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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叶媛
媛 徐晗溪）绘本课程、
立人课程、椰韵文化课
程……近年来，海口多
所学校积极推进校本课
程，特色教学获得较大
发展。

琼山第五小学的椰
韵文化课程，是海口各
中小学校本课程中极具
特色的一项。这门课程
围绕椰韵文化为核心，
拓展出了椰雕课、海南
特色乐器课、椰壳操课
等多门极具本土特色的
分支课程。该校教导处
副主任林方成告诉记
者，之所以选择椰韵文
化作为该校的校本课
程，旨在帮助孩子们了
解海南文化，认识家乡、
热爱家乡。

海口市琼山文庄第
一小学和海口市琼山东
门第一小学也在积极开
创自己的特色课程。如
东门第一小学计划与海
南省农科院合作办学，
打造具有农业科技特色
课程；文庄第一小学则
在全校范围内普及国际
象棋教育。

海口市第二十七小
学从海洋文化入手，打
造自己的校本课程，并
由此开设了手旗操、水
兵舞、军体拳等特色课
程。该校副校长王先
云向记者介绍，校本课
程的开设，一方面要考
虑学校的特色和发展
目标，但更重要的是拥
有足够的师资力量，以
及均衡家长和学生需
求。

除了上述几所学校
的校本课程，海口市滨
海第九小学的立人课
程、海口市英才小学的
国学课程、海口市第十
一小学的戏曲课程等，
均独具特色，获得师生
好评。

海口市教育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海口各中小学
均陆续开设了特色课
程，并获得了较大突
破。下一步，海口市教
育部门将从校本课程体
系化入手，进一步提升
各学校个性化课程的品
质，推动海口特色教育
发展。

绘本价格昂贵，虽然只有薄薄的数
十页，常常每本售价几十元，不是所有
家庭都能负担得起。据介绍，无论是父
母购置绘本供孩子阅读，还是依靠志愿
者团队义务讲课，其受益覆盖面都比较
小。王琴玉认为，推广绘本教育的重点
是如何让更多绘本走入校园。

“海南几乎所有的小学都有多媒
体设备，老师可以把绘本内容制作成
PPT课件，在课堂上带着孩子先读再
讨论。”王琴玉为此还特地建了一个

QQ群，成员是我省不同学校的100
多名小学语文教师。他们经常在群里
分享不同的绘本课件与绘本教学心
得。近年来，每年还有数十名海南教
师前往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绘本教学。

“虽然我们省的绘本教学在全国
范围来看做得还不错，但从整体上
看，绘本教学的接受度还不是很高。”
王琴玉期待更多语文老师能加入到
绘本教学的队伍中，让绘本教学成为
教材教学的有益补充。

英国绘本大师安东尼·布朗曾表
示，“如果一个成年人不喜欢读书，多
半是他在小时候没有过愉快的阅读
体验。所以，对儿童来说，让阅读变
得愉悦，比培养阅读速度更加重要。”

“上绘本课，就像是让孩子玩一
场文字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爱上阅
读。”王琴玉坦言，绘本教育走入海南
小学课堂的探索之路仍在继续，“我
们希望通过对绘本课程的实践和研
究，让每个孩子在快乐中接受教育。”

期待绘本教学走进更多校园

我省多地小学开设绘本课

在绘本中，与文字做游戏

“邱老师，您什么时候才能再给
我们上绘本课呀？”今年10月，台风

“卡努”来临前，海口市中小学校停课
一天。停课的前一天，海口市第二十
五小学教师邱淑慧被一群孩子团团
围住，孩子们像“要债”似地追问她：
被耽误的绘本课，什么时候能“还回
来”？

俏皮可爱的熊宝宝、引人入胜的
连环故事，深深吸引着7岁的海口市

第二十五小学一年级学生王熙中。
他告诉记者，“我很喜欢阅读绘本，周
末常常去新华书店看。我有时候一
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很想知道故事的
结局到底是什么。”

11岁的林川，是海口市寰岛实验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以前看中文绘
本，现在读英文绘本，母亲还给他报了
英文外教课，外教有时还会领着他读
绘本。“我最喜欢看《父与子》，能在绘

本中看到我和爸爸的故事。”林川说。
海口滨海九小老师操秀丽每天

都会陪3岁的女儿看绘本。她发现，
绘本能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提升孩
子的阅读能力。每次读完，女儿还会
意犹未尽地跟她交流读后感。出于
语文老师的职业敏感，操秀丽开始在
海口滨海九小给学生开设绘本课。
后来，她被派到外地支教时，便带着
300本绘本。

和孩子一起发现绘本的魅力

“绘本阅读就好比一趟旅行，小
孩子有着丰富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可
以在书里看到不同的世界。”操秀丽
越研究绘本，越发现绘本是一个神奇
的匣子，“低年龄段的孩子，可以通过
绘本识字；稍微大点的孩子，可以通
过绘本进行语言交际训练，锻炼口头
表达能力。绘本的种类很多，涵盖了
文学、数学、物理、科学等多个方面，

既能作拓展阅读，也能进行科普教
育。”

“阅读，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这也是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教研员
王琴玉组建公益团队“新教育萤火虫
海南分站”的初衷。这个公益团队是
一个由热爱阅读的爱心人士组成的志
愿者团队，不定期为学生与家长开展
公益亲子阅读课程，绘本课是给低年

龄孩子开设的主打课程之一。
“提高阅读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

点。用绘本上阅读课，可以提升孩子
的阅读兴趣。”王琴玉表示，例如，绘
本《蚯蚓的日记》看似是讲蚯蚓的成
长，但语言风格风趣幽默，在欢乐中
完成了科普教育；英文绘本《父与子》
的内容贴近孩子生活，教师可以进行
双语教学。

绘本教育，让孩子爱上阅读

■ 黄仁轲

卢兴池老师去世10年了，岁月不
复，我却无法将他忘记。

卢老师是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
陵水文罗镇中心小学上学时的语文老
师。他中等身材，国字脸，留着短平
头，面容慈祥，走起路来不紧不慢。

我和卢老师建立师生关系，是我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一年的9
月，我背着书包兴致勃勃地走进二年
级（1）班的教室，刚坐下，便见到一个
男老师扛着一大撂的书本进入教室
里。只见他喘了一口气，用粉笔在黑
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他作了自我介
绍后，开始面带笑容地给我们分发书
本。

上了二年级，我发现自己在某些
方面落后于其他同学。比如写字，就

比班上一些同学写得丑，歪歪扭扭的，
做起作业来也不懂得“谋篇布局”，字
写得密密麻麻。那时候的我，不要说
买字帖练字，就是字帖长什么模样还
不知道呢。正当我焦急苦恼时，卢老
师突然给我调了座位，安排我跟另一
个同学坐。这个同学写字非常漂亮，
作业也做得非常工整。他和蔼地对我
说：“不要紧，好好跟同学学习，字要一
笔一画写，不能有半点马虎。”卢老师
简单的一句话，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与
温暖，从此我便认真地向同桌学习写
字，一笔一画地写，不敢有半点马虎。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发现自己写
的字漂亮了，作业也做得整洁美观
了。因为有了进步，我学习的自信心
也就增强，学习成绩比一年级还要好。

卢老师不仅关心我的学习，在其
他方面对我也比较“偏心”。在上个世

纪80年代初期，学生们除了学习，还
要参加体力劳动。我们虽然是二年级
学生，但课程表上，每周都有两节劳动
课。劳动可不是扫扫教室扫扫校园那
样轻松简单，要挖地沟种甘蔗，这可不
是轻松的活，地沟要挖得深，种下甘蔗
要浇水。种甘蔗的肥料，都是学生捡
来的牛粪猪粪。捡粪的活一般都安排
在周末进行，卢老师见我长得瘦小，不
让我捡粪，叫我负责登记。所以周末
的时候，同学们都挑着竹筐到坡地上
去捡牛粪猪粪，我却在学校里等着，看
到哪个同学挑粪来了，便把他的名字
记在本子上：王五，牛粪一担；李四，猪
粪一担……

天接连下雨时，备有雨衣雨伞的
同学一放学便回家去，我因为家里穷，
没有雨衣雨伞，通常都是等雨停了或
是雨小了才回家。有一天放学时，天

又下雨了，我在教室久等不见雨停，只
好跑到教室对面的水沟旁割了一枝芭
蕉叶，勉强遮住头便冒雨跑回家。我
一路小跑着，半路上突然见到一个人
裹着雨衣在行走，我从他走路的姿势
判断出是卢老师，心里一下子慌了神，
乡下小孩本能的腼腆和胆怯让我不敢
走近他，担心他会嘲笑。就在我不知
如何是好时，卢老师突然转回头来，他
发现我用芭蕉叶遮在头上避雨，很是
吃惊，立刻停住脚步，等着我走上前
去。当我硬着头皮走到他身旁，他立
刻伸手将我拉过去。他解开雨衣的扣
子，扔掉我头上的芭蕉叶，用雨衣将我
裹住，搂着我在雨中缓慢地行走。他
带着责备的口气慈爱地说：“怎么不带
雨伞呢？”我不好意思说没钱买雨伞，
骗他说：“忘记带伞了。”一路上，雨下
个不停，我虽然没有淋到雨，可是雨水

顺着卢老师的肩膀流下来，还是滴到
了我的头上。雨水很冰凉，但我感觉
很温暖。

让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是，卢老师
只教了我们一年，便不再跟班了。卢
老师教我的时间虽然短，但他对我的
关心和疼爱，对我日后的成长影响很
大。这么多年来，我不论是远赴他乡
求学，还是走上社会工作，心中都在记
念着他，有空时偶尔会给他写信，有时
教师节到了会给他寄上贺卡。我满以
为卢老师这么慈祥和蔼的一个人，会
活到八九十岁，没想到他却走得那么
快，刚退休便离开了人世。

那一年，那一天，当我听到卢老师
去世的消息，心里既震惊，又悲痛，卢
老师才刚刚退休呀，怎么就……岁月
如水，师情如海，天堂里的卢老师，已
经成了我永远的怀念。

回首往师

高中生涯教育
父母能做什么？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高一学生的家长。我的孩子
是我省新高考的实验对象，面对新高考方案，我有
太多的疑问与困惑。因为有太多的不知道，我内
心充满着焦虑与不安。我的孩子正在面临新高考
的严峻挑战，身为孩子最亲密的家人，我不想袖手
旁观无所作为。非常希望能在陪伴孩子迎接挑战
的过程中，给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听说你
正在从事高中生涯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我很
想知道，面对新高考所要求的生涯教育，我们这些
高中生的家长可以有哪些作为？请赐教！谢谢！

一名迷茫的高一学生的家长

高一学生的家长：
您好！感谢您对新高考和高中生涯教育的关

注。作为高中生涯教育课程开发与实施课题的研
究者与专任教师，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高中家长
关注并加入到高中生涯教育的行列中来。生涯规
划是对生命每个阶段可能扮演的角色的统筹安
排，包括子女、学生、公民、工作者、持家者等若干
人生的重要角色。这些生命角色为人父母者都有
经验可以与孩子分享。所以，生涯教育不只是生
涯课教师的任务，它应该是全体教师、家长和社会
共同的责任。生涯教育的实施也不只是课堂一个
途径，而是无处不在的。用美国联邦教育署署长
悉德尼·马兰的话来说，所有的教育都是生涯教
育。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生
涯教育的责任和义务。

身为与孩子关系最密切的家长，你自身的生
活经验和职业经验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涯教育课程
资源。那么，您在孩子的生涯教育方面，具体可以
做哪些功课呢？

第一，请您做一个主动的学习者。主动学习
新高考方案，了解高考游戏规则，你才能指导孩子
应对挑战。主动了解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
你才有足够的远见高瞻远瞩，指导孩子的规划适
应未来的变化。主动聆听孩子的心声，了解年轻
人的需求，你才能指导孩子量身定制生涯规划方
案。更重要的是，当你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者，养成
了随时随地学习的好习惯，你已经在给孩子树立
一个优秀的生涯榜样，那就是做生活的学习者，活
到老学到老。

第二，请您做一个经验的分享者。你的生命
历程充满丰富的经验，你扮演的每一个角色、每一
个生活场景和职业经历都可以成为生涯教育的课
程资源。请与你的孩子分享时间管理的经验，指
导孩子做时间的主人；请与你的孩子分享生活的
经验，教给孩子与人共处的方法与技能；请与你的
孩子分享职业的经验与故事，帮助孩子揭开职业
的神秘面纱。请记住，孩子是经由你的生活去认
识生活的，经由你的职业去了解职业的。如果你
希望孩子热爱生活，认真工作，那么，请从你自己
做起。

第三，请您做一个积极的陪伴者。积极的陪
伴者首先需要提供有效的陪伴，所谓有效的陪伴
是身心投入的陪伴，是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默默
关注，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及时施以援手。如果孩
子能确认父母的陪伴是安全而及时的，当他遭遇
困难时可以随时求助并能得到响应的，这就给了
孩子一个可以掌控的按钮。这个按钮能给孩子足
够的安全感，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勇往直前。更重
要的是得到如此陪伴的孩子也会从中学会如何陪
伴他爱的人。

第四，请您做一个给力的支持者。身为青少
年的父母，在陪伴聆听之余，要学会发现和欣赏孩
子的优点与资源，尽最大的努力为孩子的优势与
资源提供展示的舞台和提升的空间。鼓励孩子把
他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支持他去做力所能及的努
力。我们要尊重孩子与我们的不同，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孩子现在的作为。切记，我们孩子是向未
来而生的，他们将要面对的未来是我们这代人无
法想象的。所以，不要武断地评判他们的选择与
想法，不要用你过时的经验去左右孩子对未来的
规划。你最给力的支持是：聆听心声、尊重感受、
分享经验、提供信息、鼓励尝试、包容失误、指导方
法，教会孩子从经历中学习与成长。

以上就是我给您的生涯教育建议。祝福您与
您的孩子生涯精彩、生活幸福！

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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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水，师情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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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绘本
起源于二十世
纪初的英国。
在教育发达地
区，绘本被视为
重要的教学工
具，从学前阶段
便 被 广 泛 运
用。在低龄教
育阶段，绘本阅
读是孩子认知
世界的一个窗
口，也是培养幼
儿早期阅读能
力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绘
本教学越来越
火。在海南，越
来越多的学校
开始重视绘本
教育，海口、陵
水、琼海、白沙
等地多所小学
开设了绘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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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阅读绘本。
徐晗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