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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老师的“不速之访”
■ 吴毓桐

母校琼文中学众多语文名师中，让我印象最
深的是龙海云老师。他的板书漂亮大气，讲解课
文时条理清晰。有时，在课堂上不苟言笑的龙老
师，还会冷不丁冒出几句“冷幽默”，让人忍俊不
禁。

1978 年秋季，我在琼文中学插班就读文科
班，准备迎接次年高考，语文科教师就是龙老
师。上第一节课时，他发现一些应届生精神涣
散，喜欢交头接耳，穿着打扮过于时髦。他笑
着对这些学生说：“你们不要整天梳着“鹩哥
头”（海南俗语，意为大背头）。文昌中学那些
学习很刻苦的尖子生，都顾不上修边幅的。”课
堂上顿时响起了一阵会心的笑声。那几位同学
也在周围善意的笑声中，理解了老师的苦心和
激励。

龙老师教学经验丰富，经常让学生在笑声
中接受教育。后来，我们经常登门向他求教，
他也总是有求必应。我们上门时，龙老师会放
下备课本或正在批改的作业，不厌其烦地为我
们解答问题。他真不愧是早年毕业于华中师院
中文系的高材生。

当时，我一边在公社农场工作，一边在学校走
读。这一年，让我最难忘的是龙老师的一次家访。

1979 年 6 月一天下午，离高考只有一个多
月，我如往常一样，下午在家复习功课，傍晚与
父母亲一起到自留地干农活。天快黑时，我们
才赶回家。我看到龙老师正站在我的小屋门
口。“龙老师！”我惊喜地叫他。“妚桐，快请龙老
师坐！”父亲也惊喜地说。“不用客气，你们忙，
我随便走走看看。”我放下锄头，拉着龙老师进
屋坐下。他笑着说：“抽时间帮父母干点农活
很好。不过，考上大学后，你就不用再务农
了。”我点点头。“你的语文成绩不错，但注意不
要偏科，其他科的成绩也要搞上去。要吸收往
年高考的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复习，加把劲，
今年一定能考上。好了，你抓紧时间复习吧。”
说完，龙老师便起身告辞。

龙老师走后，我的心里还暖乎乎的，久久
不能平静。他的“不速之访”是我上中小学时
唯一一次老师登门家访。如今，40 年过去了，
我对此仍记忆犹新。在当年的高考中，我考出
了好成绩，不负龙老师的厚望。由此可见，学
生在学习生活的关键时期，老师上门家访时的
几句鼓励和点拨，对学生的成长进步是何其重
要啊。

养兔
■ 黄守仪

在乡下老家，我养了一只小灰兔“灰球”。它身
披灰色外套，两只长长的耳朵，短短的圆尾巴，像一
个毛茸茸的肉球。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给它取名叫

“灰球”吗？除了它的尾巴像灰色的小毛球，它睡觉
时蜷缩的样子像一个毛球。

吃饭时，“灰球”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
家”。它很爱吃新鲜的胡萝卜、菜叶，还喜欢吃绿
油油的青草。它吃东西时总爱挑三拣四，烂菜叶
不吃，白萝卜也不吃。它有时用红色的小眼睛观
察食物，有时又用鼻子闻闻。它用三瓣嘴啃菜叶，
嘴巴不停咀嚼着，菜叶一节一节缩短，让人感觉很
可爱。

“灰球”走路时像个小丑，常常让我们发笑。
每次，我带它去小区后院玩，它总是慢条斯理地走
着，像一只慢吞吞的小蜗牛，又像一个婀娜多姿的
小公主在展示优雅的舞步。但是，如果它看到一
片菜园，就不会这么从容了。它会以最快的速度
飞奔到菜地里，开始吃里面的菜叶、地瓜叶。

“灰球”特别爱干净，我们全家人都很用心照顾
它。它住的小屋是爷爷奶奶上山砍来竹子做成
的。它的小屋差不多有一平方米，我们在里面铺上
一些干草，然后在屋门口放上一些水和食物。

我爱“灰球”，它让我拥有了许多童年趣事。
最近，它还生了几只萌萌的小兔呢！

（作者系保亭思源实验学校 四（6）班学生，指
导老师：黄恒宝）

“你现在是什么段位？”“前段时
间《王者荣耀》又推出了一款新英
雄”……海南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
现，在中小学生的日常交往中，网络
游戏是很热门的话题。

报告显示，大多数中小学生认
可网络带来的正面影响。73.5%认
为上网能开阔视野，73.8%认为上
网可以学到很多新知识。超过八
成的中小学生通过同学或朋友获
取网络游戏信息，同龄人是中小学
生获得网络游戏信息的最重要渠
道。

“我们班超过一半的同学都喜欢

玩游戏，有些同学还组成了‘战队’。”
海口实验中学初一学生小陈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他曾因为游戏级别低而
被同学嘲笑。为了能和同学们一起
玩游戏，他曾耗费很多时间苦练游戏
技能。

三亚市民族中学一位老师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她们班上共有49名
学生，绝大部分都有手机。尽管学校
规定学生不能带手机进教室，但是学
生对网络游戏乐此不疲。有人一回
家或学校宿舍就开始玩，不少人还熬
夜玩通宵。

报告显示，中小学生最喜欢的游

戏类型分别为竞技类游戏（55.5%）、
赛车/运动类游戏（52.4%）以及模拟
现实游戏（51.7%）。

三亚市某中学高一学生黎斌（化
名）说，《王者荣耀》和《绝地求生》是
目前很流行的两款网络游戏，“每天
课间或课后，有些同学还会相互交流
玩游戏的技巧。”

有专家表示，中小学生在现实
交往中，乐于通过游戏语言来表现
自己的玩家身份、等级以及对网络
游戏文化的了解，还有的学生玩网
络游戏是为了得到同伴的认可和群
体归属感。

高中生：
你好！在消极情绪淹没你之前，

你能主动向他人求助，这种态度值得
赞许。

高中寄宿生经常会被宿舍集体
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所困扰，这正是你
们学习与不同的人共处的绝好机会，
是你们远离父母进入大学独立生活
前的必修课。我认为，与舍友和谐共
处的前提是学会好好说话。

那么，怎样做到好好说话呢？我
认为，好好说话意味着，与人说话时
要做到真诚坦白，不违心、不违和、不
违理，要注意以下方面内容。

1.学会明亮的对话。作家徐贲在
《明亮的对话》中指出，在公共生活
中，“说理”是一种理性交流、表达看
法、解释主张，并对别人可能有说服
作用的话语形式。说理是通过说明
和协商来解决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
的矛盾和冲突。说理性表达有几个
特点：内容真实、态度坦诚、有理有
据、语气平和。比如，当同学向你请
教问题时，你说“我记得老师课堂上
是这么说的”就比“这个问题老师已
经说过了……”听起来让人舒服。因
为前者是客观平和的表述，只说事实
不带情绪没有评判，不容易让人产生
抵触等情绪，还能达到提醒对方上课
认真听讲的目的。

2.学会温暖对话。《非暴力沟通》
的作者曾说过，语言是有温度有力量
的。我认为，温暖的对话有四个特
点：给人尊重、令人鼓舞、给予希望、
表达善意。虽然每次对话都未必能
完全符合这四个特点，但至少表示尊
重和传达善意是人人可为的。若对
方并无恶意，只是情绪失控，我们的
尊重和善意会感染他；若对方是恶意
所为，敬而远之的善意能让我们远离
无谓的伤害。

3.学会说适当的话。所谓说适
当的话是指对环境和沟通对象有一
定的同理心，学会体谅环境和对方
当下的状态，做到善解人意，表达的

意思、音调和音量要与时间、场合和
对象相适应。比如，宿舍就寝时，原
则上不能说话影响舍友休息。如果
你一定要说，也要压低音量不打扰
别人。当舍友的情绪激动时，尽量
不用言语去刺激对方，说话的语调
要轻柔平和，给人以稳定的暗示和
力量。在公众场合说话，一定要控
制音量、言简意赅，切不可喋喋不休
高声嚷叫。关于说什么和怎么说，
我个人非常推荐《非暴力沟通》中提
到的四个步骤：说事实、谈感受、提
希望、给建议。

4.要尊重彼此的底线。这里的
底线包括要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沟通

底线，知道哪些话不能说，知道自己
和对方不能接受的沟通方式，了解双
方语言的风格和禁忌，不任性胡说。
此外，还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不要
做坏情绪的响应者和传播者，让坏情
绪止于你的理智。作家韩松落在《冷
漠及其回声》这篇文章中说，“解决冷
漠的办法，绝对不是将它传染给下一
个人，那等于让冷漠在自己身上经历
了两次。对待冷漠，应当油盐不进，
既不主动发射，也拒绝成为它的回
声，甚至，凭自己的温度将它化解。”
对待别人传递的戾气、愤怒等易燃易
爆情绪亦然。守住这个底线，我们才
能在遭遇消极情绪漩涡时保护自己，
成为情绪风暴中稳定冷静的力量。

有研究表明，在影响沟通的因素
中，有55%取决于说话者的举止表情，
也就是通过视觉作判断；38%取决于
对语气、语调、音量等的判断；只有7%
的信息取决于词句和讲话内容。也就
是说，倾听者得出的结论，有93%来自
说话者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由此
可见，在人际沟通中怎么说比说什么
更重要。人与人之间先要学会好好说
话才能好好相处。请你从现在开始，
学习好好说话的技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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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好好说话才能好好相处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高

中生，前几天在宿舍与同
伴发生了冲突，心情很郁
闷。当天，这位同学物品
丢失后，就在宿舍到处翻
找。当他第二次在我的
床铺翻找时，我恼怒地冲
他喊道：“你的东西真的
不在我这里。”没想到，他
竟冲我大发雷霆，他的过
激 反 应 令 我 惊 愕 不 已 。
平时，我经常帮他复习功
课，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对
我。请问，我该怎样与这
样的人相处？焦急盼望
您的回复！

一个被消极情绪淹没
的高中生

相关报告显示，我国超七成中小学生喜欢网络游戏。专家支招——

与其谈网色变 不如因网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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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新 学 期 开 学
后，海口市民徐强
和儿子的关系才缓
和下来。寒假中，
因为儿子沉迷网
游，父子俩摩擦不
断。

“整个寒假，儿
子都手机不离身。
不到 3周时间，他
在《绝地求生》这款
网络游戏中的段位
就从‘青铜’晋级到
了‘铂金’。”徐强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

日前，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发布
了《中小学生网络
游戏的认知、态度、
行为研究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报
告结果显示，我国
超七成中小学生喜
欢网络游戏，网游
成为许多学生的
“社交语言”。

孩子沉迷网络游戏，是当前家长
们面临的教育“痛点”。报告显示，近
半数中小学生乐于主动与父母谈论
游戏，而主动与孩子谈论游戏的家长
比例仅为32.4%。有关专家认为，产
生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家长对孩子
成绩关注较多，而对孩子娱乐关心较
少；也或许是父母怕孩子沉迷网络游
戏，才忌讳谈此话题。成年人忽略孩

子的娱乐需求和交流心理，会造成家
庭对话机会的丢失。

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心理学博士房娟认为，针对不同年龄
段的学生，家长应该选择不同的教育
方式。在小学阶段，孩子的自制力较
差，家长需要以身作则，给予孩子正
面引导，多花些时间与孩子一起阅读
等，营造学习型家庭氛围，帮助孩子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高年级阶
段，家长可采取设定规则的方式，与
孩子达成共识。例如，规定每天游戏
的时间等，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娱乐和
学习习惯。

宋焱认为，在网络时代，玩网络
游戏是许多中小学生的休闲需求。
如果一味遏制，可能会引发父母和孩
子的矛盾。

“其实，大多数学生还是能清楚
认识网络游戏的危害。”王志强表示，
家长们不必“谈网色变”，也无须将网
络游戏视为“洪水猛兽”。日常生活
中，家长要多关注孩子内心的情感需
求，把网络游戏作为亲子沟通的话
题和构建亲子和谐关系的“桥梁”，与
孩子多沟通交流，这样他们就不会在
网络游戏中寻找虚幻的精神寄托。

中小学生为何容易沉迷于网络
游戏？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王志强分析，竞技游戏刺激好
玩。和现实相比，玩家在游戏中能
轻松赢得“成就感和获得感”。加上
孩子具有追求快乐的天性，因此网
络游戏对不少中小学生都具有吸引
力。

报告称，根据父母教育行为的差
异，将家庭教养模式分为民主型、溺

爱型、忽视型和专制型四种类型。不
同家庭教养类型的孩子对网络游戏
的表现不同，民主型家庭的孩子能清
楚地认识到网络游戏的负面影响，父
母与孩子的亲密度越高，孩子在网络
游戏里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越少。与
之相反，忽视型、专制型家庭的孩子
更热衷玩网络游戏，游戏时间更长，
更容易沉迷且花费更多。

“父母明确禁止我玩网络游戏，

一旦发现就破口大骂。”黎斌坦言，
但是，父母的做法并未能让他远离网
络游戏，“我经常背着父母玩游戏，在
游戏充值买皮肤上也花了不少钱。”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老师林德武
认为，在专制型家庭中，父母具有绝
对的权威，对孩子过分“控制”，但是
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有些青春期
孩子还会因此产生叛逆心理，故意与
父母‘唱反调’。”

“在忽视型家庭中，父母对孩
子较为冷漠，尤其是在部分单亲家
庭中，父母亲给予孩子的关爱较
少，孩子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
转而在游戏中填补。”三亚学院法
学与社会学院院长宋焱说，有些家
庭中，父母教育长期缺位，却要求
孩子考高分，孩子学业压力大，便
通过网络游戏来释放压力，继而沉
溺其中。

网游成为许多学生的“社交语言”

忽视型、专制型家庭的孩子，更易沉迷网游

重视孩子娱乐需求，不同阶段选择不同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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