终做到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

4月9日下午，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操场，约1500名师生手拉手围成圈，集体欢跳竹竿舞，现场场面宏大，令人震撼。
竹竿舞是海南传统体育、娱乐项目，深受百姓欢迎。当天举行的“千人竹竿舞”是该校在第33届传统文化节开幕前所进行的
一次集体舞表演，旨在积极响应国家倡导中国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号召，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1500名师生共跳竹竿舞

文言文复习
让考点相融

■ 董新明

一、把握“理解”要义，在“名篇名句默写”中
引入“古诗鉴赏”。

全国课标卷“名篇名句默写”题从2014年
开始，就摇身一变为理解式默写，加大了答题难
度。这种“理解”有鉴赏的成分，因而有必要在
复习“名篇名句默写”时，适当引入“古诗鉴赏”。

例：
（1）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一诗

经过大段的反复回旋，最后境界顿开，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表达了诗
人的乐观和自信。

（2）《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词人回
忆刘裕当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英雄建功立业的赞美之情。

例（1）中，“表达了诗人的乐观和自信”的
两句应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画线部分即对这两句诗的理解、赏析。例（2）
中，“充满了对英雄建功立业的赞美之情”的两
句应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把握画线
句的要义，可以准确找到答案。

二、充实文言词汇仓库，把“古诗鉴赏”与
“文言文翻译”结合起来。

文言文翻译包括实词和虚词的理解、句意
的把握等。在“古诗鉴赏”中，留意充实文言词
汇仓库，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赏析：请求什么人去唤取一位貌美女子，来帮
助英雄擦伤心眼泪呢？用虚写的手法，寄托词人
因壮志难酬而伤悲、矢志抗金报国的热切情怀。

积累：倩，托，请求。红巾翠袖，指代貌美女
子。揾（wèn），擦。

三、留心发现，在“名篇名句默写”和“古诗
鉴赏”中积累古代文化常识。

从2015年起，全国课标卷就开始以客观题
的形式考查“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文化常识涉
及面广，信息量大，如何做到“广种博收”？一靠
专题复习，强化记忆；二靠集腋成裘，逐步积累。

比如：王羲之与友人在暮春之初，聚会在兰
亭，_____________，即完成一种祭礼，用以祈
福消灾。

理解式默写：修禊事也
积累：禊，一种祭礼。古时以三月上旬的

“巳”日为修禊日，三国魏以后用三月三日。禊
事，古代的一种风俗，三月三日人们到水边洗
濯、嬉游，以祈福消灾。

四、细心用功，把“名篇名句默写”与“文言
文翻译”结合起来。

名篇名句默写的内容中，不乏可以积累的
实词、虚词和文言语法知识。细心用功，把“名
篇名句默写”与“文言文翻译”结合起来复习，可
以增加信息的储备。

比如：
孟子批评梁惠王不能“与民同乐”，欧阳修

却在《醉翁亭记》中慨叹老百姓虽能与他游乐，
却 不 知 他 的 真 正 乐 处 的 两 句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慨叹老百姓虽能与他游乐，却不知他
的真正乐处”一语，可以判定为“人知从太守游
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据此可积累①
知（知道）②从（跟随）③乐（第一个为意动用法，
以……为乐）。

总之，复习文言文系列考点时，让它们彼此
相融，触类旁通，是可以增加信息的积累，进而
提增复习效率的。

（作者海南省儋州市第二中学、海南省引进
特级教师）

精彩课堂

林昱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