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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 朱凌

这段日子，女儿似乎到了反叛

期，每当我问她作业完成的情况，

她就像吃了火药一般回答我。对

于她的变化，我很是头疼，以往这

个小姑娘可不是这样的，现在到底

是怎么了？

我向先生提及女儿的变化时，

他轻声问了句：“你问她作业完成

情况时，你的态度怎么样？”他的话

让我很意外，我是什么态度？我无

非就是问她做完作业没有。如果

她说没有做完，我便会不停地催促

她，让她早点写完。

先生对我说：“你难道没觉得

自己的语气有问题吗？”我说：“我

的语气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让她

快一点，催一下她而已。”先生听

了直摇头，“你那哪是催促，你分

明就是指责。你不仅指责她写得

慢，你还总拿她和其他的同学比，

经常说她不如别人。你这样做的

结果，只会让她不断顶撞你。”

先生的话让我很意外，我只是

催促一下，本意并不想指责孩子不

如别人，可是我的话语和声调却让

孩子误会了。所以，当我的声音高

一度，她便会高出我两度。有几

次，因为她顶撞我，我差一点就要

动手打她。

那天，先生对我说，“孩子就

像白纸，你怎样对她，她就怎样对

你。你如果温柔，她就会听话，你

若总是冲她放狠话，时间久了，她

也会这样对你。父母是孩子的一

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不仅会照

出父母的修养，同时也会照出孩

子的将来。”

他这番话，不由让我思考了许

久。是啊，每次我对女儿的态度，

不是催促，就是指责。我总认为她

的速度过慢，总认为她不如别的孩

子。渐渐地，我发觉她并没有在我

的催促中有所改变，问题反而越来

越多。

此后，我不再催促女儿写作

业。我只是让她在规定时间内将作

业做完，然后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

么去，不再像过去那样守在她身
边。虽然那天她作业还是做得相当
慢，但是由于少了我的唠叨，女儿的
心情明显好于平常。

我的改变让女儿感到很意
外，她说我变得温柔了。现在，
虽然女儿有时做作业仍然很慢，

但是我尽量压着火气，与她心平
气和地讲道理，她也会听从我的
意见。

随着我的改变，女儿也发生
了改变。看来先生说的一点都没
错，孩子今后会怎样，取决于家长
今天怎样对待她。

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动动指尖，家长们就能在手机上及时获取孩子到校和离校通知、课堂表现、在校动态，还可以了解孩子的学习体
会；老师们可以在线布置作业，班级评比、查看学生到校打卡情况……

目前，三亚一些中小学校通过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开展“智慧校园”建设，今年将重点打造17所示范
校。这些学校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搭建起家长和学校沟通的桥梁，让家校沟通更紧密。

三亚部分中小学校运用“互联网+大数据”，让教育教学更加智能化

你好，“智慧校园”！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快乐的“陷阱”
■ 袁婉瑜

教室里像炸开了锅一样，我们
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老师让
我 们 玩 一 个 游 戏 ，叫“ 数 字 陷
阱”，游戏规则是让同学们从“1”
开始依次报数，报到“3”的倍数
时击掌通过。谁要是把这个数说
出来，嘿嘿，那就得学三声动物的
叫声。

游戏开始了，罗薇薇报完“1”
“2”后，拍掌通过第一个陷阱。接下
来轮到杨妃烨报数。她自信地站了
起来，大声说出“3”，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人掉进“陷阱”了。大家都乐坏
了，有的捧着肚子笑，有的用手指着
她笑……杨妃烨愣了半天才反应过
来，她的脸蛋通红，学狗叫了三声
——“汪汪汪”，最后她也忍不住笑
了起来。

“4、5……”游戏环节到了王
贤康那儿。他慢吞吞地站起来，
想了一会儿才大声喊“12”。“12是
3 的倍数啊。”“又有人掉进陷阱
啦！”同学们有些幸灾乐祸地喊：

“学猫叫，学猫叫……”王贤康只
好学猫叫了三声——“喵喵喵”，
教室里又响起一片笑声。

很快就轮到我们组了。蔡兴
志同学喊了声“2”，我差点就要脱
口喊“3”了，但是马上就想到3是3
的倍数，因为一三得三呀。我立刻
拍了下手，把嘴边的“3”咽了回去，
差点就掉进陷阱里了，真是惊险。

游戏结束了，同学们仍意犹未
尽。不管有没有掉进“陷阱”，大家都
很开心！这真是一个快乐的陷阱啊！

（作者系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四（4）班学生，指导老师：曾蕊）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高中班主任，最近发现班上有

些学生学习三心二意、粗心大意，缺乏坚持性，每次
考试都有人忘记填写个人信息、填涂答题卡不规
范。我每次都苦口婆心提醒，但效果甚微。我觉得
逐个帮助学生解决这些问题难度太大，借助班级活
动帮助他们可能效果更好。只是不知道从何入手，
求赐教！谢谢！

——一名求知若渴的班主任

求知若渴的班主任：
您好！来信收悉。从您的观察中，我读到了您对

学生的爱。我认为这是好老师最重要的品质。

您想借助团体的力量帮助个别学生除掉小毛病

的设想非常棒，这个设想符合中学生重视同伴关系

的年龄特征，又符合教育学提倡的在集体中通过集

体进行教育的原则。

那么，针对学生做事不专注、粗心大意等问

题，如何通过集体进行教育呢？我认为，你可以围

绕“三点一线”，设计成班级成长目标和组织班级

教育活动。“三点一线”的内容是关注三个点，即

专注力、规范性和良好习惯的养成；突出一条主

线，这条主线是促进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即所

有教育活动都要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管理自己和

成就自己。要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从以下方面着

手：

1.专注力。告诉学生专注力对提高学习效率

和质量的重要性、提高专注力的具体方法，鼓励和

督促学生利用一切机会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例如，

先从净化学习环境开始，清理学习环境中出现的干

扰和诱惑因素，建立学习的秩序感；养成一时只专

注做一事的习惯，记笔记以维持听课的注意力；鼓

励学生多感官参与学习，做到眼到耳到手到心到，

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最后，让学生学会应对干扰

和诱惑的方法。遭遇干扰和诱惑时，可以用两个方

法进行处理：一是中断干扰，暂停活动休整身体后

再继续；二是切换频道，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喜欢

和擅长的功课中，待注意力稳定、心绪平静后，再切

换回原来的学习频道。

2.规范性，包括生活规范和学习规范。日常校

园生活要严格遵守学校的规范，班级生活要遵守班

级规范，住宿要遵守宿舍管理规范，学习要有学习

的秩序与规范，比如书写规范、答题规范、考场规范

等。我们的生活里无处没有规范，学会尊重和遵守

规范，才能与外界环境达成和谐。为了保证日常学

习生活的顺畅，老师要指导学生遵守规范，做到按

部就班有序生活；提醒学生借助对规范的尊重与遵

守，建立自己的学习生活秩序感。

3.行为习惯。当学生有了专注和规范做事的

意识后，剩下的就是持之以恒的训练以至养成习惯

了。学习习惯主要包括专心致志的习惯和规范答

题的习惯。有关研究表明，一个行为习惯，一般需

要至少21天坚持不懈的训练才能初步养成，若能

持续训练90天，则能习惯成自然。在这个过程中，

班级氛围的营造，老师、家长和同伴的督促勉励，个

人的自觉坚持，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4.自我同一性。所谓自我同一性，指青少年同

一性的人格化，是青少年的需要、情感、能力、目

标、价值观等特质整合为统一的人格框架，即具有

自我一致的情感与态度，自我贯通的需要和能力，

自我恒定的目标和信仰。简而言之就是把自己“众

多的人格”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人格。

中学生心理成长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自我同一性的

发展。为了帮助高中生顺利完成自我同一性的发

展任务，班主任在开展班级教育活动时，要提醒学

生观察自己在学习、生活中的所思所感所言所为。

比如，在专注力和规范性训练的过程中，观察自己

与身边同伴有何异同，在习惯养成的效率和质量方

面有什么特点，从中认识自己并合理规划自己的生

活。

如果您在班级教育管理的过程中，能有计划地

持续抓好这“三点一线”，将其落实到三年的班级建

设中，学生将收获良好的专注力、规范性和行为习

惯。这也能帮助学生培养一生健康幸福的核心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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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生学习
粗心大意怎么办？

习作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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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教育信息化校园建设

刘燕红认为，“智慧校园”平台

通过信息化手段，让学校的教育教

学管理更加便捷和智能化。

但是，“智慧校园”平台的推广

并非一帆风顺。“红旗小学地处偏

远，‘智慧校园’平台作为新生事

物，获得很多师生的好评。”刘燕红

说，但是，由于部分家长不会操作，

一开始平台的推广并不顺畅。对

此，红旗小学专门召开家长会，指

导家长使用“智慧校园”平台进行

家校沟通。

据黄炳介绍，到2020年，三亚

计划打造一批“智慧校园”平台试点

学校，基本建成全市协同和数据共

享的统一教育云平台，进一步推动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建

立健全三亚智慧教育体系。

“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打

造‘智慧校园’平台，用信息化引领

教育现代化，让教学变得更加多样

化，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三

亚学院信息与智能工程学院院长

刘开南建议，试点学校还可以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模式，建立学校

数据中心，“因材施教”，引导学生

主动高效学习。

学生有了专属二维码

“孩子年纪小，老师在课堂上
布置的作业、学校发布的通知，她
有时会漏记或错记。”红旗小学学
生家长高月认为，通过“智慧校园”
平台，家长能及时掌握学校和老师
发布的相关信息。“家长还可以通
过这个平台，帮助孩子在线同步学
习，了解孩子的考勤情况、给孩子
请假等，非常方便。”高月说。

“老师拍照记录下孩子平时的
课堂表现、参加社团活动的情况，
然后在‘智慧校园’平台上发布。
家长从中可以看到孩子从入学到
毕业的成长历程，很有纪念意义。”
三亚市第九小学学生家长文振说，

他每天都能在“智慧校园”平台上
看到孩子的在校表现，还能在平台
上分享孩子的学习经验或对学校
管理提出建议，直接与老师甚至校
长沟通。这个平台让家长和学校
之间的沟通更顺畅。

“老师可以通过平台布置在线
朗诵等作业，并进行即时评测。”红
旗小学英语教师荷业莲说，“智慧校
园”平台，还能让老师更有效与家长
沟通，督促学生学习。

在三亚市第九小学采访时，该
校学生佩戴的校园卡上的二维码
吸引了海南日报记者的注意。“这
是我们每个人专属的二维码。”三

亚市第九小学学生樊昀航说，“如
果我们在学校或课堂表现优秀，老
师就可以扫描二维码，给我们相应
的‘海里’奖励。”

“海里”是三亚市第九小学给
予学生好评的计数单位，学生们
每次积攒到50“海里”，就能进行
一次“晋级”，晋级职务从水手、水
手长、三副、二副、大副直至船
长。“一个学期内，学生如果能晋
级到‘船长’级别，就能获得相应
奖励。”三亚市第九小学副校长宋
斌麒说，“智慧校园”平台记录了
学生的校园生活，用数据讲述学
生的成长故事。

此外，“智慧校园”平台能为教
育主管部门、学校、老师、家长提供
大数据智能分析资源，在学校管理、
家校沟通等多方面提供数字化、智
慧化的管理与服务。

“‘智慧校园’平台能多维度
采集数据，每个月都会生成有关
学生、班级和教师的评比报告。”
三亚市第九小学校长吕锐说，例
如，班级评比报告包括了学生课
堂表现、班级卫生状况等内容，由
学校老师组成考评队进行交错评
分，“利用大数据，可以实现学校
各项工作的信息化，打造开放、高
效的‘智慧校园’。”

触摸“智慧校园”生活

“7时40分，您的子女已到校。”
11月30日上午，当三亚市第九小学
一年级学生赖案瑾进入校园时，他的
母亲林世如便收到这样一条手机短
信。原来赖案瑾佩戴的校园电子感
应卡与校门口的电子装置发生感应
后，“智慧校园”平台就会给他的家长
发送一条提示短信。

当天上午，三亚市第九小学教师
林师能进入校园后，通过“三亚市第
九小学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进行考
勤打卡。从踏进校门开始，该校师生
便开始了一天的“智慧校园”生活。

什么是“智慧校园”平台？这个
平台包括哪些内容？

据三亚市教育局电教站站长黄炳
介绍，三亚市2015年建成三亚市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今年又启动平台
手机客户端应用，全市师生在平台上
均有个人账号和信息。通过三亚市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三亚市中小学
校可根据各校情况进行“智慧校园”平
台建设，实现数据资源共享。“智慧校
园”平台的主要功能是为学校管理教
学以及家校互动提供服务。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发现，三亚
部分学校的“智慧校园”平台功能丰
富，可发送学校通知，开展在线课堂，
记录师生考勤情况和学生成长记录、
课堂表现，以及学生在线请假、班级
评比、电子卡定位、智慧图书馆、微课
堂、家校圈等多种功能。

“我们与第三方公司合作，以云
技术和物联网为基础，以大数据为支
撑，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进行师生
信息整合，开发了具有本校特色的

‘智慧校园’平台。”三亚市第九小学
信息管理部主任何声尧说。

近日，三亚市海棠区首个“智慧
校园”平台在红旗小学启动。“‘智慧
校园’平台，一方面拓宽了家长们获
取学校信息的途径，帮助学生高效地
学习，另一方面，学校和老师能利用
平台上的大数据信息，多方面了解学
生的情况。”红旗小学校长刘燕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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