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不乖时·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第二届优秀书法课业作品展”近日在海口尚书馆开幕。
这是该校继上学期首届优秀课业展成功举办之后的第二届展览，今后每学期将定期举办一次。评

委们经过严格的初评、复评和终评，从筛选的68件优秀作品中评出了10件获奖作品，直观地反映出该
校书法专业近年来的教学成果。 本报记者 罗孝平 通讯员 韩茂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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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师说心语

放手
也是一种爱

■ 张筱婍

何瑞集今年8岁，小学二
年级，是我朋友林凤妮的孩
子。有一年寒假，我们两家
一起结伴去大兴安岭看雪。
今年暑假，我们又去看呼伦
贝尔大草原。林凤妮事务忙
走不开，就让 8 岁的儿子一
个人跟我们“闯荡”茫茫的大
草原。

小瑞集个子很瘦小，我儿
子比他大一岁，却比瑞集高一
头还多。小瑞集梳了个小分
头，戴着红黑双色边框小眼镜，
是一个很清秀的小帅哥。

小瑞集的行李箱，立在他
的身旁，显得箱子比人大得
多。一路上，我们走哈尔滨、上
林区小火车、进大草原、访牧民
人家，几经辗转，小瑞集一个人
拖着自己的大行李箱，身上还
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神气十
足地走在最前面。我们总想帮
他一把，但是一看，根本不需
要。在他的感染下，其他的孩
子都自己背着书包，拉着自己
家的行李箱。

我们是从哈尔滨的火车站
坐火车去呼伦贝尔的。这是孩
子们第一次坐火车。我们坐的
是硬卧铺，其他的孩子又壮又
胖，上下铺显得很笨拙。小瑞
集这时候却表现出来了他的优
势，上下铺灵活得像孙悟空。
大人们这时看着瑞集的表演，
都哈哈大笑。火车上卖货的推
车来了，“请停下，哥有点钱，买
瓶雪碧。”瑞集一副很老练的模
样儿。瑞集很喜欢看书，尤其
是漫画书《阿衰》，在车上、在房
间、在饭前，他总是捧着一本漫
画书，在那津津有味地看着，惹
得同行的小朋友都来借漫画书
一起看。

我们每一次带孩子去外
地行走，都有一个特殊的任务
就是写作文。小瑞集对我说：

“阿姨，我才二年级，很多字都
不会写，我能用拼音代替吗？”
我摸摸他的头说：“可以呀！”
于是，小瑞集交的作文有汉字
也有拼音，他写得很工整很认
真，有时候还是第一个交作
业。

小瑞集路上一副小大人的
样子，听招呼又抱团，自己每天
收拾行李、自己照料自己，带着
他“闯荡江湖”大人根本不费力
气。在返回海南的机场上，见
瑞集爸爸看自家儿子那副满意
的样子，我分享到一个理念，适
当的放手，也是一种爱。我感
谢林凤妮夫妇对我的信任，更
感谢他们告诉我如何锻炼自己
的孩子。

焦虑的妈妈：
您好！来信收悉。从心理学的

角度来看，您家孩子的胆小怕事、被
动退缩恐怕与缺乏安全感有关。美
国心理学家丹尼尔·西格尔在《由内
而外的教养》一书中说，所有健康的
依恋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父母和
孩子都具有向对方发出信号并接收
对方信号的能力。这种能力叫做“适
时沟通”，具体是指在交流的每一个
瞬间，父母都能立刻感受到并理解孩
子发出的信号，及时地做出回应。否
则，亲子间的依恋关系将是不健康
的，甚至是矛盾和紊乱的。未能在童
年建立起安全依恋关系的孩子，在与
人相处时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容易表
现为胆小怕事、被动退缩等行为。所
以，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给孩子足
够的安全感，是帮助孩子建立自信的
重要条件。

而父母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至少要做好以下几门功课：

1.和睦的亲子关系。和睦的亲
子关系表现在，亲子间彼此尊重亲

近，交流的语言温暖有爱，彼此互动
积极健康，家庭议事民主平和。适时
沟通是家庭常用的沟通模式，家庭温
暖和谐的氛围能给予每个人尊重，让
家人从中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从
这样的家庭走出去的孩子，内心是温
暖和充满能量的。这份温暖足以让
孩子有力量和自信抵御来自外界的
困扰与伤害。同时也让孩子在见识
过温暖和美好之后，知道如何建立美
好的人际关系，懂得怎样的生活是值
得过的。

2.给予有效的陪伴。所谓有效
的陪伴，我以为至少具备以下四个条
件：关注当下，无微不至，适时回应，
积极赋义。关注当下，指身心投入享
受陪伴的当下，不要让无关事务干扰
与孩子共处的时光，让孩子感觉到你
的关注时刻都在且享受其中。无微
不至，指陪伴孩子时事无巨细都要悉
心关照，眼之所见，耳之所听，身之所
触，心之所思，鼻之所闻，都尽收于
心，与之同在。适时回应，指接受到
孩子发出的信息时，要及时适当地回

应，让孩子确信你接收到他的信息，
你是真的与孩子同频共振，孩子是你
当下唯一关注的对象。积极赋义，指
对陪伴当下发生的互动给予积极的
赋义，指导孩子做事的方法，肯定孩
子的进步，给陪伴注入更多意义。

3.允许孩子做自己。在多数文
化中，人们给“内向”一词贴上许多负
面的标签，比如，胆小怕事、自卑退缩
等。其实，内外向是人对外在世界不
同的反应模式，内向者只是更关注于
自身内在的感受而已。内向的人文
静、细腻、善于观察与思考，自带一股
安静的力量。如果环境尊重内向者
的内心需要，允许内向者做自己，内
向者会将个人的长处发挥到极致，成
就非凡业绩。事实上，不管什么样的
性格，都是最珍贵最独特的模样。与
其盯着内向的劣势纠结不已，不如去
发现内向者的优势和资源，创造机会
让孩子用内向的优势取得成功。

4.教给孩子自我保护策略。外
向者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向外且具有
攻击性的，身处由不同个性的人组成

的纷繁复杂的世界，内向者难免会遭
遇有意或无意的伤害。家有内向孩
子的父母，有必要事先教给孩子应对
外界伤害的策略。告诉孩子任何人
都无权伤害你，当遭遇外界伤害时，
一定要告诉爸妈或老师，爸妈一定会
陪你一起应对。同时要指导孩子随
机应变妥善保护自己。比如，用善意
理性的言行化解冲突；面对恶意挑衅
义正辞严地说“不”；遭遇欺凌要学会
斗智斗勇和主动求助等。让孩子有
底气坚持原则拒绝伤害。

谢可慧在《请务必告诉孩子，如
果有人打你》中，分享了她教孩子反
击别人伤害的做法。她说：要告诉孩
子，不伤人是一种教养，不被别人伤
害是一种气场。要游刃有余地应对
外界的伤害，最好方式是，内心柔软
有原则，身披铠甲有温度。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请尊重内
向者的存在价值，鼓励孩子用自身的
优势做最好的自己。祝您和孩子都
成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惠君

如果你的孩子很内向——

请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 曾春宝

学外语就像学游泳，必须泡在水
中，而不是沾沾水。因此，教师在教
学生时，不但自己要置身于水中，而
且必须把学生“拖下水”，这样才能让
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习英语的乐趣。
做为一名英语教师，我在教学中有一
些做法，收效颇好。

一是让学生走上讲台领读。我
发现班上有些尖子生，他们爱学英
语，对英语特别感兴趣。他们的发音
准确，对知识的掌握相对谙熟，并且
有很强的表现欲。在晨读、辅导课时
间，我有意识地安排他们走上讲台作
领读。这一做法引起了同学们的兴
趣，台上的同学读得津津有味，台下

的同学学得积极、认真。这样既给英
语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提供了大显身
手的机会，又让他们过一把“老师
瘾”，对台下的同学也是一个很好的
示范和激励。

二是让学生走上讲台用英语做
值日报告。每节课的前3分钟，是我
们规定的用英语做值日报告时间。
报告内容可以是背段课文，也可以是
用英语讲个小故事或笑话，或唱英文
歌曲等。我还给学生设计了一个英
语特别节目“答记者问”。值日同学
当“新闻发言人”，台下同学当“小记
者。“小记者”们用英语连珠炮似的向

“新闻发言人”提问，问题可以是上节
课或以前所学内容，也可以是今日时
事、校园新闻、天气等，“新闻发言

人”用英语作出回答。
三是让学生走上讲台当“小老

师”。领读和值日报告活动锻炼
了学生的胆量和表达能力。于是
每周三和周五我让“小老师”给同
学们授课。授课分小组进行，先对
组长进行“上岗培训”。组长合格
后，以点带面，大面积推开，抽签决
定授课人选。由于抽签的随机性，
学生不敢心存侥幸，人人都要认真
准备。刚开始授课的“小老师”有点
放不开，所讲内容乱不成章，甚至闹
出笑话。但渐渐地，“小老师”的教
态越来越自然，设计越来越好，课堂
越来越出彩。

四是推行“小老师制”，开展“一帮
一”活动。依据“官教兵，兵教官，兵

教兵”的教学思想，我在班上开展“一
帮一”的比赛活动。即一个优秀生帮
助一个后进生，列出“结对子”的名单，
还要求学生开展比赛，看谁的“对子”
进步更快，进步快的有奖。通过这一
活动，后进生由于经常得优秀生的帮
助，克服了学习上的困难，进步很大；
优秀生向后进生讲解的同时，自己也
得到了提高，达到了互教互学的目的。

教师“偷懒”，让学生走上讲台，
不是教师放手不管，而是幕后要多指
导、多培训、多引领、多倾听、多建议，
甘当人梯，做学生的引路人。

三尺讲台是希望的田野，学生是
成长的幼苗。给学生一次机会，我相
信学生还我一个奇迹。

（作者系乐东中学教师）

“偷懒”一招：把讲台让给学生

■ 李桂凤

我2003年大学毕业，转眼间已经工作十
几个春秋了。回首这十几年自己的工作，有
些体会看似细微却最难忘。我那时以为教师
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但其实微笑也是
抚慰学生的一剂良药。

2013年 9月，我新接手了初二年级15
班的物理教学及班主任工作。这个班入学
成绩是年级中最低的，孩子很多小动作也很
恼人。开学的第一个月，觉得很难熬。但
是，他们是我的学生，把他们教育好是我的
责任，我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想通后，我
开始找他们一一谈话，在班里定好规矩，奖
罚分明。慢慢地改变了他们的学习态度，增
强了他们的责任心。

一个学期过去，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
我发现学生与我的距离仍然很远，在我百思
不得其解的时候，学习委员的话触动了我。
有一天，学习委员给我送欠交作业的名单
时，她低着头，胆怯地对我说：“老师，我可不
可以跟您说个事？”我说：“可以呀！”她就小
声地说：“老师，以后你能不能多笑呀，你每
次到班里时表情很严肃，同学们都很害怕您
的眼神。”

此时我震惊了，我一直以为对学生只要
口头上多表扬，笔头上多鼓励，便能拉近师生
的感情，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我陷入了深
思。对了，微笑是人类最美丽、最友善的语
言，那就让我用微笑去唤醒学生们沉寂的心灵
吧。于是，以后不管在哪里遇见学生，我都满
脸笑容，而学生们也慢慢被我感染，脸上有了
笑意。特别是初二进入第二学期后，他们经常
当我的面与我开玩笑，只要我说的话，他们都
很认真去执行，教室变得很干净，晚修时教室
变得很安静。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学期各项
量化进入年级前五名。

最令我感动的是2014年6月，我由于生
病休假一个星期。那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学
生发短信问候：“老师，您好了没，什么时候回
来给我们上课，我们都想您了。”“老师，我们
希望您能回来陪我们一起迎接考试”……返
校的第一天，同学们一看见我进入教室，全班
鼓掌。我不由得感慨：老师与学生真的是教
学相长，我的学生长大了，我也是！

（作者系海南中学教师）

多用微笑鼓励学生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

小学生的母亲，儿子今
年上五年级。我儿子
性格内向、胆小怕事，
与人相处被动退缩。
看到他待人处事的懦
弱退缩，我经常鼓励他
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
主动与人交往，但收效
甚微。我该如何帮助
我的孩子，请老师给我
支支招。
一个焦急不安的妈妈

墨海书香最怡人
■ 邓海乙

校园一角，闲暇之余，或坐或立，手捧一本
经典，在墨海书香中与古今圣贤对话，其乐无穷。

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全靠书籍传
承。正是有一部部经典之作，才有我们煮茗
论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孙苏悬梁锥刺股，胤康囊萤映雪读。与
其说先贤勤而好学，倒不如说他们是从阅读
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乃至无穷的精神力量。

阅读是有魅力的，那有如星光样的文字，
由我们的瞳眸而入脑海，再幻化为一幅幅精
美的画面、悦耳的音符，进而奏出和谐的旋
律，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能让人浑然忘我，身
心俱净。

人生一世，面临的不可能总是坦途，但只
要手中有一本书在，心中便陡然洒满阳光。

贾平凹说：“朋友不一定是人。”不错，书
也是最好的朋友。那份不可言说的友情，能
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生活的真谛。朋友
可以是《阿房宫赋》中封建王朝的奢靡腐朽
带来的警策；可以是《荀子》“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教诲；可
以是《巴黎圣母院》中善与恶、美与丑，崇高
与卑下，浪漫与残暴交织出的旋律；也可以是

《老人与海》中圣迪亚戈那种与命运抗争时，
用不屈的信念赢得的“失败中的胜利和逆境
中的尊严”。

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虽各有千秋，但同
样启迪心智，开阔胸襟。

姹紫嫣红诗满园，一根红线贯古今。这
红线，就是千百年经过时间的淘洗，最终留
下的不朽经典。正是有了它们，我们人类才
能在不断前行中，找到家的方向，找到爱的
归宿，我们人类的精神，才能如此坚挺千年。

如今，高新科技覆盖了书香世界，拿手
机刷屏的多了，捧纸质书本的少了；看心灵
鸡汤的多了，读中外经典的少了。有人说，

“是生活的节奏，逼得我只有快跑，哪有时
间读书？”其实，生活的节奏，并不会逼任何
人，能逼我们的，只有自己那颗浮躁的心。

“没有时间读书”只是为自己的懒惰和浅薄
推脱的借口。

尤其是作为一名中学生，读书的时间就
更多。因为学校的生活，主要的任务之一就
是读书。课间十分钟、回寝室的路上、排队打
饭……所有的零碎时间加在一起，能读完多
少经典？

在喧闹的校园中，让我们学会阅读吧，因
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品味人生的乐趣，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墨海书香中，找回曾
经失去的美好。

（作者系五指山中学高三1班学生 辅导
老师：常要中）

精彩课堂

■ 董新明

四十多年间，我曾三读作家徐光
耀的经典作品《小兵张嘎》。

第一次是十二岁那年，读的是
《小兵张嘎》的连环画。这本由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小人书”，在
那个“饥饿年代”里，一时间成了我们
几个小伙伴的营养快餐。虽然纸上
的人物都是静止不动的，但晚上躺在
床上，一闭上眼，满脑袋里几乎全是
嘎子活泼可爱的形象。

第二次遇见《小兵张嘎》，是在
1979年高考前夕。那一天晚上，班
主任王老师请我们看电影。那晚镇
电影院正好放映徐光耀的同名电影
《小兵张嘎》。银幕上由小演员安吉
斯扮演的嘎子形象，显然要比“小人
书”上的鲜活得多。看电影，“读”画

面，使我对《小兵张嘎》的故事情节有
了更丰富的把握，也在观赏之中缓解
了一点高考压力。

第三次与《小兵张嘎》“亲密接
触”，是在2017年4月的“世界读书
日”，我与学生一道运用自主阅读
法，吮吸名著《小兵张嘎》的丰厚营
养。

（一）“嘎子”的“嘎”相是借助个
性化的情节和细节表现出来的。面
对奶奶的惨死，嘎子发誓报仇，由此
萌生了“弄到真枪”的念头。为了弄
到枪，他“伸手就去那小子腰里拔
枪”，却不料撞见了“用笤帚疙瘩”下
了汉奸武器的传奇英雄罗金保。真
是“不打不相识”！参加了八路军，当
上了小侦察员，他“最着迷”的还是

“枪”！在一次配合钱队长奇袭鬼子
的战斗中，他意外地得到了一把盒子

枪。面对区队长要他上缴武器的决
定，他起初是“恐慌”，“忽地理直气壮
了”，“把枪一举”，说是要给奶奶和老
钟叔报仇。在区队长“盯着他，更严
肃”的时刻，小嘎子就把枪往桌子上
一扔，说声“我不要了！”这些行动和
语言的描写，点染出了他的“嘎劲”和
孩子气。与胖墩儿摔跤，嘎子张嘴咬
人；挨了胖墩儿几句奚落后，他又爬
上屋顶，用草去堵胖墩儿的烟囱……
在一场伏击战斗中，嘎子获得了一条
真正崭新的“张嘴灯”，便把它藏了起
来。养伤归队之后，他央求区队长把
枪留在他身边，哪怕“只挎十天”！仅
此一个细节，一个天真可爱而又心有
纪律观念的小战士就“嘎”气十足地
站在我们面前了。

（二）嘎子是在抗日烽火的洗礼
中成长起来的，是革命队伍把他这个

无父无母、无家可归的孤儿，培养成
了一个“英雄不怕硬碰硬，再硬也要
冲三冲”的抗日小战士。加入了抗
日队伍，听着抗日志士们血与火的
故事，他受到感染；在严酷的斗争
中，他开始胆大心细，勇敢坚强。养
伤期间，老百姓给他的关心照顾，让
他懂得了抗战取得的胜利，靠“广大
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与支持”的真
谛。为此，在“鬼不灵奇袭战”中，他
巧妙地混进韩家大院，设计制造混
乱，为八路军全歼日伪势力创造了
有利条件。

《小兵张嘎》“出生”已半个多世
纪了，时光的流逝虽然可以淡褪原著
的纸张颜色，但书中的嘎子等人物形
象永远鲜活，这部文学经典所承载的
民族精神永远熠熠生辉。
（作者系儋州市第二中学特级教师）

三读《小兵张嘎》我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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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时00分 印完：4时5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