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真教好每一个孩子

7月9日，志愿者们如约到达青海
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金源藏族
乡下科巴村。抵达的第二天，志愿者
们就迅速投入到教学活动中。这次
他们提前招收了170名学生，这些学
龄少年儿童除了本村生源，还有很多
是远在60公里外的县城、金源乡以及
周边村镇的孩子。

科巴村四周都是光秃秃的高山，
海拔2900米左右。面对气候、饮食和
生活习惯的不同，来自海南的志愿者
们努力适应。但是最让志愿者们感
慨的是，即使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
这里的藏族孩子们依然有着热烈的
学习劲头和天真无邪的笑脸。

一张一米长宽的矮方桌，十多个
学生拿着小马扎围坐一起，这就是志
愿者游贤梅的支教“教室”。游贤梅
教5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程，班里有
10名学生。

“虽然条件不好，但是孩子们都
特别认真，每天上课都是早早过来等
在那里。”游贤梅说。

支教志愿者们都住在村民的家
里，有的睡大炕，有的打地铺。即便这
样，大家都会在晚上认真地备课。每
位支教志愿者都要承担一到两门课的
教学。支教志愿者们主要是给孩子们
补习最近这一学期所学的内容，查缺
补漏，如果有学生基础好的话，再帮助
预习下学期要学的内容。针对基础更
差一些的同学，志愿者们会主动在晚
上8时后帮他们补习。

志愿者莫镕蔚教的是二年级，与游
贤梅的班级类似，莫镕蔚班里也有十个
学生，两张小长椅当课桌，学生席地而
坐。没有黑板的时候，她只能念题后再
一个一个地看他们记录的问题是否正
确，解题过程也是一个一个地讲解。

“虽然这些孩子的基础很差，但
是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认真。”莫镕
蔚说，有很多孩子家住得比较远，中
午只能待在临时教室里，吃着从家里

带来的馍。

对孩子的陪伴更重要

在支教的23天里，每名志愿者都
跟孩子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藏族
孩子们也心存感激，在支教结束时，盛
装出席为志愿者们送上当地特色的歌
舞演出。

“这里的孩子很聪明，刚开始我以
为要帮助他们学习更多新东西，后来发
现陪伴他们或许更重要。”游贤梅说。

当地不算富饶的土地上生长着
青稞和小麦，这并不能维持当地村民
的生活所需，因此很多正值壮年的人
都出门打工了。莫镕蔚曾经问过班
里的10个二年级学生：“你们之中有
谁是有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的，请给
我举一下手”。

答案出人意料，没有一个人举
手。当地的孩子们大多跟爷爷奶奶生
活在一起，由于长年缺水，大多孩子经
常小手黑乎乎的，每次做完试卷，原本

洁白的卷子就沾满灰色的印记。
艰苦的条件和极为简陋的教学

环境，超出了志愿者们的想象，但丝
毫没有影响志愿者们的热情。

让孩子知道知识的可贵

由于贫困、闭塞，科巴村的教育
水平也较为落后，孩子们普遍文化基
础比较差。

每天跟藏族孩子们在一起，志愿
者普云百感交集。他说，作为一个志
愿者，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有限的
知识尽最大的努力教授给每一个孩
子，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认真负责，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每一个孩子知
道知识的可贵。

“大山环绕的天空很美，但是天
空下的科巴村却是另一番光景。我不
知道我能给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带来
一些什么改变，但是我会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引领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走进知
识的海洋。”莫镕蔚在自己的支教日记

中，认真地写下了这段话。
据海南师范大学支教团队带队

老师刘荣介绍，本次支教活动是海
南师范大学与新疆大学凯博志愿爱
心联盟联合开展的，在此之前，已经
有六期，先后有 120 人次志愿者接
力对科巴村开展教育扶贫的义务支
教服务。

在地方政府和支教志愿者们共
同努力下，从三年前只有六七十个学
生参加补课、高中几乎完全辍学，到
今年一名学生以超过分数线69分被
中央民族大学录取、两人被一本录
取，科巴村的学习风气日渐盛行，村
容村貌正在慢慢发生变化。

海南师范大学的11名志愿者们
深深感受到教育扶贫的重要性。他
们纷纷表示：支教促进大学生志愿者
成长，以后大家要更加努力学到更多
的本领、知识，有机会再来支教，为帮
助藏族贫困学生考上大学、改变西部
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志愿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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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巡讲活动

国学进课堂 经典伴成长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文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犹如陈年的普
洱，浓郁厚重，如何“泡出”时代新味，
让已经习惯了“雪碧可乐”的年轻人也
乐于接受？日前，在海南省国学高峰
论坛上，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寻找传统
文化的时代表达成为专家们热议的焦
点。记者从会上获悉，自2016年以
来，省社科联就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
下，创新国际旅游岛讲坛形式，联手省
国学教育协会组织专家“走基层、进校
园”，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巡讲活动，得
到广泛认可。

学校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阵
地。早在2011年，省教育厅就开始在
海口市龙华区和美兰区、儋州市、乐东
黎族自治县等6个市县区开展国学教
育试点，2012年又新增了三亚市、万
宁市、定安县等5个试点，并在随后几
年范围不断扩大。

在中小学国学教育实践中，很多
学校遭遇过“瓶颈”。师资力量不足是
一个主要原因。海口市一位一线语文

教师介绍，学校缺少专业的国学教师，
只能语文老师、德育老师齐上阵，非常
期待专业力量的加入。

2016年秋季，省社科联为他们送
来了福音——创新国际旅游岛讲坛形
式，联手省国学教育协会组织专家力
量，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巡讲活
动，依托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青少年心
灵、完善道德品质、培育理想信念。

在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近一年
来，专家们先后开展的30余场讲座活动
中，专家们通过与广大师生真诚交流，让
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校园，也进一步扩大了
国际旅游岛讲坛的覆盖面和受益人群。

国际旅游岛讲坛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支持省国学教育协会开展本次巡
讲活动，就是希望通过整合专家力量，
依托《中国人的根与魂》等优秀的书
籍，为海南国学教育推广树立正确的
价值导向，帮助广大学子坚定和增强
文化自信，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伦理品质，使其

成为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载体。

他说，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还要注
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让传统文化焕
发时代生机，不仅要坚守文化底色，也
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创新时代表
达，在创新与融合中发现，让更多青少
年参与进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
新鲜活力。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巡讲活动不
仅让学校和广大师生感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也给省国学教育协会打开
了思路。“以前很多大学教授普遍担
心，自己的课孩子太小听不懂或不愿
听。而本次活动为专家们提供了一个
与青少年学生对接交流的实践平台。”
省国学教育协会执行会长张杨说，经
过几次尝试，专家们发现，学生们对他
们的课程十分欢迎。他希望，能有更
多专家参与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实
践当中，共同努力在青少年学子心中
种下“传统文化自觉”的种子。

从椰风海岸到黄土高坡，相隔2800多公里，海南与青海两地人情风土完全不同，但志愿者们心怀教育梦，与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
县金源藏族乡一个小山村的孩子们结下了难舍的缘分。7月31日，海南师范大学“陆海相依，试飞青琼”“一带一路”国情考察与教育帮扶暑期
志愿服务团青海队结束了首次省外支教活动。对于海南师范大学的11名志愿者来说，为期23天的支教是一次难忘的心灵洗礼。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实习生 许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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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师范大学志愿者跨越2800公里赴青海支教

为藏族孩子送去爱与梦想为藏族孩子送去爱与梦想

海南省国学教育协会组织专家和老师到琼海溪仔苗族小学推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跟孩子们学会了民族舞蹈。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摄

如何陪伴失恋的孩子
走出情绪低谷？

惠君老师您好！
我家有一个正在读高二的儿子，最近我们

家因为孩子的失恋而陷入抑郁的情绪中，孩子
整天意志消沉、唉声叹气，看着他难受，我和他
爸也忧心忡忡。如此消沉致使他的学业急剧下
滑，我们百般劝慰但似乎没什么效果。我知道
孩子心里的难受不是一时半会能消解的，但我
们不知道除了反复劝说他振作，还能做点什么
帮助他尽快走出情绪低谷？希望您能指点迷
津。谢谢！

一个不知所措的妈妈

不知所措的妈妈：
您好！来信收悉。失恋有多痛是人都能想

象得到。我必须点赞的是，当学业繁重的孩子
失恋时，您用理性守住了底线，赢得了孩子信
任，让家庭成为他疗伤康复的港湾。这可不是
所有的青春期父母都能做到的。高中生失恋除
了要承担心灵的痛苦之外，还要承受情绪影响
学业的后果。所以，失恋带给他们身心的伤害
和痛苦是双倍的。此时，身边若有值得信任的
亲友陪伴在侧，对失恋中人是莫大的安抚与支
持。

那么，父母如何有效陪伴失恋中的孩子
呢？这里提几点建议供您参考。

1.尊重青春恋情。青春期的孩子最重视的
人际关系是同伴关系，谈恋爱的孩子自然最看
重与恋人的关系。所以，无论如何请尊重孩子
真心付出的情感。如果你批评他的朋友或恋
人，必然会遭遇他猛烈的反击。当孩子极力去
保护他的情感不受批评时，他是不可能有心思
聆听和处理其他的信息的。

所以，有效陪伴的第一步，是尊重孩子那
份青春恋情。尊重表现为具体的行动就是：
无条件的关爱和不评判的聆听，前者要求父
母在孩子遭遇失恋之痛时，要表现出极大的
包容与关爱，后者要求在聆听时不贬低不训
斥不攻击。

2.给以积极赋义。要肯定孩子真心付出的
意义，提醒孩子做一个优秀的学习者，指导孩子
学会从经历中学习，试着从失恋中找到积极的
元素。反思自己的恋爱行为，学会合理适度地
表达爱和接受爱。告诉孩子，青春期恋情的主
要任务不是“恋爱”而是“练爱”，练习与异性相
处，学习表达爱和接受爱才是青春期异性交往
的第一要义。

3.高质量的陪伴。当孩子遭遇失恋时，父
母高质量的陪伴是帮助疗伤的良药。怎样的
陪伴是高质量的？

我以为，高质量的陪伴至少要做到以下几
点：一是有时间保障，保证定期的亲子共处时
间。二是全身心的投入互动。“伴”的解释是成
为他人的一半，思想、行为、精神倾情融入。三
是提供支持与帮助。响应孩子的求助，聆听他
的需求，提供可利用的资源和必要的指导。四
是要照顾孩子的需要和兴趣。陪伴孩子做喜
欢的事来度过不如意的时光。

4.积极的行动。鼓励孩子在失恋中不失
志，就是要坚持为自己做点什么。失恋中的人
至少可以为自己做两件事，一是做能做的事。
从能做的事情开始，从简单擅长的功课做起，指
导孩子根据自己的状态做学习计划，一点点恢
复和扩大对自己生活的掌控。二是做自己喜欢
的事。每天安排一个时间满足兴趣爱好以取悦
自己。当孩子积极行动起来时，就可以渐渐远
离无所事事的消极状态，慢慢找回积极行动的
信心。

5.预约亲子约会。失恋的人会有一段时
间的情感空窗期。父母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空
窗期培养和加固亲情。把孩子过去与恋人约
会的时间置换为亲子约会时间。设定一个家
庭美好时刻，与孩子一起约定定期的亲子共处
时光，用丰富的亲子共处活动填充空窗期，有
效转移空窗期的消极情绪，帮助孩子度过艰难
的失恋期。

惠君

校园达人
“科研学霸”谢昭达：

设计水下机器人志向深蓝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多次斩获国内大学生科研竞赛
大奖，参与设计的水下机器人获实
用新型专利，年年获学校奖学金
……三亚学院理工学院测控技术与
仪器专业的大三学生谢昭达的简历
上，能写出一长串丰富的获奖经历。

“你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大神级
学霸吧？”

面对记者好奇的提问，谢昭达
只是腼腆地笑道：“我并不牛，只是
比较努力而已。”

谢昭达究竟有多努力？细翻
他大学以来参加竞赛的获奖证书，
包括计算机作品、数学建模、数学
竞赛、机器人设计等不同领域的奖
项，大大小小已有十余项。“为了参
加比赛、设计作品，三年来的寒暑

假我都在学校里过。”平日里，谢昭
达专业学习任务较重，每周有十几
门课程，周末、寒暑假等课外时间
成为他全身心投入到科研的最佳
时间。

今年初，谢昭达与其所在的实
验室团队历时一年多设计、建构的
水下滑翔机完成。这个有点像飞
机、又有些像手电筒的“呆萌”神器，
谢昭达参与了机械结构、电路设
计。它可以潜入海底200米左右，
在海里来回穿梭进行深海监测、数
据采集等任务。

“海南海洋资源丰富，水下机器
人可以代替人类潜入深海勘测自然
环境或是海底管道等基础设施，对
海洋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有很大帮
助。”此前，谢昭达并没想到，其设计
的科研作品，延伸了他志向深蓝的
触角。从此，对于水下机器人的热
爱便一发不可收拾。

大二时，谢昭达进入学校的机
器人实验室学习，实验室内各色新
奇好玩的作品深深吸引着他。那
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机器人设
计的魅力。为了对机器人机械结
构有更深入的了解，谢昭达反复拆
卸组装机器人、临摹设计图纸。一
幅机器人机械设计图，谢昭达画了
一个多月。“机械设计不容半点马
虎，稍有偏差便会功亏一篑。”有时
谢昭达沉浸于天马行空的设计中，
通宵达旦地画图。

“会累，但是累却快乐着。”谢昭
达告诉记者，机器人机械结构设计
过程令其着迷，看到自己图纸一点
点变成实物，特别有成就感。海南
旅游产业发达，谢昭达正在思考着，
如何结合水下机器人与VR技术，
实现水下机器人的观测科普功能，
打造创新旅游产品。

达人名片
姓名：谢昭达
就读院校：三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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