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

“保持平衡，加速，再加速。想要
获得好成绩，一定要做到又稳又快！”
11月28日下午，灰蒙蒙的天空中飘
着细雨，在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
学操场上，该校高二学生王雅思正在
教练李亚贵的指导下，反复进行高脚
竞速项目训练。

据介绍，高脚竞速俗称踩高脚
马。相传以前在雨季或过浅水河
时人们为了不湿鞋，而以高脚马作
为代步的工具。

高脚竞速是由运动员双手各
持一杆，脚踩杆上的踏蹬在田径场
上进行的比赛。在2003年举行的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上，高脚竞速首次被列为竞赛
项目。

“小时候，我就见过邻居们踩高

脚马，但自己从来不敢尝试。”作为
一个黎族女孩，王雅思直到今年海
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比赛前夕，才开
始学习高脚竞速。

“王雅思平时很喜欢锻炼，身
体素质好，好苗子不应该被埋没。”
李亚贵说，这几年，海南参与高脚
竞速的种子选手并不多。希望能
借助比赛重点培养一下王雅思。

短短一个月，王雅思从一踩上
高脚杆就摔倒的“菜鸟”，成为踩着
高脚杆飞快奔跑的“飞人”。她的
蜕变，离不开艰苦训练。

“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参加训
练，风雨无阻。过去，我参加跳远
项目扭伤过脚踝。高脚竞速训练
强度一增大，脚踝就会疼得厉害，
但是为了参加比赛，咬咬牙也要挺
下去。”回忆起参赛前的“魔鬼式”
训练，王雅思笑着说，也不知道自

己是哪里来的“倔脾气”，这或许就
是运动的魅力吧。

艰苦的付出换来了喜人硕
果。在2017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
节日“三月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竞技比赛中，王雅思在女子高脚竞
速100米和200米决赛中都获得
了第四名，并和队友一起获得了女
子高脚竞速2×200米接力赛第三
名。

“第一次参赛就取得这样的成绩，
非常难得。比赛时，王雅思高烧不退，
仍然坚持完成比赛。”李亚贵说。

“高脚竞速是很有趣的运动项
目，它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帮助
人们培养顽强的意志。参加比赛
让我收获颇丰，我会继续坚持训
练，明年向更好的成绩冲刺。”王雅
思说，作为一名体育特长生，她希
望能考入上海体育学院，成为一名
专业体育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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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家有儿女

晚霞下的小山城
■ 梅晓悦

草丛中，蟋蟀小歌手欢快地唱着歌。临近傍
晚，我写完了作业。趁着天还沒有黑，我拿起最喜
爱的书《白雪奇遇记》，坐在小院的椅子上津津有
味地看着。

一个不经意的抬头，让我爱上了眼前的美
景。红彤彤的晚霞下，保城这座小山城好像穿上
了时髦的红大衣，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也换上新
衣裳。天边一朵朵奇形怪状的云，有时像小熊宝
宝，有时像小象，有时像小花，有时像一只只美丽
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稻田边，成千上万的燕子落在电线上，叽叽喳
喳地叫着，像是好久没见的老朋友，聊个不停。此
时，小山城很安静，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守候着、凝
望着！兩只顽皮的蜻蜓在天空中嬉戏、飞舞，大榕
树的枝叶随着晚风摇摆着，“沙沙”作响。

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人们回家了。他们带
着笑容满载而归，三三两两拉着家常。爱打闹的
小朋友们，也在母亲的呼唤下回家了。母鸡似乎
也得到了提醒，马上“咕咕咕”地叫着，好像在说：

“孩子们，回家了！”
当我陶醉在小山城的美景时，一阵阵“踏踏

踏”的跑步声把我吓了一跳。我转过头一看，原来
是我的朋友天爱来了。她对我说：“我们去广场玩
吧！”

我们蹦蹦跳跳地跑向广场，广场离我们住的
地方很近，跑上几分钟就到了。来到广场，映入眼
帘的是一块绿油油的草地，七根大柱子宛如七仙
女守护着这座山城。火焰似的大红花与龙泉花在
晚风的歌谣下睡着了。我情不自禁地说：“晚霞中
的七仙广场，好美呀！”微风抚摸着我们的脸颊，凉
爽极了。

夜幕降临，晚霞渐渐消失了，月亮带着许多闪
闪发亮的星星宝宝爬上了树梢。天黑了，小山城
的灯光星星点点地亮了……

（作者系保亭思源实验学校五（2）班学生，指
导老师：黄恒宝）

习作

■ 董新明

王抒扬老师是我高中毕业班
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时隔 38
年，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眼
前，他那一口浓重的湖北郧阳口音
仿佛还在我的耳畔回响。

1979 年正月初八的一个清
晨，寒凝大地，万树挂雪。爷爷刚
打开屋门，身材高瘦的王抒扬老师
走了进来。爸爸赶紧给他拿毛巾
掸掉满身雪花，并沏上一杯热腾腾
的茶。一个月前，学校组建了一个
四十多人的文科班，安排王老师当
班主任。我喜爱文科，加之理科学
得吃力，便报名进了文科班。开学

前，王老师顶风冒雪一一对班里的
学生进行家访。他对我的爷爷和
爸爸说：“你们家离学校这么远，孩
子上学路上太耽误时间了。”他打
算让我住校。

春季一开学，王老师征得学校
同意，从后勤处搬来一张单人床，
放进他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
让我同他一起住，吃饭就在学生食
堂。

见我长得瘦弱，他便隔三岔五
地塞给我几张饭菜票，让我到教工
食堂“打牙祭”。其实王老师家境
并不宽裕，他一人拿工资，还要养
活师母和孩子。

过了一段时间，得知学生寝室
有空床位，王老师就赶紧安排我住
进去，还向学校申请免掉了我的住
宿费。

临近高考，我患了腮腺炎，不得
不住院治疗。病痛的折磨，功课的
耽搁，让我一连几天心灰意冷。王
老师来医院看望我，鼓励我，还送给
我一本有些泛黄的苏联小说《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窗外的花香和手
中的书香交融着。小说主人公保尔

“人，要赶快生活”的励志语，带给我
强大的精神力量，催我振作起来，投
入到紧张的高考备考中。

“黑色七月”来临前，王老师见
我们几名住校生有些焦虑，便设法
帮我们减压。那年7月5日晚上，
镇上电影院正在放映影片《一江春
水向东流》，王老师自掏腰包给我
们几个人买了电影票。电影散场
后，见我们还没有睡意，王老师就
带领大家来到宿舍楼前的樱桃树
下纳凉，他挥着扇子为我们驱赶蚊

子。那晚王老师陪聊的情景，在我
们每个人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
迹。

那年我考上了家乡的师范学
校，后来便在一个小镇开始了我的
教学生涯。爷爷、爸爸生前多次跟
我说，要记住王老师对你的好。可
惜，我只是在他60岁生日之际，与
新婚的妻子到他家为他祝寿。此
后，忙于工作和家庭，我与王老师的
联系就一天天少了。直到我调进县
城工作，我才知道他已去世多年，不
禁懊悔自己对恩师的疏忽。

岁月如风。我的命运出现重
要转折时，是王老师用慈父般的关
怀，呵护我走过那一段青葱岁月。
回忆往事，怀念恩师，我心中漾起
一波又一波的感动。

（作者单位：儋州市第二中学）

别总是等着
别人给你指路
■ 管洪芬

女儿升入初三后，考虑到她没有参加过补习
班，我便想买点习题册给她做，以求熟能生巧兼查
漏补缺。习题册买回来后，女儿明明答应我会好
好做，但是半个月后我发现，那些习题册却仍然放
在老地方原封不动。

我有点生气，责问女儿怎么这么不知上进？
她很憋屈地回答：“你又没有告诉我要先做哪一
本？”我一下子怔住。先做哪一本习题册，还需要
我告诉你吗？你哪个学科的基础比较薄弱需要重
点复习，自己不是应该最清楚吗？怎么还需要别
人来告诉你，你应该先做哪一本习题册呢？

我有心批评女儿，但是感觉女儿之所以问出
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以前，我对
女儿的人生“插手”过多。从小到大，女儿喜欢什
么样的玩具，有什么兴趣爱好，甚至交什么样的朋
友，我都会干预。有时，因为女儿违背了我的心
意，我还会变得暴躁易怒。于是，时间一久，女儿
难免就没了主见，遇事懒得多想，感觉反正有人会
给她拿主意，听妈妈的总没错。现在，我已经对女
儿的学习生活“放手”。但是，由于以往养成的坏
习惯，女儿还一如既往地等着我给她指路。

但是，人生路上，谁会一直给你指路呢？在琐
碎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处理，对
孩子的事有时难免会疏漏。有时，亲朋好友即使
愿意为你指路，但是限于见识，有时也会给出错误
的引导。没有人能为我们的人生全盘负责，除了
我们自己。我们都必须学会走自己的路。

好多年前，我刚从学校毕业，彷徨无措间一时
找不到工作，我慢慢习惯了等待，等待别人能给我
建议或机会。但是，当别人给出建议后，我才发现
其中有太多的不尽如人意。这才惊觉当下的我最
应该沉下心来好好思考，“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
么”。

我告诉女儿，世事艰难，我们在摸索和磨砺中
难免会期待别人的指引或援手，这种情况有时确
实会发生，但千万别总是等着别人给你指路。人
生路上，很多困难，很多抉择，都是我们必经的绚
烂。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做出决定，最终才能
收获属于自己的真正精彩。

在线教育课程有趣好玩

“老师很平易近人，教材也很好
玩。有些英语课就是动画片，看一下
就记住了。”小川告诉记者。

此前，小川也上过线下英语班，但
是效果并不理想。“现在的孩子跟我们
小时候不一样。他们对电子产品和互
联网都很熟悉，容易接受在线教育的
教学方式。”小川妈妈认为，网络时代
给了在线教育成长的土壤。

记者从小川的在线课堂上看到，
“手势和面部表情丰富”几乎是每一

位在线教师的特色标签，在线课堂教
材在内容的设计上很注重形式。有
些课堂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开
头和结尾都会有歌曲。一节25分钟
的课程，师生会有多次互动，老师会
使用很多辅助工具来传达教学内容。

课外辅导需求
带火在线教育

“五六岁是学语言的黄金年龄，
这个时间段的孩子模仿能力强，选择
好的英文教师很重要。”海南大学教
授高女士说。高女士是海归博士后，

希望能在海口给孩子找位外教。但
是，母语是英语的外教并不好找。于
是，她将目光转向了在线教育课程。

“高女士的情况并不罕见，我有不
少客户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很重
视培养孩子的英语能力。”在线教育机
构51talk课程顾问余力表示。

据了解，目前在线教育最火爆的
课程，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如
一对一在线英语，以及语文、数学、物
理等辅导课程。有专家统计，中小学
课堂上任何一个知识点，都可以在网
上找到10个以上的在线课程。

业内人士认为，在普遍的应试教

育压力下，以课程辅导为核心内容的
在线教育，将成为未来长期且稳定的
刚性需求。

探索“互联网+”
课堂新模式

“有些家长不擅长使用网络，有些
家长不能接受在线教育，有些孩子的
父母在外地工作，孩子跟着爷爷奶奶
住，没有条件在业余时间接受在线教
育。”海口市第十一小学副校长毛月娟
表示，在线教育，虽然给部分家长节省
了时间和金钱成本，但在另一个层面，

也对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海口滨海九小语文教师操秀丽，

曾通过互联网免费给教育不发达地
区的学生上绘本课。她表示，在线教
育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需求。

“在线课程无法代替日常教学，
但可以当作有益的教学补充。”海南
师范大学教育学专家任仕君博士认
为，探索“互联网+”课堂新模式，实
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是大趋势。在
无法改变现有师资状况分布的情况
下，在教育不发达地区可以大力推广
免费在线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互联网+”时代，在线教育火爆

打开电脑上课去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12月2日是星期六，吃过晚饭，11岁的海口小学生小川熟练地打开电脑，开始观看在
线英语课程。“一节课25分钟，老师都是北美外教。孩子已经在线学习了半年，口语进步
可大了。”自从给孩子报了在线课程，小川的母亲松了一口气，“再也不用东奔西走送孩子
上英语补习班了。”

据统计，目前中国在线教育用户数量过亿，市场规模达数千亿元。互联网在线教育，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通过网络便捷地获得优质教育资源。

怀念王老师陪伴的时光
回首往师

家有暴躁儿
家长怎么办？
惠君老师好！

我是一个初二男生的家长。自从
孩子上了初中，我发现他的情绪很容
易暴躁，一句不合就会大发脾气，常常
弄得我和他爸莫名其妙。最郁闷的
是，我们往往不知道哪句话会点燃他
的怒火。真不知道如何与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相处才能相安无事。求赐教。
谢谢！

——一个不知所措的初中家长

家长，您好！
来信收悉。您信中描述的情况是

绝大多数青春期孩子普遍存在的，属于
青春期正常的特征。因为青春期最大
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强烈的情绪反
应，他们更容易冲动而不会周密思考就
行动，他们的情绪表达更躁动更强烈。

身为青春期孩子的父母，我们一定
要抱着与孩子一起成长的心态，学会与
青春期的孩子共处，鼓励孩子积极迎接
青春期的挑战。同时，指导孩子学会接
纳包容情绪的变化无常，掌握适时安抚
情绪与情绪共处的技巧。

针对青春期的情绪特点，家长要
做的是，帮助孩子踩好情绪的离合，平
衡好情绪的油门与刹车，具体来说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做点功课：

1.理解并尊重青春期特征。只有
父母尊重和懂得青春期的发展规律，并
以静制动引导青春期暴躁强烈的情绪，
才能教给孩子接纳情绪与情绪共处的
技巧。当孩子情绪冲动时，不是去禁止
和阻碍，而要关注其情绪的积极因素，
引导他宣泄、转移、升华情绪，给他的情
绪一个合理的出口。

2.建立坦诚顺畅的沟通。当人与人
能保持坦诚顺畅的沟通时，就能促进能
量的流动。青春期坦诚顺畅的亲子之
间、师生之间和同伴之间的沟通，既是青
春期顺利成长的重要养分，也是舒缓情
绪的通道。在沟通中，寻求理解而非评
判对错，更有利于顺畅的沟通。要注意
的是，亲子沟通是立足于交流情感，分享
信息，而不是观点的统一和论辩的输赢。

3.鼓励孩子培养并专注于一种爱
好。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意志力。当一个人学会专注于一种爱好
时，TA会变得沉稳、安静和自在，暴躁冲
动自然就离TA远去。研究表明，当大脑
处于平静状态时，学习和做事效率最高。

4.教给孩子调节情绪的方法。只是
一味禁止，说“不要那样做”“不准这样
做”是远远不够的。青春期的孩子更需
要的是积极的目标引导和具体的方法分
享。比如，坚持写反思日志或感恩日记、
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物、向信任的人倾
诉、建立有序规律的生活节奏、适当的文
体活动、保持良好质量的睡眠等，都是非
常有效的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其中，
家人的理解包容、陪伴支持是最有效的
稳定情绪的良药。

青春期是孩子经历巨大改变和巨大
挑战的时期，非常需要来自父母的理解
和包容。亲爱的家长，您准备好了吗？

惠君
（作者系海师附中心理教育中心

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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