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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孩子来一
场旅行或走亲访
友。可以走向远方，
欣赏祖国美好山河，
体验他乡的传统文
化；或者返回故里，
走村串户，参加各种
传统春节活动，体验
传统的年味与过年
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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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孩子用图
文记录春节见闻。
指导孩子精选若干
家庭活动照片，编写
家庭春节手记，记录
孩子眼中的春节经
历，帮助孩子养成记
录生活的习惯。

和孩子一起随手
拍一些家庭生活图片
和全家福。指导孩子
给这些图片编写一段
文字，记录全家福背
后的故事。可以的
话，建议制作成美篇
或家庭电子相册，每
年制作一份记录家庭
的成长史。

每天安排一点亲
子共读时光。建议父
母和孩子各自选取一
些喜欢的文章或图书
作为亲子共读的篇
目，亲子共读的时间
可长可短，以培养孩
子的热爱和享受阅读
为目标，共读的氛围
要轻松愉悦。

指导孩子学会做
好一件家务事，学做一
样传统美食。父母在
做家务和制作春节美
食时，可以让孩子搭把
手。做家务时，允许孩
子有自己的创意。每
个假期学会一样家务
技能，孩子的生活能力
和自信心将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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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的工作日
里，不妨带孩子去工
作场所看一看，让孩
子近距离观察您的工
作环境和工作内容，
聊聊您的职业经验与
故事，这份经验能为
孩子做职业规划提供
参考。

寒假来了，家长们的“家庭作业”可以根据
各自的家庭情况进行选择和设计——

快乐寒假
安全保驾
为了让中小学生安全快乐地度

过寒假，省教育厅近日发布了12条中
小学生寒假安全提示。

遵守交通法规

不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不在行走
和骑车时看手机、听音乐，不在车辆
盲区内玩耍。不闯红灯、不翻越交通
隔离栏，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及共
享单车，不坐副驾驶座位。未满16周
岁不驾驶电动自行车。

安全用电用气

不用湿手触摸电源开关和电器。
使用燃气设备应开窗通风并看管，使
用后及时关闭。发现火情，及时到室
外拨打119。

防范流行疾病

勤洗手勤换衣，居家时经常开窗
通风。注意营养均衡，保持充足睡
眠，养成运动习惯。

注重自我保护

不去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营
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
务场所、酒吧等场所游玩。多去博
物馆、科技馆等青少年社会实践场
馆活动。

安全文明上网

不浏览不良信息，增强自护意识，
不随意约会网友，不沉溺虚拟空间，不
将个人、家人及他人信息上传。

不入危险区域

不擅自进入在建工地、荒地、高
压电线附近、停车场、危化品仓库等
危险区域。

安全乘坐公交

乘车时先下后上不争抢，发现可
疑物品，及时报告工作人员，不擅自
处置。保管好随身携带物品。

遵守公共秩序

上下楼梯不拥挤不打闹。乘自
动扶梯抓好扶手，留意前方，注意
脚下。

防范溺水事件

不在河边、亲水平台、工地水塘
等区域玩耍。小学生去游泳池游泳
应有家长陪伴。发现落水者，立即寻
求成人帮助，不盲目施救。

遵守烟花爆竹燃放规定

不在外环线以内及外环线以外
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安全快乐旅行

选择正规、信誉好的旅行社旅游
并签订旅游合同。不去尚未开发、开
放的地区旅游。

学会情绪管理

多与父母、家人、朋友交流，多与
正直开朗、积极乐观的朋友交往，开
心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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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老师：
您 好 ！ 中 小 学 生 的 寒 假 开 始

了。将近一个月的寒假中，身为父母
的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好这段亲子共
处的时光，让孩子度过一个有意义的
假期？请不吝赐教。祝好！

一个初中生家长

家长：
您好！难得您有这份珍惜亲子

共处时光的心，您的想法很赞。孩子
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如此短暂而珍
贵，应该珍惜并充分利用共处时光，
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通过分析众多心理辅导案例，我
们不难发现，内心能量匮乏的孩子，
大多是亲子关系疏离、亲子共处时间
较少的孩子。在升学压力之下，很多
学校和家长普遍只关心孩子的学业，
疏于关注孩子的情绪与心理健康。
加上平日家长忙于工作与应酬，很少
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孩子遭遇心理困
扰时，倍感无助与无力。

我建议家长趁着寒假和春节，多
安排一些亲子合作的“家庭作业”，这
些“家庭作业”有别于学校布置的寒
假作业，特指围绕家庭生活而设计的
亲子家庭功课。如果家庭能给孩子
足够丰富的体验，给予孩子充分的关
怀和爱，将极大地促进孩子的心智发
展，让孩子有勇气直面来自外界的风
霜雨雪。

那么，寒假中，家长们可以做哪
些“家庭作业”呢？

首先，和孩子一起做一个寒假
“家庭作业”计划。父母要认真规划
一下寒假中的家庭活动，在督促孩子
完成学校规定的寒假作业之余，设计

一些亲子合作的生动有趣的“家庭作
业”，让严肃的寒假作业与活泼的“家
庭作业”相辅相成，指导孩子合理安
排和管理寒假的时间。这个过程可
以让孩子学习如何做计划，如何进行
时间管理，如何兼顾规定作业与自选
作业。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生涯规
划功课。这些技能可以迁移到其他
的学习领域，对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
学习和生活习惯大有裨益。

其次，和孩子一起执行计划完成
“家庭作业”。个人建议每个家庭根
据自己的资源优势来设计和安排家
庭作业的内容和形式。比如，带孩子
认祖归宗，了解家族历史与文化，增
进其对家族的认同感、使命感与责任
感；让孩子感受年味十足的春节仪
式，学习传统文化，体味春节礼仪的
意义；带孩子了解故乡的风土人文，
走亲访友听故事，培养亲近故土热爱
家乡的情感；让孩子参与家务活动，
感受家庭生活的烟火气息，家人共处
的和谐温暖，从中学习如何过好家庭
生活，如何与不同辈份的亲人相处
等。

寒假里的“家庭作业”，要充分利
用家庭、家族、故乡和职业的资源优
势，多安排一些家人共处的时间和共
同参与的活动，多一些家庭的仪式
感，多一点亲情的温暖和生活的趣
味，多一些亲子互动与亲情联接。这
样的生活常识、体验与经验唯有家庭
能教给孩子。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
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最好的教育就
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
习”。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作业”
在这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家长们，请珍惜假期难得的亲子
共处时光，让丰富多彩的“家庭作业”
给孩子的寒假添一缕亮色与暖意！
祝您和孩子共享美好的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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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 羊玉秀

窗前的玉兰树又开花了，白色的
小花密密麻麻地点缀在一丛丛绿叶
间，散发着一缕缕幽香。老师，我又
想起了您。您说，玉兰含露常飘香，
我一直都记得。

那是开满玉兰花的时节。校园
的一棵玉兰树下摆着两张长椅，而我
就是那椅子上的常客。每天傍晚，上
晚自习之前，我总要在那椅子上坐一
坐，看着夕阳的余晖一寸一寸地沉入
天边，直到晚修的铃声骤然响起才飞
一般地奔向教室。

那天，您从树下经过，而我正在捡
拾地上凋落的玉兰花。您对我说：“玉
兰含露常飘香啊！走，跟我上课去。”

您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总忘不
了您给我们上《赤壁赋》时的情景。
您进行范文朗读时，50多人的教室里
静悄悄的。当您读到“人生如梦，一
尊还酹江月”，那“江月”仿佛承载了
您的千般愁万般苦，那么沉重。您是
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一次交通事
故，让您永远失去了整条左臂，也错
失了很多人生的美好。

能做您的学生，是我的幸运。
当别的班级的语文老师一遍遍给学
生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一段段讲

解段意的时候，您却带着我们一遍遍
地读，一字一句地品味着文字的美。
在您的指导下，字词有了温度。一句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低沉地
读，让我们读出了作者怀才不遇的孤
独；高昂陈词，读出的却是作者与友
人对酌的快慰与酣畅。

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是幸
运的。就像网上那个段子说的那样，

“人，为什么要读书？举个例子，当看
到天边落日余晖、一排大雁南飞时，
你能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而不是‘哇，好多鸟，哇，
这些鸟好肥。’”我知道，您播下的文
学种子，早已在我的心中发芽长叶。

老师，今天我又想起了您。想
起您课下常给我们唱的“风中有朵
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孟庭
苇这首如泣如诉的歌在您的演唱
下，仿佛充满了明亮的颜色，就像那
雨后的彩虹般。

后来，我也当上了老师。十多年
了，您的教诲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
现，时刻提醒着我应该做一名怎样的
语文老师。

老师，您说，玉兰含露常飘香，我
一直记得。我也一直在努力，努力让
自己长成一朵含露的玉兰。

（作者系儋州市西培中心校南乐
小学教师）

回望往师

寒假到，家长不妨做点
定安与湖南师大
合作办学
力争两年内共建省一级甲等学校

本报讯（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司玉）近日，定
安县人民政府与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合作办学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定安中
学举行。两地将合作共建湖南师范大学附属
定安中学，力争在两年内将其办成海南省一级
甲等学校。

据了解，此次两地将采取多种形式开展
合作办学，在教师培养、教研帮扶和数字教
学资源等多方面进行探索。在校园管理方
面，湖南师大、湖南师大附中将选派理论素
养深厚、管理经验丰富的中学教育管理专家
组建团队，全程参与学校建设与管理；在教
学资源共享方面，湖南师大、湖南师大附中
将提供优秀教学资源，输送优秀管理经验
及科研成果，选派专家和中学骨干教师到
学校指导、讲学，开展短期送教工作，并依
托信息化手段，进一步加强两地教学资源
共享；在师资培训方面，两地将以多种形式
免费培训师资，并从定安中学选派部分骨
干教师到湖南师大、湖南师大附中跟岗实
践和挂职锻炼。

定安县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合作是定安
积极落实“一县两校一园”工程的一次重要行
动。定安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大力创新合作
机制、拓展合作领域、构建合作平台，实现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开创定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新
局面。

玉兰含露常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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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

向荀子学习教法
■ 徐永清

《劝学》中，荀子对弟子的一个很大期望就
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
水”，用韩愈的话来说就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
不必贤于弟子”，鼓励弟子不拘泥老师所讲，不
拘泥当世成说，要有独立创见。后来，李斯、韩
非等皆有成就，与其恩师荀子鼓励创新和超越
老师有极大关系。

荀子在教学上有独特的“教学三法”，分别
是：逍遥解惑法、单课叙述法、聚学大讲法。

逍遥解惑法 在教学中，有时会遇到困惑但
羞于启齿的内向学生。对于此类学生，荀子会
专门找机会对他们进行辅导。在风和日丽的日
子，他和学生们漫步在兰草弥香的山野，边走边
交流，一扫课堂上的严肃和紧张。学生们放开
了内心的拘束，和老师自由交谈，把平时存在的
疑惑一一向老师询问，耐心倾听老师的教诲。
一段路，一路风尘，也是一次让人如沐春风的享
受，此间多有灵光乍现，诸多疑问也在山野清风
间随风飘散。

单课叙述法 脱颖而出的学生经常能获得
老师的喜爱，荀子也不例外。为了让学生走得
更远，帮助他们在学识人品上更上一层楼，荀子
会专门对天赋非凡的学生单独加课。荀子会逐
个点名，然后约他到积微书堂，倾听弟子阐发学
理，诉说修身感悟。荀子不做长篇大论，只在要
紧处点拨几句，末了再总结几句，诚恳地指出其
日后发展的方向。此种单独的加课方式，让在
课堂上吃不饱的学生茅塞顿开，在学问修为上
更加精进。

聚学大讲法 因为是名人，荀子的学生很
多。荀子和其他老师一样要上大课，这个大
课是荀子聚集全部弟子，向他们阐明最基本
的论题道理。聚学大讲一次便是开题一次。
开题之后，学生们需要课后围绕此题进行研
究和论战。在研究和论战中，让学生有所悟
有所进。

中国古代教育方法历经风雨，穿越历史
的隧道，如今依然值得借鉴。荀子的教学三
法，随着对象的不同而有所更改，其教学用心
可见一斑。

（作者系海南华侨中学教师）

寒假到来，一名孩子在其家长陪同下到海南省博物馆参观文物展。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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