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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今年8月中旬，全国禁毒公益歌曲大赛海南赛
区活动结果揭晓，海南大学音乐表演专业本科毕业
生刘泰然的原创作品《生命本不该如此》获得一等
奖。他将代表海南参加全国禁毒公益歌曲大赛决
赛。

今年9月，“95后”刘泰然考取了海南大学音乐
表演专业研究生。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对他的音乐
故事进行了采访。

谈及此次获奖，刘泰然将之归结为“幸运”二
字。在他看来，自己的作品离专业水平还有不小的
差距，“歌词还可以再精炼一些，作曲也会在后期制
作中加以改进。”

刘泰然从大二起，就开始自学音乐创作。没有
专业的录音棚和录音设备，他的音乐作品都是在学
校宿舍录制完成的。

为了参加全国禁毒公益歌曲大赛海南赛区
活动，更好地创作禁毒歌曲，刘泰然费了不少
工夫搜集禁毒知识素材。他在知乎平台上阅读
了大量吸毒者和吸毒者家属发布的帖子，了解
吸毒前后人的心理变化。和一些口号式、不断
重复劝诫的禁毒歌曲不同，刘泰然在歌曲《生
命本不该如此》中讲述了一位吸毒者的人生故
事。

“如果你问我，简单的幸福是什么模样，是菜
市场的熙熙攘攘，白沙门的海风舒爽，是又到了
家门口，抬头看见的黄色灯光……如果不是那一
秒的诱惑，你本可以选择转身回家……”这是
《生命本不该如此》中的一段歌词。前奏中，刘
泰然描绘了主人公染上毒瘾前阳光灿烂的人生
画面。副歌中，他将主人公吸毒后痛苦的情绪
宣泄出来，略带感伤的旋律，让听众很容易产生
共鸣。

在海南大学就读本科期间，刘泰然已经写了近
100首歌曲，在大学校园的音乐圈中小有名气。他的
原创歌曲曾在多个比赛中获奖，不少歌曲发布在网易
云音乐等平台，获得粉丝好评。

刘泰然表示，自己参加全国禁毒公益歌曲大赛
海南赛区活动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拿奖，而是为了
实现一名音乐人的使命。

写歌对于刘泰然可谓信手拈来。他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音乐创作其实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

“玄”。就像说话一样，一个词可以扩展成一个句
子，一个句子可以扩展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可以
扩展成一篇文章。歌曲创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
在脑海里出现一段旋律，拥有一定的作曲技巧，就
可以谱出一首歌曲。

刘泰然将自己的音乐天分归结于父亲潜移默
化的影响。刘泰然的父亲是作家，也是一位艺术
爱好者，不但精通二胡、笛子等乐器，嗓音也很
好。在刘泰然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登台演出，在
学校合唱队担任领唱，还经常参加市里的歌唱比
赛。

虽然先天条件不错，但是刘泰然当初报考艺术
院校时，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母亲劝他不要走这
条“就业面窄”的艺术道路，父亲希望他尝试学习其
他专业。但是，刘泰然最后还是报考了自己喜欢的
艺术院校。

舞台聚光灯外，刘泰然喜欢一个人戴着耳机，
在练功房唱自己想唱的歌，写自己想写的歌。

“音乐是不分国界、跨越种族的语言。”刘泰然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台下，我是一名学生。但是，
在台上，我把自己视为一名艺术家，希望通过自己
的音乐作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95后”音乐人刘泰然：

音乐，让世界更美好

很多家长都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聪明会读书，都想把孩子送到名校
就读。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家长
是孩子的首任教师，家庭就是“重点
学校”。学习并运用儿童“认知心理
学”，营造有利于孩子学习成长的家
庭环境，培养让其受益终身的兴趣
爱好至关重要。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的
“发生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发
展，不仅表现在知识的增长上，更
表现在认知结构的完善和发展上，
即“图式”的发展水平。所谓“图
式”是指人的一种心理机能结构，
通俗地讲就是个体过滤加工外部
信息的“框架”。

如果说婴幼儿时期的心理活动
大多是简单的本能刺激反应，到了
儿童阶段就进入了在模仿学习中不
断调整“建构”自己认识外部事物的

“图式”阶段。
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小时

候，家里两位兄长都爱好美术，农
闲时他俩不时画画写写，我开始
在一旁饶有兴趣观赏，后来也开
始学着他们的样子涂鸦起来。我
对他们那几本美术书籍爱不释
手，逐渐养成了浓厚兴趣并保持
至今。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

兄长的言传身教和那几本让人开
阔视野的书，我也许不会养成画画
的爱好，也少了一份审美的眼光。
这也契合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
的观点：孩子的兴趣爱好、审美能
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模仿
学习中构建的。

更深的体会是我为人父之后，
亲历了家庭环境对儿子学习成长
的影响。我是一名高校中文系教
师，妻子是一名医生，家里有一个
大书柜，里面布满了连环画、童话
故事、古今中外小说等文学艺术类
书籍。儿子小学时就开始在书柜
翻找自己喜欢的少儿图书。那套
根据古今中外上百部文学名著改
编的《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丛书》，
他在小学时已经通读并在作文中
引用了。

一次，我到学校开家长会，儿子
的同学跑过来对我说：“业涛成绩
好，老师经常在班上念他的作文。”
回家后，我拿出孩子的作文查看，里
面有篇文章描述了母亲骑单车冒着
风雨送他上学的情景，生动的景物
和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跃然纸上。
我既高兴又纳闷，便问儿子：“你的
观察为何如此细致？”儿子回答道：

“经常阅读连环画等课外书练成

的。”说实在的，我平时很少看儿子
的作业，更没有帮他改过作业。通
过耳濡目染的熏陶和大量阅读（新
知识的刺激），儿子逐渐构建了自己
认识外部世界的“图式”。较强的自
学能力是他能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
的学习“秘籍”。

日常生活中，家长要重视培养
孩子独立思考的自学能力，学习不
仅仅是背书或灌输。发生认识论指
出，儿童在学习模仿过程中，也会逐

渐构建自己认识外部世界的“图
式”，大人或书本提供的信息要经过
他们头脑中的“图式”处理后才能接
纳，而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
简单反应。

古今中外的名著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这是网络时代的“快餐式
读物”所无法替代的。因此，营造
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让孩子形成
学习兴趣，逐渐构建自学的“图式”
至关重要。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

方面，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
氛围：

一是家里要有书柜。书柜
中，要摆放古今中外名著等书
籍，特别是孩子喜闻乐见的童话
故事、科普科幻连环画等图文并
茂的书籍，让他们置身于新知识
刺激中，让求知若渴的孩子在翻
看中开阔视野，对他们的启蒙大
有裨益。

二是家长也要养成阅读习
惯。儿童时期是自我构建“图
式”的关键阶段，孩子们在模仿
动作中学习。闲暇时，经常看见
家长沉醉于阅读中的情景，能引
发孩子对书本的好奇与兴趣，进
而潜移默化地形成自己的阅读
习惯。

总而言之，儿童学习认识“图
式”处于“动态平衡”中。当已有
的“图式”不能解决新问题时，就
会产生不平衡，孩子就会调整自
己以重新达到平衡。家里书柜里
的书、家长读书看报的“动作”，
都会引发孩子好奇的模仿。大人
津津有味阅读书刊，让孩子置身
于心理“不平衡”状态，从而激发
他们不断调整自己的“图式”，进
入自我激励的良性循环状态。

百善孝为先。敬老爱老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今年重阳节期间，
海口市多所中小学校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孝亲敬老活动，弘扬敬老
爱老传统美德。

海口多所中小学校开展重阳节主题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

孝亲敬老从小做起

营造良好氛围
让孩子在自学中成长

■ 吴毓桐

敬老院里表敬意

10 月 17 日是重阳节，海南
枫叶国际学校组织了43名学生
和教职工代表，来到海口市普亲
第二老年养护院，向老人们表达
节日的祝福。

该校八年级学生勾小末给养
护院的爷爷奶奶们准备了一份特
殊的礼物——剪纸，七年级学生
崔子琪给老人准备了糕点水果

……虽然与老人们素不相识，但
孩子们都很用心，将老人们当做
自己的爷爷奶奶。喂水果、切蛋
糕、唱红歌、讲故事……在孩子们
的陪伴下，海口市普亲第二老年
养护院的老人们脸上都挂满了笑
容。

“奶奶总清楚地记得我们平时
爱吃的菜，却很少为自己着想

……”“准备一盆洗脚水很简单，但
我的内心却百感交集。抚摸着奶
奶的双脚，有点扭捏但发自内心的
感动……”在这个重阳节，多所中
小学校的学生们用各自的方式感
知“敬老”的内涵，也在行动中收获
爱与成长。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郑燕表
示，敬老爱老意识的培养，对孩子

形成良好的人格至关重要。“除了
要在学校中加强敬老教育外，父
母们平时也应该从生活小事中言
传身教，为孩子树立起孝亲敬老
的榜样。同时，社会也要加强引
导，营造敬老爱老的浓厚氛围，让
孩子们经常感受到孝亲敬老美德
的熏陶，真正让孝亲敬老的意识
走入孩子心间。

为长辈做件暖心事

校园里，许多师生分享着自
己与长辈之间的亲情故事；家
庭中，许多孩子也纷纷以实际
行动，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感谢。

重阳节前夕，海口市五源
河学校给全体学生布置了一
份特殊的家庭作业——与家中
长 辈 合 影 ，并 为 他 们 做 一 件
事。“这件事可以是制作卡片、
写封信，也可以是按摩洗脚、
做一道菜、打一个电话……”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德育处老
师吴慧说。

海口市港湾小学向孩子们发

起了“关爱老人，从身边小事做起”
的倡议，呼吁孩子们为长辈做一件
暖心事。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也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重阳节主题活
动。刚入学一个多月的一年级

新生，纷纷通过亲手炒菜、榨橙
汁、洗碗、晾衣服等方式表达自
己对父母等长辈的爱意。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学生
何凯的妈妈在朋友圈中写道，

“回到家看到儿子在擦桌子，

儿子你长大了，可以为妈妈做
很多事了。可妈妈长大了，却
很少陪姥姥姥爷了……”孩子
们在家里的孝亲敬老行动，也
唤醒了更多人敬老爱老的意
识。

国旗下颂重阳

“九月里，九月九，爬山登高
饮菊酒，带上茱萸避邪恶，吃了花
糕多长寿……”从10月15日起，
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以“传
承孝亲文化，弘扬传统美德”为主
题开展国旗下的演讲活动，引导
全体师生孝敬长辈，学会感恩。

10月 15日，海口琼山东门
一小请来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
指导师王义丽，为孩子们进行了
一场题为《感恩尽孝，回报社会》
的演讲。“羊有跪乳之情，鸦有反
哺之义。”演讲中，一则则生动的
小故事让在场师生动容，也在孩
子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孝亲敬
老的种子。

重阳节前夕，海口市第一中
学不少班级开展了重阳节主题班
会，同学们在讲台上分享了自己
平时与长辈相处的点滴故事，以
及对孝亲敬老的认识和体会。

“煮一碗淮山汤大概要半个
小时。为了防止糊锅，我要用勺
子不停地搅拌，煮好时手臂都酸
了。”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三（1）班
学生李锦泽说，自己亲自煮过后
才知道，每周末父亲为他熬制的
这碗汤是多么用心。

“爷爷平时虽然沉默寡言，但
是我们每周回去时，他都会让奶
奶杀鸡，用‘土鸡蛋’给我们煮粉
吃，这就是爷爷表达爱的方式。”
海口市第一中学学生陈柳彤将这
些和亲人相处的小细节搁在心
间，浓浓的亲情成为她不断前行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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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海口市第一中学学生卢昱君
为奶奶按摩表孝心。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刘泰然在演出。 受访者供图

海南枫叶国际
学校学生在海口市
普亲第二老年养护
院慰问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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