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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师说心语

女孩
这四种品质对你很重要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初入职场的中学心理老师。
进入三月以来，女生节、妇女节等节日接踵而来。
有口号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戏曲里唱道：谁说女
子不如男。但是，现实中，男女的确有别。工作
中，我观察到许多女孩正面临着成长的诸多困扰，
她们渴望获得师长指点。请问您对女孩的健康成
长有哪些建议？希望得到您的指导。谢谢您！

一位渴望获得指点的年轻教师

年轻教师：
你好！在阳春三月收到一封关于女性成长的

求助信，真是适逢其时。为你点赞！
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关注女生教育问题，每

年三月都会为学校女生举办“女生课堂”，从身心
健康、两性关系和个人修养等方面，分享女性成长
话题，以唤起女性成长的自觉性，指导女生关注自
己的身心健康。

近百年来，一直不乏关注女生教育和女性成
长的呼声。在男女共享平等教育权利的今天，我
以为，在基础教育之外，还应该专门开设“女生课
堂”，实施针对性的女生教育。毕竟女孩所要承担
的社会角色与男孩大不相同。我对女孩最殷切的
期待是根据性别和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努力去做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

《花婆婆》是我喜欢的一本绘本书，讲述了一
个女孩的成长故事。女孩的爷爷告诉她，要去看
许多的风景，去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
女孩牢记爷爷的嘱咐，走过了许多地方，见识了许
多美丽的风景。她始终牢记爷爷的那句话：做一
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女
孩慢慢地理解了爷爷这句话，并在晚年撒播善行、
广植鲜花，让世界变得更美丽。

我认为，每个女孩都可以从这个故事里得到
启示。女性是这个世界上最柔美的存在。每个女
孩都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用自己的方式去做让
世界更美丽的事。针对女孩的健康成长，我希望
她们能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做一个善良温暖的女子。女孩是未来
的妻子和母亲，是一个家庭的主妇，是家风的主导
者和建设者。女性的善良温暖甚至关乎社会和
谐、国家和谐。君不见，许多邻里争端，媒体报道
的街头斗殴，有时皆因当事人身边的女性（女友、
妻子、母亲）挑起事端和教唆所致。就一个家庭而
言，若主妇和母亲是温良之人，家庭的氛围自然差
不了，从这样的家庭走出去的成员，大多是温良敦
厚的。如果家庭主妇和母亲是恶毒、冷漠和暴虐
的，家里就会充斥着暴戾与恶意，受这样的氛围熏
染的家庭成员，其品性可想而知。所以，我一直觉
得，女孩的善良温暖最为重要。因为它关乎家庭
的温度，进而影响民族的安定和国家的和谐。

第二，做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子。读书对女性
成长的好处不胜枚举，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若
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读书是最能滋
养女性的养分，作家林清玄和严歌苓不约而同地
把读书当作生命的化妆。所以，爱美的女孩一定
要热爱阅读，要从书中汲取为人处世的道理和生
活的智慧，才能做事知分寸、为人有礼节。这样的
女孩独处时斯文宁静、待人温和，与人相处时文质
彬彬、自带书卷气，为人妻为人母时则能带给家庭
温润的书香气，言传身教出爱读书有教养的后代，
涵养诗书传家的好家风。

第三，做一个边界清晰的女子。生活中，许多
女孩遭遇的不幸与伤害其实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一般而言，有操守有底线、边界清晰的女孩更能保
全自己，清晰的边界具体体现在守本分不贪嗔，尽
本职不僭越。女孩要常怀敬畏之心，知道哪些事
不能做，哪些人不能近，哪些话不当讲，哪些场合
不能去，远离负能量的人，不贪图小便宜，不依仗
年轻貌美颐指气使，不利用异性的爱慕谋求不当
利益，不玩暧昧引人误会。为人处事知行止明是
非，坚持为人处事的底线，可使复杂暧昧的关系简
单明了，从而更好地自我保护、远离危险。

第四，做一个勤奋坚韧的女子。女性的勤奋
与坚韧常常被世人所称道。我敬佩那些勤奋坚韧
的女性。勤奋坚韧的女孩会在学习和生活中保持
积极向上的姿态，保持一种对生活的认真与投
入。我认为，世上最美的姿态大概就是一个人认
真的样子了。坚韧是女性得天独厚的性情。生活
中，要鼓励女孩去做她们能做和喜欢做的一切美
好的事；教给女孩方法与技能，让她们有力量迎接
挫折与困难的挑战，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坚信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积极的行动永远是值得做的
事情。

如果我们的女生教育能引导女孩养成美好的
品质，并凭借这些美好的品质独立自主地生活着，
这样的女孩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这就是女
孩能为这个世界所做的最好的事情。

关爱女生就是关心民族的未来，让我们携手
为女生的健康成长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吧！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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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诵读提升学生知识储备

早读时光，学生在我的指导下
放声朗读，沐着晨光、浴着清风，任
琅琅的书声飞出窗外，身心沉浸在
诗一般的氛围里。

晚自习中，学生手捧《呐喊》《老
人与海》等经典图书，在课外阅读的
广阔海洋中遨游。这是我们每周

“五个一”积累的黄金时光。所谓
“五个一”，即荟萃一组常用词、积累
一组熟语、摘抄一组妙句、自学一首
古诗词。自主阅读，立体式的积累，
让学生乐此不疲。

借助“猜读”等方式，
提升学生思说写评能力

先讲“猜读”。一次阅读展示
课上，我出示文题《秋天的播种》
后，启发学生思考：本文可能选写
哪些素材？如果要你写作文，你认
为哪一种是最佳思路？一石击起

千层浪，课堂于是生动、活跃起来
……这就是整体上的“猜读”。接
下来，我又展示了《秋天的播种》的
具体内容，其中安排了三次“猜
读”：“我”考试失利后在回家的途
中，行文会叙写到哪些情景？面对
儿子黯然神伤的面容，辛劳的父母
会怎样安慰？在返校的那一刻，在
这个生活拮据的家庭，会发生怎样
的一幕？局部的“猜读”，提升了学
生的阅读兴趣。

再说“品读”。“品读”即对作品
中精美的词语、句子、段落进行品
评，从细微处领略作品之美，和作者
真诚对话。通常的做法是：由学生
自选一篇千字美文，先进行一番阅
读后，在小组内或在全班交流，学生
本人在朗读和品评时，适时穿插提
问，启发学生思考。如：这个词用得
美不美？这个小段落能否调换位
置？从而形成讲台上下互动的良好
氛围。

最后说“研读”。这是一种综
合性、专题性阅读，它要求学生根

据自己的兴趣确定阅读专题，广泛
占有资料，继而探究、总结，写成书
评、读后感、文化随笔一类的文
章。教师的示范显得十分重要。
我首先印发专题论文《侧面描写的
技巧》供学生阅读，并在材料搜集、
专题选定、拟纲写作等方面予以点
拨。

把“美读”与师生互动
相结合

针对期中考试后部分学生出现
的情绪低落或意志松懈，我选取了
美国作家曼狄诺的《我现在就付诸
行动》和获奖小小说《两个鸡蛋》，组
织阅读中的“师生互动”。“我现在就
付诸行动”一语在文中反复出现，撼
动了学生的心；《两个鸡蛋》描写了
贫困家境中父亲的责任心及关爱之
心，于细微处见真情。“互动”阅读交
流中，可以让学生振作精神，激励斗
志。

为改变部分学生不善于选材、

作文苦于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我
先后在学校组织了“我的语文成功
之路”经验交流会和语文老师“素笔
浓情写我家”作品讨论会。交流会
上，语文成绩突出的学生交流了自
己的读写经验，令听者如沐春风。
作品讨论会展示的是作者创作的一
组关于家庭生活的散文、随笔。我
大胆示范，学生“实话实说”，交流阅
读成果，分享阅读乐趣，这是“美读”
的最佳境界。

引导高中生“美读”，获取美的
真谛，打造美的人生，美不胜收。

（作者系儋州市第二中学教师）

从近年各大院校的招生情况来看，
艺考生文化课省控线大幅度提高，各大
院校在招生录取中也相应提高了文化
课的录取分数线。专业成绩不再是影
响艺考生录取的唯一砝码，文化课成绩
逐渐成为艺考大战中的关键因素。

“每年都有不少艺考生败在文化
课上。他们的专业课成绩很好，但是
因为高考中的文化课成绩不够，最终

导致他们与心仪院校失之交臂。”海
南大学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杨元广
告诉记者，过去，因文化课成绩不够，
艺考生在考试中败北的案例屡见不
鲜。有的考生已经通过知名艺术院
校的专业考试，就是因为文化课成绩
不过关，只能眼睁睁看着录取机会从
眼前溜走。

专业课考试后，艺考生将投入到

高考文化课的复习当中。海南中学艺
术团团长、舞蹈教师张侃表示，现在离
高考还有两个多月时间，艺考生要端
正心态，化压力为动力，以积极态度全
面提升文化课成绩。

张侃建议，艺考生在文化课冲刺
阶段，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适合自己
的复习计划，既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
妄自菲薄，合理规划时间认真备考。

艺考不易考 逐梦无捷径
“00后”渐成艺考主力军，业内提醒勿入三大误区

■ 刘泰然

在中国大地上，每年一
月到二月大都是一年中最
冷的时节。火车车厢中，众
多返乡乘客里夹杂着一些
年轻的面孔。他们或背着
画夹，或提着乐器乘坐火车
奔赴各地艺考考场。他们
就是千千万万名为艺赶考
的艺考生。

四年前，我也是艺考生
中的一员，一个人坐着火车
驶向一个个陌生的城市，为
梦想赶考。作为声乐专业
的艺考生，我不用像学习器
乐的考生那样随身携带乐
器，也不需要像美术专业考
生那样背着沉重的画包，只
需要带着一两套演出服便
可以轻松地在赶考路上穿
行。

江苏艺考考点设在南
京师范大学。外地艺术院
校来江苏招生，也都集中在
这里设点招考。艺考不同
于普通高考，并不是一次考
试便能定下“终身”，我们要
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校考，以
获取更多录取的机会。有
些人要经过十几次甚至二
十几次的报名、初试、复试
的考验，应考过程中感觉身
心俱疲。

一次，我一连参加了几
所学校的考试，考完出来时
天色已晚。一月的天黑得

特别早，南师大校园里的路
灯一盏盏亮了，从山上下
来，看着路灯朦胧地连成一
线，有种困倦中灯下看乐谱
的感觉。

赶考路上奔波的劳
累，面对未知的内心煎熬，
几乎是每一个艺考生必须
要面对的功课。考试中，
也会有状态不佳的时候。
第二天起床后，只能继续
硬着头皮打理好西装，再
听几遍录音，继续奔赴下
一个考场。

考场上，作为声乐专业
的考生，我们尽可能唱出人
生咏叹调，希望能打动决定
我们前途的考官，让他们牵
起我们的手跨入更高的艺
术殿堂。

艺考最具挑战的，还是
要远赴各地到各校参加复
试。应考过程中，我就不止
一次到过济南和上海。此
前，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
远门。到各地参加艺考的
路上，我坚决不要家长陪
同。一个人独闯，也曾陷入
丢失准考证和身份证、在火
车上睡过头错过站点等窘
境。

艺考路中有苦有累也
有乐。对我来说，艺考这段
人生经历一直铭记于心，永
难忘怀。

（作者为海南大学艺术
学院学生）

难忘艺考

来，让我们一起美读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日前，我国各大院校艺考专业课考试
陆续落下帷幕。今年的艺考，迎来了首批
“00后”考生。众多18岁的“00后”考生登
上艺考舞台，踏上逐梦之旅。

近年来，随着艺考生人数的增多，艺考
的门槛越来越高，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有
关人士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艺考不
易，不要陷入“将艺考当做升学捷径”等三
大误区。

艺考，全称“艺术类高考”，艺考生
是指报考艺术类院校艺术专业或普通
高校艺术专业的考生。艺考区别于普
通高考的原因是考生不仅要考文化
课，还要考艺术专业课。

由于艺考生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
相对较低，在一些人看来，艺考生是

“文化不够、才艺来凑”，艺考成为一些
考生踏入大学校园的捷径。

据粗略统计，我国艺考生中真正
有艺术兴趣和特长的学生不到

20%。有的学生只是因为文化课成绩
不高，希望通过特长培训来参加艺考，
以提高高考升学率，这种“曲线高考”
的做法会带来诸多问题。

“艺考并不是考入大学的捷
径。有人以为艺考生的文化课要求
低，更容易考，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
的。艺考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容
易。”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王
强认为。

“自作咏春七绝一首”“什么是

PM2.5”……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越
来越多的艺术类院校在校考中都会考
察考生的综合素质，考题涉及面很广，
让考生大呼意外。

“艺考应该用来选拔具有艺术天
赋或能力的学生，不应成为一些学生

‘曲线高考’的策略。”王强说，缺乏艺
术兴趣和潜力的学生，即使经过“速成
培训”通过艺考进入高等院校，也会学
得很痛苦，不可能在专业上有进一步
的发展，最后往往得不偿失。

艺考生与其他类型的考生不同，
除了要参加高考外，还必须参加所报
考学校或者地区组织的专业考试。

每年1月到3月，全国各大院校
陆续拉开艺考帷幕，众多艺考生开始
奔赴“联考”“校考”考场。所谓“联
考”，指的是省级统一考试，并给出各
批次术科分数线；“校考”则是学校自
行组织的专业考试。据了解，有的高
校承认省级联考成绩，直接以联考分
数线来划定本校术科成绩分数线；有
的则参考联考分数线，通过相应的批
次分数线，才能参加学校组织的“校
考”；有的则明确只承认本校组织的

“校考”专业成绩。
海南中学高三学生潘李嘉是舞

蹈专业艺考生，今年共参加了北京师
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华南师范大
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四所高校的艺术
类校考。她告诉记者，只要时间不冲
突，学生可以同时报考多所艺术院
校。

潘李嘉表示，“通过艺术院校的校
考只是第一步，我们的高考文化课成
绩要达到录取分数线才会被录取。此
外，有些院校还会根据专业成绩和文
化课的成绩综合评比，最终才能确定
录取名单。”

近年来，不少艺术类院校对招生
和考试环节进行“减负”，采取取消现
场确认、减少考试次数等措施，节省了
考生时间和精力。

不少考生认为，参加学校校考的
数量越多，录取几率就越大。“这种认
识是错误的。因为校考的整体时间是
固定的，学生报考学校越多，相应的准
备时间就越少。”海南中学美术教师林
先动认为，学生应考精力不宜过于分
散。千万不要抱着“参加校考的学校
多、录取几率就大”的心态，还是应把
时间用在刀刃上，定好目标集中精力
备考。

■ 董新明

《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明确规定了课外阅
读的要求，指出：“具有
广泛的阅读兴趣，努力
扩大阅读视野。学会
正确、自主地选择阅读
材料，读好书，读整本
书，丰富自己的精神世
界，提高文化品位。”把
握新课标的教学理念，
我对学校学生进行了
科学、有效的“美读”引
导。“美读”即要用激情
去阅读，注意积累，强
调教师和学生的互动，
要把阅读和作文密切
联系起来，提高阅读效
率，从而达到美的境
界。

误区一 将艺考当做升学捷径

误区二 参加校考数量越多，录取几率就越大

误区三 轻视文化课复习

美术艺考生在专心作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