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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咸越

吴 丽 珠 是 一 位 让 我 难 忘 的 老
师。她是我一至四年级的班主任，教
我语文。我难忘她的音容笑貌，难忘
她讲课时的生动有趣，难忘她对我的
谆谆教诲……

吴老师有一张圆圆的脸，一头短
发，干净利落。她20岁出头，浑身上
下散发着年轻人的朝气。她是我们
班所有同学公认的“美丽天使”。班
上有一位男同学曾经公开对吴老师
说：“吴老师，您真是沉鱼落雁，闭月
羞花呀！”虽然，我们都笑着对那位男
同学说他拍吴老师“马屁”，但在我们
心目中，吴老师真的很美。

吴老师的语文课非常生动，常
常让我们身临其境。吴老师描述

《槐乡五月》一文中香喷喷的槐花饭
时，我似乎听到了肚子咕咕在叫。
在课堂上，吴老师自创的小组比赛，
让很多不敢举手的同学都回答了问
题 ，充 分 调 动 了 班 上 同 学 的 积 极
性。吴老师的课堂上经常充满了欢
声笑语，在笑声中，我们的语文知识
掌握得又快又好，因此，大家都喜欢
上吴老师的课。

吴老师除了课上得好，平时对我们
也十分关心。四年级时，我因为身体发
胖被班上个别同学取笑为“胖胖猪”，对
此，我非常苦恼。当我把烦恼告诉吴老
师时，吴老师以《功夫熊猫》电影中的熊
猫对我进行了开导，并建议我加强运
动。同时，吴老师在班上号召同学们不
要取绰号。慢慢地，同学们不嘲笑我
了，我的烦恼也不复存在了。

五年级开学时，当我得知吴老师
不继续担任班主任时，我嚎啕大哭。
我多么希望她能一直陪伴着我们。
难忘过去四年里吴老师和我们一起
成长的点点滴滴。新的学期，我要努
力适应新老师，好好学习，回报吴老
师对我的关爱。

（作者系海口市第九小学五·六
班学生 指导老师：白梅）

■ 黄金灿

现代教育学和儿童发展心理学研
究表明，儿童的健康成长有赖于两个基
本条件：一个是最佳教育环境，一个是
最佳心理状态。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
鹤琴指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格和
情感，可以鼓励人的进取精神，应该为
幼儿创设良好的音乐环境。”我深以
为然。

装点教学环境美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乐曲会引起
幼儿的兴趣和积极的情绪，开阔幼儿
音乐视野，提高审美能力。通过多种
手段，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审美教育环
境，引导幼儿多通道参与，在愉快的情
绪和积极的心态下去感受、去理解、去
想象、去表现、去创造，装点教学环境
起着较大的作用。例如：音乐《毛毛虫
和蝴蝶》，是要了解毛毛虫如何变成蝴
蝶的一个艰难的过程。我用了电教媒
体，多媒体课件能创设完美的情境，让

幼儿身临其境。《毛毛虫和蝴蝶》形象、
生动、有趣的画面，给幼儿一个审美的
环境，幼儿一边看，我一边生动有表情
地补充讲解。幼儿观看课件时，美丽
的蝴蝶妈妈在花丛中飞舞，幼儿被吸
引住了；蝴蝶妈妈飞到一个叶子上产
卵，幼儿露出好奇的神色；随着画面上
卵慢慢地变成毛毛虫，毛毛虫吃了叶
子长大了，变成了蛹，蛹最后艰难地钻
出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幼儿被带
进作品的情境中，对故事充满了极大
的兴趣，为下面的音乐教学活动起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又结合歌曲内容
设计相应的背景音乐，通过气氛渲染，
引起幼儿的情感共鸣。

挖掘教学内容美

要培养音乐审美观点，首先要精
心选择教材，教学内容要思想美、旋
律美、节奏美、歌词美，要把眼光放在
了解孩子已经达到的水平和预测可
能达到的水平。在音乐《毛毛虫与蝴
蝶》中，小蚂蚁们在辛勤地劳动，突然

下起了雨，好心的毛毛虫小红点看见
了，请它们到家里躲雨。在一次选美
大赛，蚂蚁们为了感谢小红点，帮它
打扮，在一旁的蜘蛛太太看到了，开
始嘲笑小红点的打扮，小红点伤心极
了，含着眼泪离开，躲在树上，慢慢变
成了蛹。这一音乐故事思想很美，教
育孩子要乐于助人，人不可看外表。
其次《毛毛虫与蝴蝶》旋律美，轻快悦
耳的音乐，幼儿听了，都情不自禁翩
翩起舞。再者《毛毛虫与蝴蝶》的节
奏美，它的节奏形象化、趣味化。《毛
毛虫与蝴蝶》的歌词也很美，像一首
诗，有声韵与节奏，毛毛虫一伸一缩，
缓慢的曲调性与抒情水乳交融地结
合在一起，生动形象化的语言启示与
激发幼儿积极联想。

设计教学形式美

一节好的幼儿教学活动，不但要
内容美，教学手段的设计也要美，才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活动中，
我声情并茂地用韵律、速度、表情加

深幼儿对歌曲的艺术性的理解和把
握，引导幼儿主动地表现音乐。在教
学教法方面，我主要采用情境教学
法、多媒体教学法、启发引导法和示
范法。通过启发引导法，我提出开放
性问题，启发幼儿发散性思维，充分
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与表现能力；而
情境教学法贯穿活动始终，动静交
替，充分调动幼儿的各种感官，让幼
儿在身临其境中感受音乐、表现音
乐，激发幼儿的艺术表现欲。在教学
活动中，我用手指扮演毛毛虫，用身
体扮演大树，毛毛虫在树干上爬，并
让幼儿模仿与创编动作，有的幼儿用
手指扮演毛毛虫，有的用手臂扮演毛
毛虫，有的用身体扮演毛毛虫，再配
合音乐《毛毛虫与蝴蝶》，老师与幼儿
一起扮演毛毛虫一伸一缩地慢慢爬，
很快幼儿被音乐环境所感染，沉浸在
悲伤的气氛中，以景引入，以情带动，
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提升了幼儿的
审美素质。

（作者系海南大学幼儿园教师）

符功琪夫妇：老年大学
是展示风采的舞台

“临近退休时，我在单位收到一份
由省委老干部局分发的民意调查表，
询问大伙退休后是否愿意参加老年大
学，对哪些课程感兴趣。”老年大学学
员陈琼辉说，那时候，她才第一次对海
南的老年大学有了认知概念。

2012年，陈琼辉和老伴符功琪商
量，一起报名参加海南省老年大学，丰
富老年生活。

符功琪回忆说，自己一门心思想
学唱歌。以前都是扯着嗓子“喊歌”，
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和朋友在一起
还没唱几首歌，嗓子就哑了。

陈琼辉就不像老伴那样“专一”
了，性格外向的她，对新鲜事物充满兴
趣。在5年时光里，她上过舞蹈课，也
练过书法，甚至还想学走模特步。

因为腿脚不太灵活，不能剧烈运
动，也不能久坐，所以跳舞课和书法课
没有坚持太久便放弃了。目前。她和
老伴每周五参加一次音乐课，对老师
的教学方法赞誉有加。

“吴菲老师为了让我们树立自信
心，在课堂上设置了‘今日小歌星’教

学环节，每节课都抽选3名学员上台
表演。”符功琪说，大家不仅学习各类
歌曲，还鉴赏古典音乐，增加文化自
信。

“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了展示
风采的舞台，也是一个交流学习的好
平台。”陈琼辉说，其实，他们夫妻俩的
学习课程并不繁重，课余时间还会去
乡村游、岛外游。

王堤夫妇：老年大学让
我们有成就感

“2012年，为了照顾儿子，我们来
到海南岛定居。”王堤夫妇表示，在决
定到海南前，他们心中充满顾虑，到一
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长期居住，重新
建立朋友圈，适应饮食文化习惯，会不
会很困难？

夫妻俩琢磨了很久，想出了一个
好对策，“我们拨打了114服务热线，
询问海南省老年大学的地址，第二天
便来报名了。”王堤说。

现在，王堤是电脑影像制作班的
班长，而妻子史秀璐是模特班的班
长。他们在老年大学里越学越感兴
趣，把海南当成了“第二故乡”。

“前些年，我的腿部半月板受到损

伤做过手术，医生说长期行走会导致
病情恶化，但没有想到，每周参加舞蹈
课、走模特步，身体状态却越来越好。”
史秀璐说。

“说实话，刚退休时有一种失落
感，觉得自己对社会没用了，参加老年
大学后，我学会了剪辑音频、视频以及
PS技术，觉得自己还能发挥余热，非
常幸福。”王堤说。

今年新学期伊始，王堤发现电脑
班更换了一批新电脑，“政府越来越重
视老年大学的办学条件，加大财政支
持，学员们都竖起了大拇指。”他说。

“在模特班，大家每天讨论穿什么
样式的旗袍走秀，已经忘了自己的年
龄，成了追求时尚的潮人。”史秀璐说，
自己忙得不亦乐乎，课余时间要下载
音乐，找走秀视频，定做新款队服。

张祖国夫妇：期待老年
大学有广阔前景

“几年前，我们报名参加海南省老
年大学，是这里的元老级学员了。”从
国有企业退休的张祖国夫妇笑着说，
来了就不想走，很享受在这里的学习
生活。

因为妻子黄金莲性格内向，退休

之后，张祖国决定鼓励妻子参加老年
大学的课程，自己成了一名陪读生。

“以前老年大学的学生很少，我
还一度怀疑学校能不能长期办下
去。”张祖国说，实践证明，随着社会
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活到老
学到老。

“以前生活条件艰苦，家庭压力
大，很少接触文艺活动。”黄金莲说，现
在和老伴在老年大学里一同成长、彼
此依靠，老年大学为夕阳生活添彩。

“其实教老年人很难，老人理解知
识点用时长，记忆力又没有年轻人
好。”黄金莲说，这里的教师有敬业精
神，常常因为教得认真，忘记了下课时
间。

如今，老年大学舞蹈班、书法班等
教学班的学员已经学有所成，经常利
用节假日时间，开展社区宣传、书法进
农村活动，起到了弘扬社会正能量、服
务社会的作用。

黄金莲指向对面新建的老干部活
动中心说：“身边还有很多朋友希望加
入到老年大学的大家庭中，省委老干
部局将采取资源共享方式，在省老干
部活动中心新增部分教室，满足老年
人的就学需求，促进海南省老年教育
事业可持续发展。”

师恩难忘
■ 常要中

提起我的英语老师常桂花先生，我永远心怀
感恩。

小时候，我们村里的那所学校，小学、初中
是一体的。每逢开学，总有初中的学生，课间时
常趴在我们小学部的教室窗外，说一句大家都
听不懂的话，搞得我们一脸茫然。后来，有同学
说那是英语，是外国人说的话，“趴在窗外说英
语的那几个家伙，很可能是在用外国话骂我
们！”于是，当有人再趴在窗外“骂人”时，班里的
同学，都怒目而视，但又无可奈何：说他们骂人，
证据在哪儿？大家谁都听不懂！想揍他们一顿
吧，又知道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唯一的
办法，就是先看着他们运气，再眼睁睁看着他们

“骂”完人后，仰脸看天傲然离去。但，就在那个
时候，英语，这种神秘的语言，也早早地埋在我
心底。我暗暗发誓：将来等上了初中，拼了老
命，也要学好它。

终于告别了拖着鼻涕虫背着花书包上小学
的年代，可以满怀虔诚地捧读英语了。然而，这
种想法，却遭到一瓢冷水的浇泼——我所在的
村庄，离县城近百里，每个家庭的父母都是用卖
鸡蛋的钱买盐，用卖猪的钱给孩子们交学费，添
过年的衣裳。至于多少年后，孩子们能否走出
祖祖辈辈生活的偏僻小村，谁都没有多想。换
句话说，是没有抱什么希望，包括对老师的教学
质量，也没有任何要求。所有的老师，全是村里
聘来的本村读过书的乡亲，拿的工资，也是村民
们一角两角凑起的钱，这点可怜的薪水，根本不
够补贴家用，老师们要想生活，除了教学，还得
种田。

我的第一任英语老师，也和其他老师一样，
总是扛着锄头进校，上完课，就立刻扛着锄头去
自家田里锄草。我的英语，自然也杂乱得一如
英语老师田里的杂草。前段时间，看中央电视
台举办的“开学第一课”，语言大师许渊冲老人
说他开始学英语时，把“W”读成“打泼了油”，并
用汉字标注英文单词的读音，我听着听着激动
得站起，张开双臂跑到电视机前，妻问我干什
么，我说想舔屏。这位可爱可亲的老人，让我想
起了当年。

初一第二学期，刚一开学，几个精通时事的
同学说，乡镇将分配一位叫常桂花的新老师代
我们的英语课，她二十多岁，不但长得漂亮，为
人善良，课在我们全乡也最棒。听到这个喜讯，
我像一株久旱逢甘霖的禾苗，立马对未来充满
希望。

常老师的第一节课，没有讲我期待的英语学
习方法，她只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如果家里有收
音机，请每天早上5点准时打开河南电台，跟着台
里聘请的两位老师学英语，课的进程，刚好和我
们要学的课本完全吻合。又是一个天大的好消
息！更幸运的是，当时我家唯一的电器，就是一
台熊猫牌收音机。从此，也就是从常老师上第一
节课的第二天开始，每天早上5点整到5点40分，
我一刻不离地抱着我的“熊猫”，且一抱，就是六
年，直到我去县城上完高中为止。

常老师课上得好，她总能把我在听收音机时
记不全的内容，及时补上，并鼓励我阅读英文作
品，在她的影响带领下，我的英语成绩快速飙
进，以至后来在乡镇、市县、全省乃至国家奥林
匹克英语竞赛中，都能轻松夺冠。我从老师的
眼神里，看到赞许，更拾起了一个农家孩子渴盼
的尊严。

然而，初中时，我的自制力不强，偏科现象严
重，数学尤其不好，最后，看着越来越低的分数，
几近绝望。一次考试后，我正在数学老师办公室
挨批，常老师走了进来，问的第一句话竟是：“要
中的成绩怎么样？”那一刻，我非常惶恐，又非常
感动。在此之前，从没有任何老师关注过我其他
科的成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数学这个硬
骨头。一学期结束，我的数学，也由全班倒数，变
为全校第一。

几年后，毕业分配，我到了老家乡镇的中学
教了两年书，常老师刚好也调到那所学校。两年
的时间里，常老师给了我太多的照顾。平时只要
做点好吃的，老师和她的家人总是把我叫去，天
长日久，我也成了老师的家人。很多时候，我总
觉得常老师就像母亲。生活中，生命里，能遇到
一位母亲一样的老师，该有多么幸运。

多少年过去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常老师，
仍辛劳工作在教学第一线，而我，也远离家乡，挈
妇将雏，来到千里之外的海南教书。夜深人静，
当手捧书本的我，感到疲惫时，耳边总会响起二
十多年前常老师的那句话：“要中的成绩怎么
样？”于是，在惶恐中，我重新正襟危坐，继续前
行，并充满力量。

（作者系海南省五指山市五指山中学语文组
教师）

三对夫妻在老年大学的幸福生活——

“老同学”演绎不老青春

开学季的社团招
新真是花样翻新，现
在的大学生社团品类
非常丰富，很多新、
奇、特的社团不断涌
现，如微笑社、快乐学
习社、军事社、浪漫社
等，体现了当代大学
生的时代风貌。

图为海南大学海
甸校区社团校园招新
的场景。
本报记者 罗孝平 摄

社团
招新

拍摄/罗孝平 剪辑/吴文惠

看，热闹的大学社团招新

码上读

■ 本报记者 郭畅

“中国，我的祖国
……都说你的果实真丰
硕，都说你的土地真肥沃
……”10月15日，在位于
海口市文联路的海南省
老年大学里，音乐班的学
员们随着旋律唱起一首
首赞美祖国的歌曲。

海南省老年大学，这
个在十多年前还十分小
众化的老年教育机构，早
已换新颜，出现了“一座
难求”的景象。而海南各
个市县也相继成立了老
年大学，帮助老年人实现
老有所学的夙愿。

目前，海南省老年大
学共开设61个教学班，
仅音乐专业就有11个教
学班，1950余名老年学
员在这里找到归属感，收
获幸福。

在这1950余名学员
中，记者找到了3对夫妻
学员，他们退休之前在不
同岗位工作，但因老年大
学而紧密联系在一起，成
为了“同窗好友”。

音乐游戏让幼儿更

美丽的吴老师

省
老
年
大
学
的
模
特
表
演
班
。（
资
料
图
）

灵 动

习作

精彩课堂

回首往师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05分 印完：7时2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