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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台师范学院美术系讲师王开继：

画荔枝数他厉害

海南中学开设艺术专业课程，建设多元化艺术平台

“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交出傲人成绩单
■ 本报记者 邓钰

考前焦虑症来袭，专家建议多些平常心

把高考当成
最后一次月考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距高考仅有十余天，考生们进入最后的冲刺
阶段。临考在即，一些考生出现了头痛失眠、紧
张焦虑、无法集中注意力等考前焦虑症症状，一
些考生家长则比考生还要焦虑。针对考生和家
长出现的考前焦虑，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心理
健康教育特级教师李惠君提醒，考生和家长要积
极调整心态，以平常心应对高考。

李惠君表示，平和稳定的心态有助于考生在
考场上的发挥。考生应把高考当成高三最后一
次的月考，在战略上予以藐视；在冲刺阶段，考生
的生活要有规律。根据高考时间点调整生活节
奏和进行模拟考试，可以让考生在考场上保持良
好状态；切忌患得患失，经常进行积极的自我心
理暗示，让自己带着自信心从容进入考场。

海南省国兴中学心理老师骆思思表示，如果
考生出现了失眠等考前焦虑症症状，可以尝试以
下做法：第一，深呼吸冥想。听听轻音乐，闭眼深
呼吸，让心跳趋于平稳，让情绪慢慢平和。第二，
最后的冲刺阶段，不要再啃“硬骨头”，尽可能复
习基础内容和基本知识点，可以进一步增强应考
自信心。第三，自我暗示。闭目养神有时可以代
替睡眠功效。如果考前出现失眠症状，千万别慌
张，要暗示自己已经获得足够的休息。

高考将至，一些考生家长比考生还要焦虑紧
张。有些人一想到孩子马上要高考，就焦虑得整
夜都睡不着；有些人向单位请假专门回家陪孩子；
有些人对孩子嘘寒问暖，关注度过高。

家长的过分呵护和关爱，不仅不能给孩子带
去舒心的复习状态，反而容易增添孩子的应考压
力。”李惠君表示，面对高考，家长更应以平常心
对待，不要因为孩子改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节
奏，不要在冲刺阶段做太多“多余动作”，不要将
自己的焦虑情绪转移到孩子身上。

骆思思表示，考前冲刺阶段，家长应注意以下
内容：孩子的饮食要保持常态，尽量别吃刺激性强
或平常很少吃的食物；不要一直提醒孩子考前准
备的注意事项，如果实在放心不下，可以帮助他们
检查；当孩子情绪波动很大时，可以开展一些亲子
陪伴活动。例如，邀请孩子和你一起做晚餐，放松
一下心情；分享你过去的考试经历，让孩子摆脱

“一考定终身”的消极想法。

“陀螺”妈妈
■ 许庆柏

在我心里，我的妈妈不仅是个“全能王”，还
是一个一直转个不停的“陀螺”。在家里，她身兼
数职，是我的“大管家”和“专属辅导员”。

每天凌晨五点，天空还如墨般漆黑，“陀螺”
妈妈便开始忙碌起来。做完早餐已是早上六点
十分，妈妈又去把哥哥叫醒。然后，妈妈又来到
我的床边，“起床啦！起床啦！”睡得迷迷糊糊的
我不情愿地捂着耳朵，但最后还是乖乖起床了。

送我上学后，妈妈还在继续忙碌着。上班之
前，她要去采购午餐食材。中午，我回到家，打开
电视，等待妈妈回家。十二点半，妈妈回来了。
她打开煤气炉和电磁炉，一边煎鱼一边煲汤，化
身为厨师和服务员，一道美味佳肴被端上餐桌。
我们吃完饭后，妈妈又化身为清洁工，走进厨房
刷起碗筷。

到了晚上，妈妈还像陀螺一样忙个不停。做
完菜、吃完饭、洗完碗后，她又拿起扫把开始扫
地。不管是房间的边角，还是沙发和床底下，没
有一点灰尘逃得过妈妈的火眼金睛。扫完地后，
妈妈又拿起了拖把拖地，清扫工作终于大功告成
了！正在写作业的我，时不时会遇到一些难题，
最后都要靠我的“专属辅导员”——妈妈来帮忙
了。妈妈耐心地给我辅导，帮助我解开了一道又
一道难题。

妈妈，谢谢您把我带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我
爱您，妈妈！

（作者系保亭思源实验小学四（5）班学生，指
导老师：黄恒宝）

习作

校园达人

在今年的艺考中，海中学子交出
了一张耀眼的成绩单。

在美术方面，林倩、刘钟慧等多名
美术特长生通过艺术类本科院校（或
本科专业）的专业考试，其中包括清华
美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
四川美术学院等国内顶尖美术院校。
该校高三（17）班学生林倩获得中国美
术学院造型艺术专业第一名的佳绩；

在音乐方面，王若询、潘云笑天、洪楚
林等特长生分别获得了中央音乐学
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和英
国伯明翰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音乐学府
的青睐。在主持、舞蹈艺术方面，吴
东、王润妍等特长生分别接到中央戏
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和华中科技大
学等知名学府抛出的橄榄枝。

耀眼的成绩单，不仅是学生自身努

力的结晶，也是海中着力推进美育教育、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一个缩影。

“学生们能够取得如此佳绩，一
方面在于扎实的基本功，另一方面也
在于其独特的个人风格。”海南中学
美术教师林先动表示，该校在推进美
育教育时，不仅会向学生传授专业技
巧，还注重用经典艺术魅力感染学生
的心灵，提升他们的审美情趣与审美

品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风格。
这样的苦心得到了学生们的理

解。林倩表示，在学校美术课堂上，我
不仅能学习到创作技巧，还能感受到
不同流派作品中蕴含的韵味和情感，

“练习绘画时，老师指导我们从笔画的
疾厉、徐缓、顿挫、色彩，来感受画家丰
富的精神世界，不断将对经典艺术作
品的鉴赏，内化为自我创作风格。”

“美育的根本在于育人。我们一
直尽力搭建活动平台，让学生成为美
育教育的主角。”阮志聪表示，为推动
学校美育教育深入开展，海中搭建起
学生社团、校园活动和对外交流等多
元化的美育平台，让人人都有参与艺
术活动的舞台。

社团是参与美育活动的绝佳平
台。海中结合学校美育课程，成立
了第十二夜戏剧社、猫咔摄影社、原
木吉他社和声息音乐社等数十个艺
术社团，学生竞选担当社团负责人，

聘请专业人才担任特长生导师，社
团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据统计，
该校学生直接参与社团人数达
80％，参与各类社团活动人数达
10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海南
中学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举办艺
术节、戏剧节、音乐沙龙、电影节
和十大歌手赛等不同形式的校园
文体活动，带动一大批学生参与
到艺术活动之中，让其在参与过
程中进一步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

修养，从而形成浓郁的校园艺术
氛围。

“虽然我们不是音乐专业人士，
但学校经常为我们提供表演的机会
和舞台。”海中管弦乐队大提琴手王
若询说。

每年，海南中学都会组织管弦乐
队开展音乐沙龙，为观众献上钢琴独
奏、小提琴独奏、大提琴独奏和乐队
合奏等形式丰富的表演。

“在一次校园露天音乐沙龙上，
天色渐暗，观众们却不愿离去。他们

打开手机屏幕照亮乐谱，让乐手继续
演奏。”王若询说。

在海南中学音乐教师李彦眼中，
这样的校园音乐沙龙别有深意，“这
些小型音乐沙龙像是校园音乐文化
的一颗颗种子，悄然在学生们的心中
萌芽生根。”

“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音乐沙
龙中，体现校园艺术文化正在逐步提
升。”李彦认为，美育也是一种生活教
育，可以培养我们对生活的感觉，培
养学生对生活的热爱。

多名学子获高等艺术学府青睐

让美育教育“落地生根”

美育教育，不只局限于培养艺术
专业的特长生，更要让所有学生在音
乐、美术等艺术学科的教育中获得心
灵滋养。

“艺术教育要在校园‘落地生
根’，必须用课程做主干。加强和推
进美育工作，关键在于建立和建设课
程培养和考核机制。”据林先动介绍，
目前，海中除了艺术特长生、专业生

培养之外，还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包括
音乐、美术、书法和舞蹈等多个领域
的艺术选修课。同时，将艺术素质纳
入考核，跟踪记录学生的艺术修养分
值，以提升学生参与美育教育的积极
性。

林先动认为，推进美育教育，让
学生从课堂上收获的不仅是理论和
知识，还有美好的生活，“一个人如

果能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那么
他的品德和思想也会变得更加积极
向上。”

让美育教育在校园“落地生根”，
还体现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中。漫步
海南中学校园，走廊、墙壁和橱窗中
所展示的都是海中师生的书画作
品。不管是栩栩如生的油画，还是笔
走龙蛇的书法，书香墨韵随着微风迎

面而来，体现出学校“润物无声”的美
育思想。

海南中学艺术部主任阮志聪表
示，校园是一个无声的“教育场”。
该校结合美育工作，以书画艺术作
品为表现形式，着力打造具有浓郁
文化气息的艺术校园。为师生提供
展示平台的同时，也将艺术氛围渗
入校园。

搭建多元化美育平台

美 育 不 仅
能提升人的审
美素养，还能潜
移默化地激励
人的精神，温润
人的心灵。作
为学校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
美育在人才培
养中承担着不
可或缺的任务。

近年来，海
南中学通过开
设专业美育课
程、营造校园艺
术氛围、定期邀
请艺术名家进
校园等一系列
举措，搭建起学
生参与美育教
育的桥梁，让美
育之花在校园
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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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丽萍

立夏一过，琼岛荔枝陆续上市，
不由让人想起“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红尘一骑妃子笑，无
人知是荔枝来”等诗句。

在海南画坛，有一位以水彩画荔
枝见长的画家，他就是琼台师范学院
美术系讲师王开继。在他的荔枝水
彩画作中，细腻饱满的荔枝晶莹剔
透，似绛红仙子永驻。

王开继是临高县加来镇人。他从

小跟着身为中学老师的父亲研习书法，
开始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5
年，一位美术老师分配到加来中学，开
办了美术兴趣小组，正读初一的王开继
报名参加。提笔蘸颜墨，下笔有神思。
墨山绿林、溪流河川……在画笔的描绘
下，大千世界跃然纸上，王开继从此走
上了美术启蒙之路。

1995年，王开继考入海南师范学
院美术学院美教专业。一纸通知书，
正如艺术殿堂的敲门石，让他推门而
入。在美术学院学习的岁月里，他师
从张梦、卢向玲、梁峰等老师，如饥似
渴地吸吮着艺术的芬芳。在学校艺
术氛围的熏陶之下，他更加勤奋，并
保持着通宵达旦画画的习惯，努力在
艺术道路上奋进。毕业后，王开继被
分配到临高师范学校教授水彩画。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具有悠
久办学历史的琼台师范学校和临高
师范学校合并升格为琼台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学校重视艺术人才的培
养，艺术氛围浓厚，王开继得以在浓

荫的杏坛上驰骋。2013年，在学校的
支持下，王开继到广州美术学院高级
研修班全脱产学习水彩画一年，师从
龙虎教授与陈朝生教授。在二位老
师的指点之下，他饱览名家大作，醉
心学习，画技大增。

王开继立足于海南乡土文化元素，
不断汲取灵感并加以创造，力图将海南
的钟灵毓秀通过绘画艺术进行表达。
他的画作关注种类繁多的热带水果，尤
其钟情于荔枝，画笔下常常出现荔枝的
形象。原来，从广州美院深造回来后，王
开继开始对绘画艺术进行更深层次的探
索。一次，他到海口市永兴镇一位学生
的家里。那里有一大片荔枝园，恰逢丰
收时节，一束束绛红的荔枝压弯了枝
头。摘下荔枝果，剥开外衣，荔枝在阳
光的照射下有别样的美感与韵味，这一
幕深深地触动了王开继。他带着荔枝回
到海口的工作室，此后便专心画荔枝。

王开继画一幅荔枝图，少则十天
八天，多则两三个月，色层有时多达
二十多层。若是下笔稍有落差，就要

重头再来，废稿在画室里处处皆是。
他表示，自己并非苛求完美，而是力
求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作为一名在艺术道路上不断跋涉
的苦行者，王开继的勤奋有目共睹。
除却上课时间，他的业余爱好就是作
画，常常在画室画到半夜十二点后才
回家休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其辛勤
耕作也换来了累累硕果。王开继的水
彩作品《方圆》获得了第五届海南省优
秀美术作品展银奖，《快乐的星期天》
获第四届海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铜
奖，《荔枝熟了》被评为海南省第二届
小幅水彩作品展优秀委员作品，《荔
枝》水彩系列十幅作品参加海南省青

年水彩画家六人展。除了担任高校老
师，王开继还是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海南省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委员，海
南民进开明书院常务理事。

作为师者，王开继为海南的美术
教育默默耕耘，耐心地指导学生们在
艺术的道路上前行。他的学生创作
的画作在海南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中
多次获得大奖。

王开继表示，“下一步，我想把更
多海南的热带水果用饱和的色彩、细
腻的笔法、温馨的画面展现出来，让
更多人感受到其独特韵味，以此来表
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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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特长生进行美术创作。
（学校供图）

王开继画作《荔枝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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