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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精彩课堂 如何应对父母的
唠叨说教？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高中生。因为是家里唯一
的男孩，从小学习成绩还不错，我一直被亲人寄
予厚望。只要我有一点想法与长辈们的意见不
一致，就会遭遇父母等长辈的说教。最近因为
转学的事，我再次被亲友的口水淹没。我知道
他们是为我好，但我真的很讨厌他人把自己的
意志强加于我。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很压
抑很烦躁。我迫切想知道如何能远离来自亲人
的困扰。请老师支支招。谢谢！

一个苦恼的高中生

高中生：
你好！从你的来信中，我了解到了高中阶

段许多同学会共同遭遇的亲子关系困扰。随
着年龄的增长，高中生对自主自由有了更迫
切的渴望，而父母等长辈却还没有准备好放
手让你们奔向更广阔的天地。心理学研究发
现，亲子间的许多矛盾冲突，主要原因是孩子
长大了，但父母的管教没有与时俱进。于是，
亲子关系成了甜蜜的负担、困扰的来源。面
对这个欲罢不能的甜蜜负担，你需要找到关
闭干扰的按钮。具体来说，你可以试试以下
几种做法。

1.给父母安全感。作家沈奇岚写过一篇文
章，题目是《给最爱的他们安全感》。我在心理
课堂上曾与学生们分享过，反响不错。我建
议你也去读一读。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父母
等长辈的唠叨背后其实是缺乏安全感。在他
们眼里，你永远是那个尚未长大的孩子，他们
担心你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所以，他们会
时常惦记和提醒你，唠叨复唠叨。如果你有
自己的意志，而且这份意志是能让父母等长
辈信任的，那他们一定不会再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你。所以，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你没
有找到证明自己的方式。建议你与父母等长
辈约定一个互动的规则和彼此共处的方式。
给机会让你向父母证明，你的决定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你的行动是积极有效的，你有能力照
顾好自己，有能力分担家里的事务，甚至于有
能力照顾日渐衰老的父母。如此才能让他们
对你的判断和选择有信心。到那个时候，他们
一定会停止唠叨，让你享有极大的自由与自主
空间。这个前提是你的能力要配得上你想要
的自由与自主。

2.学会理性沟通。理性沟通表现为温和的
坚持与适当的妥协。所谓理性是有理有据，客
观公允，还要态度平和。你最好先把你想争取
的事项和理由列出清单，想好措词再跟父母等
长辈沟通。如果口语沟通有障碍，还有微信、
短信、书信等沟通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们。
你需要清楚沟通的原则是分享彼此的想法与
观点，以达成彼此的了解和共识，而不是向父
母等长辈宣战论输赢。沟通必然会出现不同
观点和意见分歧，你需要确定的是：什么是你
要坚持的底线，什么是可以妥协甚至放弃的
部分。沟通的结果只要能守住底线，非原则
性的可以妥协的部分大可不必耿耿于怀。如
此方能给沟通双方一个弹性空间，保持一份
平和的心态。建议沟通时你先肯定和感谢对
方的善意和可取之处，再陈述你的想法与意
见。这样可以打消对方的戒备和抵触，营造温
暖和谐的沟通氛围。

3.适当示弱服软。遭遇父母亲人的唠叨，
最安全且快速摆脱的途径是不管他们唠叨什
么，你一律态度诚恳柔顺、语气平和地说：“好
的，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诸如此类的
话，一则可以满足长辈的权威感，消除其内心
的不安全感，二则可以平息他们的怒火，尽快
消停说教与批评。至于你能听进去多少，是否
能按父母等长辈的意见生活，那就是你自己的
决定了。我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话不妨听听，不
合理之处当耳旁风即可。保持一个虚心听取
意见的态度，是讨父母等长辈欢心求得耳根清
净的应对良方。

4.找到情绪的按钮。认真观察你与亲人沟
通互动的过程，发现其中的规律，比如，你在
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是愉悦平
和的；你在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最容易引爆
他们的情绪遭受批评与说教。从沟通过程中
找到与亲人沟通的安全模式，掌握他们的情
绪按钮。互动时多启动愉悦情绪的按钮，尽
量不启动批评说教的按钮，放弃启动戾气暴
躁的按钮。这样，你就成了亲子互动氛围的
主动掌控者。你完全可以选择安全温暖的沟
通模式。你是自己情绪的主人，你掌控着生
活的主动权。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呢？

综上所述，学会使用上述的方法让自己
成长，用日渐成长的实力向父母证明你值得
信赖。你就能掌握操控干扰的按钮，成为自
己情绪和生活的主人。要知道来自父母亲人
的干扰一直都在，是默默忍受，还是主动操控
关闭干扰的按钮，一切都在于你的选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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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衍勤

我爱翠色欲流的呼伦贝尔草
原，我爱水天一色的烟台的海，我
爱三亚落日的赤朱丹彤。但是，我
更爱那富有诗情画意的海口美舍
河凤翔湿地公园。

闲暇时，我徒步走到离家不远
的凤翔湿地公园。踏上那蜿蜒的小
路，一路上鸟语花香，迎面扑来一股
股浓郁的绿色气息。来到湖边，我
轻轻地踏上小木桥，和煦的春风轻
抚着我的脸颊，波光粼粼的河水从
桥下悄然无声地流过。站在小桥中
间，我向远处眺望公园。人工湖上
的灌木丛就像一块碧玉镶嵌在湿地
公园里，湖水清澈见底，鲜花绿树倒
映于其中；两岸的绿草呈现出一片
片金绿色，风吹草动间，这片“草海”
竟泛起绿油油的波浪；远处的河畔
一大片芦苇犹如一群婀娜多姿的女
子，在微风中翩翩起舞……

公园里，我看见一位中年男子
搀扶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路

上慢慢地走着。老人动作迟缓、神
情有点呆滞，那位中年男子小心翼
翼地搀扶着他，神情是那样的全神
贯注。另一边的水泥道上，一群与
我年纪相仿的少年骑着“滑板车”，
身姿优美，动作敏捷。

“追上啦！追上啦！”一声声稚
嫩的童声把我的视线拉到了如茵草
地上。一群欢快的孩子，像快乐的
小燕子，追逐着奔跑着，欢声笑语点
亮了我的心，飞扬到公园上空，与那
飞舞的风筝汇聚，凑成一片欢乐的
海洋……

流连于湿地公园，我心想：如
果没有这水木清华的湿地公园，那
么繁华的城市不会有这样的世外
桃源，更不会有市民和游客们的欢
声笑语。没有园林工人的辛勤维
护，我们哪来这一处供心灵栖息的
净土？我们在尽情享受湿地公园
的美好时，要饮水思源，保护环境，
珍惜资源。

（作者系海口市琼山东门一小
六（6）班学生，指导老师：陈淑娇）

■ 常要中

我参加了一个语文教师工作研
讨群，其中不乏全国各地的名师。但
是，一谈到文言文教学，我们都有或
多或少的困惑，总结起来就是老师讲
着困难，学生学着吃力。

其实，很多师生看见文言文就感
到头大，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的教学方
法不当有关。

教学之初，我也曾按照高考大
纲要求，给学生印出几十页文言实
词和虚词的用法，希望大家背熟、会
用，结果却事与愿违。在学生看来，
死记硬背这些干巴巴的词语，简直
是一种折磨。即使一些孩子能全部
背下，可做起题来，仍会遇到很多麻
烦，长此以往，害怕古文的心态逐渐
根深蒂固。

教材中所选的文言文，多为经典，
但因内容大都高冷，难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决
定每天辅以讲授古人趣事的形式，和
学生一起，在快乐共享中积土聚沙、集
腋成裘，向古文难关发起进攻。

我将这种教授文言文的方法称
为“积乐法”。

先说“积”。积，即积土聚沙、集
腋成裘。任何知识的学习，都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古文
学习亦当如此。以前我教书，讲到古
文模块，总要用几周时间克难攻坚，
完成教学任务后，再讲现代文。在此
期间，学生自然也会放松对古文的学

习。如此一曝十寒，效果不佳。
后来，读到余秋雨谈古典文学的

学习方法：贵在多读，只有在多读中
才能开阔视野，而不是囿于一隅，目
光短浅。这犹如我们领学生游长城、
泰山，首先要让学生欣赏山河的壮阔
雄浑，而不是仅仅关注身边的一砖一
瓦。

受到余秋雨的启发，我决定放弃
让学生背诵实词、虚词用法的方式，
希望通过多阅读来提高学生的古文
功底。每节课前三五分钟，我和他们
一起探讨一则文言文片段，这样坚持
不懈，一年下来，学生就能掌握一百
多篇精简古文，有了这些储备后，再
应对高考，问题应该不大。

至于供选择文言片段的书籍，俯
首皆是，《史记》《世说新语》《文心雕
龙》《三国志》，书目太多不胜枚举。
所选内容，多则二三百字，少则二三
十字，学生不用抄写，随看随译，老师
适时讲解，点到即止，三五分钟即可
解决战斗。

经过商讨，我们还建了一个全体
同学共同参与的微信群，美其名曰

“玩转文言文”。我在群里隔三差五
地发一则小短文和相关讲义，供学生
们周末回家后品鉴、总结。

再说“乐”，即激发学生兴趣，让
学生乐学、愿学。古人云，好知者不
如乐知者。一旦有了学习的乐趣和
动力，古文学习的瓶颈，自然便被打
破。

学生眼里的古人，大都是只会板
着面孔“诗云子曰”地说教，古人的文
章也呆板无趣。其实，事实并非如
此，古人也和我们一样，有性情，懂幽
默。除了教材里的经典外，先辈们还

写了不少至今读来仍令人忍俊不禁
或值得玩味的故事，这些内容，不止
稗官野史和古代笔记中常有，就连正
史中也屡见不鲜。只要我们改变策
略，扔掉旧有的教学模式，选出符合
学生性格特点的经典美文，把古文从
象牙塔拉到十字街头，化敬畏为亲
近，便迈出了走近古文的第一步。

例如，我让学生学习《世说新语》
中描述晋人王蓝田性急的一篇短
文。文章难度不大，有同学看着看着
竟笑出声来。我很高兴，让他给大家
讲述故事情节——“王蓝田性急，一
次用筷子夹鸡蛋吃，夹不到，鸡蛋掉
到地上，还转着圈。老王暴怒，从胡
床上跳下，一脚把鸡蛋踩碎，再放到
嘴里狠嚼一番，然后又恨恨吐出。”全
班同学听完他的讲述后哄堂大笑：

“想不到古人这么有意思！这样的故
事还有没有？再来一个。”我说，只要
你们愿意听，我可以一直讲下去，每
节课不会超过5分钟。从此，课前5
分钟的古文，成了学生“饭前的开胃
小菜”，而不是学习负担。

一个月后的模拟测试，学生们文
言文翻译正确率开始提升，学习语文
的兴趣逐渐浓厚。一学期过后，和以
前同等内容的短文，用不了5分钟，
学生们就能翻译完。

如今，高考在即，我和学生一起
每天还在“玩”着5分钟文言文。虽
然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化茧成蝶，
但我相信有了大家的努力和坚守，在
今年六月的考场上，面对令许多考生
头大的文言文，我的学生绝不会逃离
阵地、缴械投降。

（作者系五指山市五指山中学语
文教师）

运用“积乐”法，学好文言文
师说心语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海南话拥有很多生动而具有
独特文化含义的字词。”张光宁
说，例如，“差远了”被读作“交关
噜”，其中的“关”，可指古代的关
口。因为离关口还很远，所以“差
远了”。

“海南话走进课堂，并非只是单
纯地教学生学讲海南话，还要让更
多的学生了解海南方言文化。”张光
宁说，学校将进一步丰富海南话选
修课的课堂内容，不断扩大授课对
象，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海南话和
海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云大津认为，方言是地方文化
的重要载体。由于地理原因，海南
方言有其独特的形成原因。海南
方言种类繁多，在一定程度上恰恰
体现出海南岛屿文化的包容性和
开放性。

“海南方言在传承上如果出现
断层，是很可惜的。”云大津说，让方
言走进课堂有利于保护地方特色文
化，从孩子开始培养，才能让方言文
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海南众多特色文化由海南方
言来承载，如果抛下海南方言，就

是丢下海南文化。”省旅游发展研
究会会长王健生说，海南旅游业
转型迈入新阶段，景点不能成为
旅游的唯一卖点，“文化+旅游”的
出行方式逐渐受到热捧，海南可
以借助方言资源，开发一些特色
旅游产品。

有关专家表示，海南丰富的语
言资源可以开发成旅游产品。可
以在观光旅游中，让游客学习和演
唱海南方言歌曲、戏曲，进一步了
解海南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和移
民文化。

从孩子开始 让方言更好传承下去

“阿爸啊，阿婆来，鸡仔吱吱不
上宰。肉有市，鱼有海，醋瓜带藤
是人的……”近日，在海南话选修
课上，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初一学
生跟着老师学唱海南话歌曲《海
南歌谣唱我家》。

据了解，从本学期起，海南中
学三亚学校开设选修课，面向初
一学生教授海南方言（以海南话
为主），希望他们能更好地学习海
南方言，领略海南语言和文化魅
力。

“你好可以说成‘鲁嚯’，谢谢
就是‘嗲嗲’……谁知道，三亚市应
该怎么说？”近日，在海南中学三亚
学校海南话选修课上，该校语文老
师林德武问道。台下大多数学生
摇摇头。“单阿丝！”一位学生脱口
而出，引来同学们一阵笑声。

“从宋代开始，福建移民络
绎不绝经海路和陆路迁往海南，
对海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福建人所带
来的闽方言，经过千里的辗转及
数代的融合变迁，最终发展成今
天海南岛上80%人口所通用的
最大语种即‘海南话’。”讲台上，
林德武认真地给学生们讲解海
南话的历史。

“在海南话选修课上，我们
不仅能学说海南话，还能了解海
南话的相关历史和文化知识。”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学生吴伟鑫
说，他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海南
人，却不会说海南话。学校开设
的海南话课堂十分有趣，很多同
学都很乐意学习。

听讲之余，最受学生们欢
迎的，莫过于学习海南话歌曲
了。近日，在配乐伴奏下，海南
中学三亚学校老师陈芳带着学
生们开始学唱海南话歌曲，教

室里笑声、歌声此起彼伏，好不
热闹。

“一到现旦昺汝就离开小山
村，讲好多地方无去过，欲去闹热
城市好远。（大意是明天早上你就
要离开小山村，说好多地方没有
去过，想去远方热闹的城市。）”歌
曲《石榴园》这段歌词，用海南话
一唱，悠扬婉转朗朗上口。

“原来用海南话唱出的歌曲
这么好听。”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学生黎俊亨说，自从学习海南话
歌曲后，放学路上他还会情不自
禁地哼唱几句。

“我们学校的海南话选修课
计划招收50名学生，最后却有
150余名学生报名，同学们对这
门课很感兴趣。”林德武说，这门
课的学习内容主要是用海南话表
达人们平时常用的词句，学习海
南话的历史、歌谣和琼剧，以及军
坡节、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
月三”等传统节日的文化知识。

为了让学生们轻松学习海
南话，林德武特地给他们播放了

“三百公教海南话”的网络视
频。视频中，能说会道的“汤姆
猫”让人捧腹大笑，激发了学生
们学习海南话和海南传统文化
的兴趣。

寓教于乐 轻松学习海南话

采访中，“海南娃不会说海南
话”这个话题引发了众人热议和
关注。

“我和妻子都是海南人，我的女
儿6岁了，现在一句海南话都不会
说。”由于忽略了孩子的方言教育，
林德武现在感到十分后悔。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初一学生杨
紫蝶告诉记者，他们班共49人，40
人是海南人，但是会说海南话的却
不到10人。这些人中，有些同学只
会说一些日常用语，如吃饭、洗澡、
早餐等。

这绝非个例。海口市民许强对
此也感同身受，“我们老家在文昌，
平时在海口生活。孩子从幼儿园到
初中，在学校都说普通话。我和妻
子平时在家里也跟孩子讲普通话，
孩子现在一句海南话都不会说。家
里的老人想跟孙子亲近，却因为语
言不通无法交流。”

“家里的老人们常说，‘一代
亲，二代表，三代脱了了’，说的就
是家族亲人之间的情感或将一代
淡过一代。现在看来，海南话的
传承今后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许强说。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云大津认为，随着越来越多
老一辈人的逝去，海南话中一些词
汇或俚语也跟着消失了。现在，越
来越多年轻一代不会说也听不懂海
南话。

“部分海南人不说海南话，是缺
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海南中学
三亚学校执行校长张光宁认为，缺
乏保护本土语言文化的意识和观
念，导致一些海南人教孩子说方言
的积极性不高。

不少海南娃不会说海南话

走进凤翔湿地公园

林
德
武
教
学
生
唱
海
南
话
歌
曲
。

受
访
者
供
图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