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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往师

苦咖啡
——怀念王日昭老师

■ 蔡小平

突然得知王日昭老师去世的消息，我颇惊
诧。此前不久，我还见过他，当时他依然是那
样健谈，那样神采奕奕，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题。

我第一次见到王日昭老师是高一开学
时。九月的天还很热，可他却穿着秋天的衣
服，看上去与他魁梧的身材，健壮的体魄颇不
相称。后来我才发现，不管是盛夏还是寒冬，
他穿的都是那几件衣服。从他的服装几乎看
不到四季的变化。他是我高一年级的班主任
兼语文老师。他写的板书很大很漂亮，讲起
课来时常眉飞色舞的。上课时，要是谁睡着
了，他就走到那人身旁，轻轻拍着他的肩膀
说：“饭熟啰！”这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
来。那时，物质匮乏，饿着肚子读书的人不
少，最希望听到的就是放学的铃声，好往饭堂
里赶……

王老师喜欢喝咖啡。课间十分钟，他常常
回到宿舍喝上两口咖啡。他的咖啡调得很浓
且不加糖。一次，他给好奇的我倒了一小杯，
喝过之后，苦得我以后一提起咖啡就腻味。他
说咖啡是个好东西，要是不喝，脑子好像空了
一样，什么事都干不成。

一次，班里一位女同学的钱被偷了，那是
家里给的一个月生活费。她哭哭啼啼地好不
伤心，我把这事告诉王老师。他来到班上，扫
视了一遍又一遍，过了好久才对全体学生说：

“我知道是谁干的！现在给你一次机会，到我
那里把问题讲清楚，保证以后不再犯，这事就
算完了，我会为你保密。如果不坦白，我就交
给学校处理，结果就难说了。”说完，他就回宿
舍去了。

第二天，偷钱的学生就去他那里坦白，并
把钱交了出来。事后，我问他是怎么破的案。
他颇得意地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
当我静静环视所有学生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
人不敢正视我，而且动作慌乱，于是我心里就
有了底。”

王老师常常在晚修放学后家访。家访时，
他天南地北跟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家长喜欢
他来家访，因为他把社会见闻描绘得有声有
色，还不时插入自己独到的点评。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那
年，我本来还不够格参加高考，但是教育局允
许高一每个班特别推荐一名学生参加，王老师
便推荐了我。这个决定是晚上才做出的。当
时正好上映了一大批好影片，我在晚修课上匆
匆签名后，就和几个同学偷偷翻墙去看电影。
王老师在班上找不到我，急得用学校的高音喇
叭满校园找我，还是找不到。随后，他便来到
我家，把这件事跟我爸爸说了。

看完电影，我吹着惬意的口哨回来时，看
见爸爸正严肃地站在门口等我。我只好从实
招来，爸爸一反常态没有训斥我，只让我写了
一份检讨就过关了。第二天一早，爸爸才严
厉地对我说：“昨天晚上，王老师特别推荐你
参加高考，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王老师这
么信任你，你作为班长却带头破坏纪律偷偷
带同学去看电影。你对得起王老师吗？今
天，你带着检讨去见老师，看能不能获得他的
谅解。”我心里恨恨地骂道：“都是王老师惹的
祸！”

交了检讨后，王老师批评了我几句就没事
了。但是，我对高考却始终提不起兴趣。王
老师对此却是十二分的认真。他根据当时的
情况拟了几个作文题目叫我写，我写不出
来。他就赶夜车全部帮我写出来，并且用毛
笔工工整整地抄在纸上。第二天，我正在宿
舍里与同学下棋。他来了，严肃地对我说：

“我希望你把这几篇范文都背熟，否则，你会
后悔一辈子！”而我，当时却不屑一顾，一个字
都没有背……

许多东西是失去后才知道它的价值的。
此后的高考一年比一年难，我终于有了书到用
时方恨少的感觉，那时才真正体会到王老师的
关怀是多么宝贵！

得知王老师去世的消息那天，我破例煮了
一杯苦咖啡。老婆揶揄道：“怎么，你不怕睡不
着啦？”我说：“今天是注定睡不着了！”

把古诗当歌唱

作曲家谷建芬曾为许多古
诗词谱曲，旋律优美、节奏明
快、易于传唱。我第一次听到
谱曲古诗词作品《江南》时，瞬
间被征服了。此后，我每带一
个班，都会先让孩子们学习这
些改编过的古诗词歌曲。学会
之后，再背《唐诗三百首》或《小
学生必背古诗八十首》，让孩子
们找到字数相同的诗歌套用旋

律。这样的背诵方法虽然慢，
但孩子们“闻歌起背”，掌握得
非常牢固。

举办“美文诵读会”

在我们的早读课上，每周会
利用一天的早读时间举办“美
文诵读会”。我会随机抽取课
文的一个片段，请所有的孩子
诵读，然后打分，最终评出“最
美诵读者”。我选取的文章，都
是词句优美、需要背诵的课文
片段。在声情并茂的诵读中，
孩子们不知不觉间就完成了背
诵。

来一场挑战赛

每个月，我们班都会组织
“读背挑战赛”，挑战的内容是
本学期学过的所有课文，分小
组进行PK，抽签读背。读或者
背由学生自己选择，但加分不
一样：准确无误、声情并茂读完

加 50 分，准确无误背完加 100
分。孩子们为了获得高分，往
往会选择背诵。在大家共同完
成比赛的同时，课文不断重温，
最终能够取得比较理想的背诵
效果。

老师也是背诵大王

一次，当孩子们热火朝天背
诵《青海高原一株柳》时，一个顽
皮的孩子突然问我：“老师，你会
背吗？”学生们都紧张地看着我。
我一咬牙，硬着头皮说：“给我十
分钟，我就能背下来。”

最后仗着教过这篇课文，又
带着孩子们反复读过，我有惊无
险地背了下来。从那以后，我再
也不敢掉以轻心，凡是要求孩子
们背诵的课文或课文片段，我都
会提前背下来。因此，我也能给
孩子们提供更好的背诵建议。当
孩子们看到我流畅背出整篇课文
或片段时，他们也会格外认真地
投入到背诵中。

改编一下更好玩

我还会带领孩子们对背诵内
容做一些改编，通过改编帮助背
诵。以最简单的《静夜思》为例，
就有以下多种读法：

“床前床前明月光，疑是疑是
地上霜呀。举头举头望明月，低
头低头思故乡。”

“床前明月光呀明月光，疑是
地上霜呀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呢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哦思故乡。”

我跟孩子一起击掌吟唱。在
这种节奏中，孩子们可以快速将
背诵内容记下来。

…………
背课文，说难不难，说不难也

难。要想把“老大难”变成“很好
玩”，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让孩
子放松地走进文本，在课文中反
复“打滚”，在享受中接纳课文，体
会语言文字之美。这样一来，背
课文就成了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作者系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教师）

■ 唐广申

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后，由于新增
了英语和作文的学习，还要练钢笔字
帖，每天的作业都要做到晚上九点多，
有时稍微一磨蹭还会超过十点。

我暗暗观察几次后发现，女儿每
天一回家，就作业本、钢笔、铅笔全部
都掏出来堆满了书桌。有时，刚做了
几道数学题又开始写语文作业，一边
算着题一边又画起了漫画。

没办法，我只能慢慢帮女儿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业、练习本放夹
层，省得每次都在书包里找半天；书桌
要整理好，用不着的文具和书本就不
放在上面；折纸、水彩画笔要归整好，
别弄得满桌子到处都是。

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养成一次
只做一件事的习惯，数学没做完就不
做语文，字帖没写完就不读英语。作
业做完后，省出来的时间再用来画画、
折纸、看故事书。

也许习惯成自然，女儿的坏习惯
纠正起来有点难。刚开始，我每天都
要向她强调好多次：一次只做一件
事！但是，女儿答应是答应了，有时又
不自觉地做着数学作业又描起了字
帖，正读着英语又偷着画几笔漫画！
好在我把“一次只做一件事”当成了每
天的口头禅，女儿也知道了早做完作
业的好处。不知不觉间，我发现女儿
的书包里再也不是乱七八糟了，书桌
整齐了，每次做作业都是先做完一门，
再做另一门。

现在，女儿的作业量虽然不断增
加，但是她已经养成了“一次只做一件
事”的习惯，学习效率提高了，每晚八
点半前就能完成全部作业，这让我感
到很欣慰！

在教育女儿的同时，我也养成了
“一次只做一件事”的习惯。比如，计
划读的某本书，以前常常是拿起又放
下，见了别的书就把正读着的书一丢
几个月，甚至从此不再读。现在，我要
读哪方面的书，就会系统读完。慢慢
地，我发现，一次只做一件事的习惯，
也让我收获不小呢。

一次只做一件事

家有儿女 背课文：
从“老大难”到“很好玩”

■ 黄慧娟

“一遇到背诵课文、
古诗，孩子就痛苦得要
命，还没开始背，就很烦
躁”

“我家孩子读小学二
年级，背书背到哭……”

“孩子上一年级，一
篇小课文，他背1个小时
也记不住”

……
孩子背书难，是很多

家长的心声。背诵课文
是一种重要的语文学习
方法。随着“国学”日渐
受重视，今后中小学生的
背诵量还会加大。那么，
背课文，真的那么难吗？
我看未必。打破思维局
限，也能把看似枯燥无味
的背书变成“很好玩”的
事。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者
黄良策）近年来，海南（文昌）国际航
天城建设步伐不断加快。记者近日
从文昌中学获悉，为了让更多文昌学
子了解航天事业和航天科技，为当地
培养更多航天科技人才，该校将航天
教育纳入校本课程，目前已进入小范
围试讲阶段，预计2019年春季将在
全校铺开。

文昌中学学生名字被
刻上卫星

文昌中学第二课堂基地教学
楼一楼有一间微星测控站，窗户饰
有太空图案，里面配备了监测大
屏、测控平台、火箭模型和微星展
示台。

3月 14日，一堂航天教育课在
文昌中学微星测控站展开，文昌
中学物理教师谭理川手持一颗微
型卫星给该校科技社成员讲解卫
星组成系统的科普知识。该校学
生林小涼和同学们一边听课，一
边仔细观察着微星测控站内的监
控平台。平台上，去年刚刚发射
成功的“少年星一号”的飞行轨迹
一览无余，各项运行数据实时显

示在上面。
“‘少年星一号’卫星上面，刻有

我们文昌中学两名学生的名字。”谭
理川自豪地对记者说。

2月2日，搭载我国首颗教育共
享卫星“少年星一号”的长征二号丁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升空。这颗“少年星一号”的身上不
仅刻有文昌中学的校名，还刻有该校
学生林小涼、尚洋洋的名字。

2016 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教育学会
启动了“中国少年微星计划”，向全
国中小学生征集太空梦想，意在发
射首颗由全国中小学生共同创意、
设计并动手制作的立方体纳卫
星。在活动的“创星”阶段，组委会
从全国上千所中小学征集到超过
10万个希望少年星能完成的功能

或创意。
2017年1月，林小涼、尚洋洋成

功入围“中国少年微星计划”，参加
了在中国航天第四城文昌举行的

“少年太空创客特训营”，与来自全
国各地的中小学生一起，直接参与

“少年星”原型星的设计和现场组装，
并荣获“中国少年星造星金奖”。此
次成功升空的“少年星一号”身上，镌
刻着32所参与研制学校的校名，也
镌刻了林小涼、尚洋洋等参与研制
的学生名字。

让每个学子领略航天魅力

随着一枚又一枚火箭在文昌腾
空而起，越来越多的文昌青少年开
始爱上航天科技，林小涼就是其中
之一。

“看到火箭从家乡腾空而起，我
立志今后要当一名航天领域的科学
家。”林小涼说，他从初二开始接触物
理课，不久就能独立拼装电路板。高
中后，他加入了文昌中学科技社，现
在担任科技社创新部部长。

从高一开始，对科技拥有浓厚兴
趣的林小涼屡次获得青少年科技大
奖：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全国中小学网络虚拟机器人设计
大赛一等奖……

为了激发更多学子学习航天科
技的热情和兴趣，2017年年初，文昌
中学开始筹备航天教育校本课程。
通过一年的努力，该校目前不仅建
起微星测控站，还完成了航天教育
校本课程教材的编写。据了解，文
昌中学航天教育校本课程不仅包括
航天科技基础教程，还包括了3D打

印技术、机器人编程、激光切割、电
路教程等内容。相关课程专用教室
目前已经建好。

根据计划，今年春季学期，文昌
中学航天教育校本课程面对学校科
技社成员进行试讲，以进一步完善
课程设置和师资队伍建设。2018
年秋季学期将在学校部分班级试点
开设航天教育校本课程，2019年春
季学期将在全校全面铺开。航天教
育校本课程面对高一年级学生开
设，每周设置1—2课时，总课时为
半学期。

作为文昌中学航天教育校本课
程教材的主要编写人，谭理川信心满
满地说，航天教育校本课程将让每个
文昌中学学生有机会接触航天科技，
让越来越多的学生领略到航天科技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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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教育校本课程可以激发
学生学习航天科技的兴趣。

本报记者 张期望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