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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老师
的带领下，海口市
美苑小学三年级学
生戴妤涵和同学们
来到省博物馆，参
观了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周年成
就展以及省博物馆
设置的多个历史人
文展。丰富的展陈
内容引来孩子们争
先恐后的提问。

近年来，随着
人们对素质教育的
关注日益提升，我省
中小学校通过带领
学生参观博物馆等
方式丰富教学内
容。与此同时，随着
我省文博事业的蓬
勃发展，省博物馆、
中国（海南）南海博
物馆、省民族博物馆
等各类博物馆凭借
丰富的展览内容，与
我省众多中小学、高
校展开合作。

教育周刊 2018年7月17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徐珊珊 美编：许丽A12

■■■■■ ■■■■■ ■■■■■

1972年，我考上文昌县琼文中
学（高中）。坐在宽敞的教室里，我与
50多位同学兴奋又有点忐忑不安地
迎来了第一节语文课。

上课铃声响起，一个中等身材、
方脸、身穿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
手拿讲义夹不苟言笑地踱至讲台中
央。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我们，然
后一板一眼地说：“我叫韩森峰，是你
们的语文科任老师，今天，请你们自
命题目写一篇记叙文。”我们摸不着
头脑面面相觑，接着“哇”地一声叫了
起来。“就写你们在暑假中亲历的一
件有意义又印象深刻的事，抓紧时间
写，第二节课后就交！”韩老师以不容
置疑的口吻对我们说。教室里顿时
安静下来，同学们凝神构思了一会就
开始写。我抬头瞥了一眼韩老师，只
见他正用手帕捂着泛红的鼻子在教

室里巡视。
“这个老师怪怪的，第一节课就

布置作文，态度那么严肃，还随身携
带手帕……是感冒了还是有鼻炎？”
我胡思乱想了一会，然后根据自己暑
假摘菠萝的经历，认真地写下一篇题
为《上山园采菠萝记》的作文。我在
草稿本上写好初稿，然后边修改边工
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作文簿上，第二
节课后交给老师。这是我与同学们
上高中后写下的第一篇作文。

令人难忘的是韩老师对我们的
作文进行的批改与讲评。第二周的
语文课上，韩老师将批改后的作文簿
发给我们。我翻开自己的作文簿，一
看就惊呆了：韩老师认真地用朱红笔
迹，帮我纠正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他
的字体如字帖般工整，点评差不多半
页长。

韩老师给两个班的学生上语文
课，几天内要认真批改一百多篇作
文，用呕心沥血来形容都不为过。
我正感叹着，突然听到韩老师以电
台播音员般的腔调念起了我与其他
三位同学写的作文。他用整整一节
课详细分析了同学们此次写作的优
缺点。

与韩老师不苟言笑的面庞相映
成趣的是他那富有魔力的嗓音。他
一开口就让我们感受到课堂的神圣
和语言的魅力。从小学到中学，不少
语文老师给我上过课，水平各有千
秋，但最有风采的语文教师当属韩森
峰老师。他的板书规范大气，评改作
文时一丝不苟；他的声音如男中音般

沉稳，音域宽厚抑扬顿挫。我想，他
如果唱“滚滚长江东逝水”绝对不输
杨洪基。

在韩老师的课堂上，教室里总是
鸦雀无声，同学们聚精会神地看着讲
台。一次，韩老师用如话剧独白般的
音调，向我们讲解鲁迅的文章《纪念
刘和珍君》。讲到刘和珍被害时，韩
老师又习惯性地从裤兜里掏出手帕
按着发红的鼻子。

毕业后我不曾与韩老师再谋面，
但曾在通什遇见过他的女儿。我向
她谈起韩老师上课时的逸闻趣事，却
忘了问老师的鼻炎是否已经痊愈。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韩
老师，忘不了第一堂别开生面的作文
课，忘不了他深夜在宿舍伏案耕耘的
身影，还有他那永远随身携带的叠得
整整齐齐的手帕。

露营记
■ 陈星光

假日，听说舅舅要邀请我们全家人去野外露
营，我差点激动地跳起来。我心想：“这可是我第
一次去野外露营呢！是不是真的如书上所说的有
星星、日出、虫鸣呢？”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我们
出发了。

经过一路颠簸和游玩，我们到达了七仙岭山脚
下。太阳公公早已下班，月亮姐姐似乎感受到了我的
目光，正准备躲在云朵弟弟身后。还有那漫天的繁星，
一个个眨着眼睛从云层里挤了出来，正睁着好奇的大
眼睛看着我们。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看，启明星！”我
们的目光立刻被吸引过去。哇！启明星挂在天幕上就
像一盏明灯，为路人指引方向。

爸爸、舅舅搭帐篷，舅妈洗菜、洗米……大人们
各忙各的，我们几个小孩子就在草丛中玩耍，一会儿
找小青蛙，一会儿抓蟋蟀。

不久，炊烟袅袅，香气扑鼻而来，丰盛的晚餐做
好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睡意涌了上来。我躺在帐
篷里的气垫床上，听着外面的虫鸣蛙声……听着听
着，我仿佛成了它们的一员，与它们一同欢笑歌唱。

清晨，舅舅叫醒睡意朦胧的我：“快起来看日出。”
我心想：“日出？我还没见过呢，应该很美吧？”想到这
儿，我立刻穿好衣服冲出帐篷，生怕错过了日出。

我从帐篷出来时，天空还是灰蒙蒙的，东方还有几
颗残星。过了一会，大地开始亮了起来，东方出现了一
抹鱼肚白，太阳跃出了地平线，红色的朝霞将大地照亮
了。看到这一幕，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欢呼出声。观看
日出后，我们收拾好东西，依依不舍地回家了。

在这次野外露营中，我们远离了城市的喧闹，感
受到大自然的幽静和魅力。这次野外露营不仅增长
了我的见识，也让我更加热爱大自然。

（作者系保亭思源实验学校四（6）班学生，指导
老师：黄恒宝）

高考输了
人生不能输
■ 赵自力

孩子：
这段时间，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那天我陪你到学校查高考分数时，你就显得心

事重重，担心上不了一本。前不久分数线公布后，你
果然差了几分。读了那么多书做了那么多题付出了
那么多努力却输在这几分上，一时难以接受的你竟
然嚎啕大哭起来。

我没有马上安慰你，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吧，把
心底的委屈和难受全都哭出来。作为父亲的我，
不想你太压抑了。那天你哭够了，我把纸巾递给
你时，你不好意思地笑了，问我是不是哭得很难
看。我轻轻拥着你，一米八的你靠在我的肩膀上，
我还真有些不习惯。我好久没这样抱过你了，我
摸着你的头发，拍拍你的背。你反过来安慰我说，
不管怎么样高考已经结束了，新的人生才刚刚开
始，你会继续努力。那一刻，我提着的心放下了，
相信阳光开朗的你，很快能驱散心灵雾霾，呼吸更
为清新的空气。

孩子，听说你对历史感兴趣，你妈妈特意带你
去历史博物馆参观。你在博物馆里流连忘返，买
回一大堆历史类书籍。你回来后非常高兴，直呼
外面的世界太精彩，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孩
子，人生就像一条小河，蜿蜒曲折是少不了的，但
只要你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流
向更广阔的水域。

孩子，知道你喜欢看球赛，这届的俄罗斯世界
杯我常陪你看。还记得我们半夜起来看的那几场
球赛吗？我们为阿根廷欢呼，为德国队的绝杀跳
跃，我们喝着啤酒看足球，过了一把足球瘾。其
实，老爸这个球迷是假的，只是临时恶补了一些足
球知识以免在你跟前露馅。在高考结束的重要人
生时刻，也许陪你看世界杯也是父爱打开的另一
种方式。

孩子，人的一生充满挫折，高考失利不能选择心仪
的学校只是其中一种，但这并不足以毁掉你的人生。

孩子，高考不是人生的起点也不是人生的终
点。高考输了，但是人生不能输，愿你用足够的努力
去赢得更美好的未来。

爱你的爸爸

如今，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集
体参观博物馆已成常态。正如多
位中小学校、高校相关负责人所
说，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是颇具意
义的校外活动，它可以通过直观的
方式，加强学生们对本地历史文化
的了解。

“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
馆，可以让孩子们有更多机会了解
人文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美学

熏陶。”美苑小学副校长钟文慧认
为，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
艺术场馆，可以让孩子们在成长过
程中加深对于“美”的认知。

在钟文慧看来，除了美学熏陶，
参观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艺术场馆也
是学生们感知生活、感知周边世界
的重要方式。“生活即教育、行是知
之始，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深深
影响着我们。课本知识并非包罗万

象，在‘学校+社会+家庭’的教育氛
围中成长，孩子们才能学到更多。”
钟文慧说。

此前，美苑小学曾多次组织学
生们参观省图书馆。作为省级防震
减灾科普示范学校，该校还曾组织
学生们参观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
了解海南地质知识。

戴妤涵一边参观展览，一边帮
同学们拍照记录下校外活动的精

彩。参观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成就展，她告诉记者：“很多老
照片让我们看到了海南过去的样
子，这些是我们在课本里学不到
的。”

近年来，省博物馆还将“馆”搬
进了学校课堂。省博物馆特别开设

“海洋知识进课堂”，工作人员会将
展板、幻灯片以及标本、模型等带进
小学课堂，与青少年展开互动。

我省各类文化场馆牵手青少年教育

博物馆变身“第二课堂”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公
共文化艺术机构，在青少年成长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学
校和博物馆在提升学生素质和技
能方面，都在积极探索更多的合作
方式。

日前，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在
海南大学开展了一场青年志愿者的
面试，通过面试的大学生可以在省

博物馆展览讲解、咨询引导等岗位
上为公众提供志愿服务。此次招募
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就引发了大量
海大学子的关注，超过600名学生报
名参加。

据海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指导老师杨智伟介绍，海大多个
学院都逐步与省博物馆开展了志
愿服务合作项目，学生们希望利

用自身特长为博物馆开展志愿服
务。

除了海南大学，省博物馆目前
已成为我省许多高校的实习实践基
地。同学们在此实习，获取社会实
践经验。

“希望学生们未来可以发挥
他们的专业特长，参与到博物馆
的展陈设计等工作中，为博物馆

提供专业技术方面的服务。”何彪
说。

据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馆未来将与我省大中小学校在合
作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更多尝试。在
各类公共服务机构与学校的共同推
动下，通过馆校多元合作方式，让博
物馆的公共文化教育功能得到最大
限度的发挥。

来博物馆参观学习的，不只是
中小学生。

今年年初，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会展专业学生到省博物馆上了一堂
课——“展示空间与设计”。将博物
馆、规划展览馆作为第二课堂，是该
专业近年来的创新探索之一。

“前些年，我们经常参观会展行
业的展会、展览等。今年，我们将博

物馆定为开展‘展示空间与设计’第
二课堂的重要地点。”海南大学旅游
学院副院长何彪告诉记者，相较于
中小学或高校其他专业学生的参
观，会展专业学生们的参观更有专
业目的性，省博物馆也专门安排了
展览策展人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讲
解。

曾在省博物馆进行志愿服务的

海南大学大一学生苏伟平认为，“在
博物馆参加志愿服务，需要我们主
动去搜集大量资料，汲取相关专业
知识，不断提升自我表达和沟通能
力。”

“移动课堂打破了地理空间和
师资上的局限，可以让大学生们享
受到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从学
生们后来进行的分组课堂汇报和

提交的个人心得体会，可以看出他
们此次收获颇丰。”何彪说。在他
看来，大学课堂除了要教授给学生
专业知识外，也可结合本地文化资
源，加深人文通识教育。对于会展
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博物馆不仅能
提供展陈方面的专业教学资源，也
可以加深他们对海南历史人文知
识的了解。

7月至8月，省博
物馆在馆内"攀丹书
院"举行观奇甸之景、
涉南溟之地、品海南
之美、学琼州之艺四
大主题活动：

观奇甸之景系列
活动包括绘画、篆刻、
拓印书法等内容

涉南溟之地系列
活动包括“我在海博
修文物”、福船远航、
水下考古探奇观等

品海南之美系列
活动包括制作黄花
梨、沉香等名贵木料
制品及香料，动手搭
建原汁原味的海岛民
居等

学琼州之艺系列
活动包括体验织锦纺
线、染线等过程

以上活动在7月
陆续启动报名，公众
可关注"海南省博物
馆"微信公众号了解
详情。

（尤辑）

走进文化场馆 接受美学熏陶

在“第二课堂”汲取专业知识

馆校多元合作 提升学生技能

难忘的一节语文课
■ 吴毓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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