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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得今年花更好
■ 谢灏扬

从外归家，走过小区，我看见不远处挂着的
红灯笼。红灯笼映着欢喜，既是盼望，也是指引。

闻到酸涩的橘子气息，我便知离家不远了。
走近了，只见橘子树被修剪整齐，翠绿如玉的树
叶掩映间钻出许多小橘子，与树身上贴着的小红
包相映成趣。

回家了。
回家过年。
叩开门，家人接过我手上的行囊。听着熟悉

的乡音，挂好外套，换上拖鞋，我终于到家了。此
时奔波忙碌的心安顿下来，不管是撸起袖子进厨
房打下手，还是在棋盘上陪长辈过把瘾，都好！

春节就像一座巍峨的分水岭，将去年的心有
不甘和今年的踌躇满志分离开来。又是充满希
望的新一年。不管过去如何坎坷，祝福未来万事
胜意。

年年如此，又年年都有新的气象与新的希望。
除了除夕夜团圆饭、贴春联和“春晚”这些承

载着欢声笑语的保留活动外，近年来还增添了抢
红包、网络拜年等由科技进步衍生的新改变，它
们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传递着祝福与温馨。

在众人回乡过年的大潮中，近年出现的“反
向春运”大潮显得尤为特别。奔波一年，我们满
怀眷恋回到故土是“回家”，将父母亲人接到身边
共度春节又何尝不是“回家”？有道是，亲人在
哪，家便在哪。往亲人所在的方向奔赴，便是“回
家”！

除了阖家团聚，在爆竹声里过春节，算是儿
时最深的记忆。王安石《元日》亦有感，“爆竹声
中一岁除”。近年来，多地在春节期间禁放烟花
爆竹，海口也不例外。佛、道两家都有“一瓣心
香”之说。只要尽心，无香胜过有香。只要心中
欢喜长存，如何不算庆祝？又何必要放整箱的烟
花爆竹？草木有灵，过年也需普天同庆，少放烟
花爆竹，也让环境、自然过个欢喜年。

宋人言“从教一岁大家添，但只要明年强
健”。在海口的春意融融里，我料得，今年花更
好！ （作者系海口中学高三12班学生）

习作

不少教师围绕“教课文”来设计教学过程，一种观点提出

“教课文”还是“教语文”

穿黑衣服为什么会比白衣
服热？汤煮咸了该怎么办？如
何用环保的办法将香蕉催熟？
在科学课堂上，许多生活疑问
都成为雷鸣镇初级中学师生们
讨论的科学话题。

“没想到科学离我们的生
活这么近。”采访时，雷鸣镇
初级中学学生纷纷对海南日
报记者说，科学课堂有趣又
实用，他们在此收获了许多
科学知识，培养了科学思维
方法。

长期以来，科学教育都是乡
镇学校的盲点问题。在我省许
多乡镇地区，由于学校缺乏相应
师资和教学设备，科学教育未列
入升学考核科目，自然科学类课
程常常被忽视。科学老师上课
照本宣科、科学课程被替换为主
课等现象屡见不鲜，很多学生提
不起学习科学课程的兴趣。

2012年，雷鸣镇初级中学
开设了综合学习和实践课，引导
学生在科学课堂上开展实验，研
究科学现象。“虽然缺乏相关经
验，但是我认为科学教育非常重
要，下定决心要上好这门课。”在
曾庆平看来，青少年时期是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科
学教育要激发他们学习科学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

“只有把课上得有趣，才能
让孩子们对科学产生兴趣。”曾
庆平说。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
兴趣，他认真备课，有时还会自
己动手制作教具。此外，他还
常常带着学生进行户外实践和
观察。

“有一次，我问曾老师为什
么天晴时路上很少见到蜗牛。
他就带着我去田里观察蜗牛，
看看它们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环
境。”雷鸣镇初级中学八（1）班
学生、科学课堂的“铁杆粉丝”
洪乙德说。经过不断学习，他
已经爱上动脑思索、动手求证
未知疑问的过程。

定安雷鸣镇初级中学开设科学课堂，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让孩子用科学的眼光看世界
春的足迹

■ 程浩

也许是闷得太久了，原本喜欢宅在家的我今
天破例出去转了转。

农村和城市就是不同。刚告别了春节，不用
“烽火连三月”，一切都清净了许多，取而代之的
是满眼的绿。树木成荫，空气清新，独自走在羊
肠小道的我感到十分惬意。一阵风吹来，叶子被
风刮下，缓缓地落在小道上，更增几分诗意。我
观察，我思索，我突然发现，春天可能已经到来。

来到田野，绿得更加明显了。一眼望去，一
片绿海，还有人在这片海里跋涉。绿得可爱，绿
得清新，绿得让人舒畅，我被这景色吸引，继续走
上前想一探究竟。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所谓的
路，不过由几块石头铺就，走得相当艰难。但是
这并没有阻挡我对这景色的迷恋。越往前走，惊
喜越多，眼前忽然出现了几条小河流，水平如镜，
水天一色，盘曲在绿海中，仿佛给这绿色的身体
绣上了美丽的纹身。几只黄牛走到河边喝水，它
们站在河边，给这纹身又献上了花边，可谓是锦
上添花。我坚信了自己的猜想：春天来了。

这一切中，唯一不足的就是那烦人的石路，
走在上面，时不时脚就会被卡一下，甚至不小心
摔倒。这时，我突然发现了石缝中有一棵木瓜，
日积月累还结出了许多果实！真是“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其他的花随开随谢，木瓜长在
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居然还结了果，我被它旺盛的
生命力所感动。回首一望，它没有牵牛花的藤，
也没有牡丹花的根，在石缝中居然还能生存下
来。春天真的来了，真是一片生机勃勃。

春天已经到来，我只想在这短暂的春光中，
寻找春的足迹。

（作者系海口市滨海九小六（6）班学生）

“当学生们对生活中的现
象产生疑问时，我会鼓励他们
提出设想、进行试验、找出结
果，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曾庆平认为，不是只有科
技发明才是科学，观察、思考社
会现象和生活百态也是科学教
育的一部分内容。希望学生们
进行社会调查和科学实验时能
培养批判思维，学会用科学的
眼光看世界。

抱着这样的教学理念，曾
庆平将科学课堂延伸到校外。
他带领孩子们关注习以为常的
生活现象并形成研究报告。广

场舞的噪音污染，学校周边“五
毛食品”的卫生状况……在调
查这些现象时，同学们掌握了
田野调查、对照实验、文献调查
等多种科学调查方法。

让曾庆平最欣慰的是学
生们对湿地保护的探索和调
查。2015年，定安推进南丽湖
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那年暑
假，他带领学生沿着南丽湖畔
开展实地调查。他们翻阅史
料和新闻，查阅南丽湖的形成
历史与发展现状；用相机拍摄
沿途植被、树木、鸟与鱼，并调
查它们的品种和习性；走入周

边村庄了解村民与湿地的相
处之道。

洁白雅致的水菜花，嫩绿
飘逸的水蕨，四处纷飞的水鸟
……学生们在实地调查的过程
中，深入了解南丽湖。调查结
束后，曾庆平将此行的所见所
闻整理为《家乡的湿地——南
丽湖》一书。该书目前已成为
该校学生的科普读物。

如今，在雷鸣镇初级中学，
不少学生都是“湿地导览员”。
他们能准确识别白鹭、灰雀、海
卷尾等栖息在南丽湖的水鸟，
并向人们介绍南丽湖的历史。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刘洪利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吴忠豪认
为，目前，不少教师都围绕“教课
文”来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时间主
要花费在对课文的细致分析上，
学生加深了对课文故事情节或人
物思想情感的理解，但是语文能
力似乎没有明显长进。这样的语
文课是在“教课文”。反之，如果
学生通过课文学习，能够明确说
出自己学会了哪些语文知识或语
文学习方法，在听说读写方面有
哪些新收获。这样的语文课可以
认定教师是在“教语文”。

对号入座，大多数时候，很多
语文老师都是在“教课文”而非“教
语文”。几年前，我开始有意识地
从“教课文”向“教语文”转身。去
年年底，我在海口再次聆听了吴忠
豪教授主讲的讲座——《语文是一
门实践性课程》，又有了很多新的
启发。在“教语文”上，我觉得有
“三条路”要坚持走下去。

师说心语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
是个例子”。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挖
掘课文教材中的知识点，引导学生
学习语文知识，给学生提供语言实
践的机会。

这个学期，翻开崭新的语文课
本品读第一单元课文时，一幅幅美
丽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风景如
画的《桂林山水》，景观独特的《七月
的天山》……这些文质兼美的课文，
如果被分割成字、词、句、篇来分析，
岂不是将这些美丽的画卷割裂了
吗？为了增强教学效果，我决定进
行“单元整体教学”。我告诉孩子

们：“这些课文的字里行间隐藏着一
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跟着文字
去旅游吧。”就这样，孩子们边读边
想象，在课文描述的美景中畅游。
读完这组课文后，我们又进行了一
次整体回顾：“这个单元中，我们跟
着文字去旅游。我们都到了哪些地
方？你最喜欢哪个地方？如果你要
出游，你会选择哪里？为什么？”有
的孩子说：“我最想去桂林，看看漓
江的水是不是绿得像一块无瑕的翡
翠。”有的孩子说：“我最想去金华的
双龙洞，仰卧在小船里穿过孔隙，体
验山石朝我挤压过来的感觉。”孩子

们在热烈的讨论中，再一次走进课
文文本，在一次次的描述中实现了
语言的迁移运用。

对《桂林山水》这篇课文进行教
学时，除了让学生了解桂林山水的
特点，我还重点引导学生们观察“作
者用什么方法来描写桂林山水的特
点”，引导他们思考这个问题：“你能
否借鉴文中的表达方法写写身边的
景物？”

通过品读《桂林山水》中的排比
句，一个学生仿写出这样的句子：“公
园里的花真多呀，多得像天上的星
星，数也数不清；公园里的花真美啊，

像笑脸、像蝴蝶、像火焰，五彩缤纷、
争奇斗艳；公园里的花真香啊，引来
了蜜蜂，招来了蝴蝶。”

学习《七月的天山》这篇课文时，
我们重温了“移步换景”的叙述方式，
现学现用介绍校园的景物：走进校门
……再往里走……

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
养的养成与发展。培养学生语文素
养的主要途径是语文实践。对教材
进行恰当、有效的拓展，能为学生创
设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引导他们更积
极主动学习，让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更
加生动活泼。

用好教材这个“例子”

语文的教学内容不应止于教
材。我们可以把鲜活的生活题材引
入课堂教学中，赋予教学内容新的
活力。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我没有上新
课，而是让学生们分享他们在寒假期
间收集的对联，我们上了一节与课文

无关的对联课，了解对联的历史和典
故，做简单的“对对子”游戏。走进对
联世界，孩子们在重温节日气氛的同
时，学到了新的语文知识，又感受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何乐而不为呢？

语文学习的资源无处不在。生
活有多广阔，语文学习的方式就有多

丰富。3月12日是植树节，我给学生
们分发了一些鲜花的种子，让孩子们
种植观察，并写下观察日记。周末，
我会给学生布置“舌尖上的作业”（学
做一道简单的菜）或“指尖上的作业”
（学做一件家务），让学生把做菜或做
家务的过程和感受写进周记本。

我认为，语文课堂上可以举行辩
论会、“记者招待会”，也可以举办朗
诵比赛、演讲比赛……语文作业可以
是制作一份手抄报、一张节日贺卡、
给家人讲一个故事。家庭、社会、大
自然都可以成为孩子们学习语文、运
用语文的广阔天地。

读好生活这本“教材”

《语文课程标准》提倡“少做题，
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课外阅
读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践行“课内海量阅读”教学理念
的山东语文老师韩兴娥，在较短时间
内完成了教材的教学任务，然后用剩

余时间带领学生进行了大量课外阅
读。有人问：“匆忙将教材学完，学生
的考试成绩能有保证吗？”韩兴娥认
为，拥有海量阅读量的学生不怕考
试。大量阅读为语文学习奠定了基
础，积累多了，考试就是小菜一碟。

在日常教学中，我坚持每周给孩
子们上一节读书课。在课上，我们或
推荐好书，或开展读书交流会，或安
静阅读各自喜欢的图书，读到喜欢的
句子就写到黑板上和大家分享。我
非常赞同安徽语文教师薛瑞萍的观

点：“教师能做的和最该做的，乃是激
发、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和品位。”

大道至简，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
强的课程，语文素养应该在不断阅读、
积累和表达等语文实践中获得提升。
（作者系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教师）

打开课外阅读这扇大门

■ 曾蕊

“没想到科学
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

精彩课堂

湿地是开展科学教育的好平台

用科技之光点亮人生梦想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莫春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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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省、县级科协和教
育局的支持下，雷鸣镇初级中
学的科学教育课堂逐渐从冷门
课程转变为特色办学项目，该
校多名学生在国家级、省级科
技创新大赛中获奖，曾庆平也
先后被授予“海南省首届中小
学科研骨干”“定安县师德标
兵”“定安县先进科技教育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但是，在他看
来，科学教育的普及仍有很长
的路要走。

“科学教育的发展与一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

关。在海南，乡镇学校的科学
教育水平普遍较为落后，主要
表现为基础设施较差、缺乏科
普人才及科普资源。”定安县教
育局副局长王龙说，科学教育
的推进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
府、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家长
多方重视，协同推进。

近年来，定安县教育局借
助信息化建设，推动科学教育
不断普及，并陆续在雷鸣镇初
级中学、黄竹镇中心学校等多
所乡镇学校试点建设科技小
屋，并在全县中小学校陆续配

备多媒体设备、科学教学实验
设备和科普书籍。

“希望科技小屋能给农村
孩子搭建一个科学启蒙的平
台，用科技之光点亮他们的人
生梦想。”王龙表示，普及乡村
科学教育，不仅要推动科技小
屋的建设，还应加大推广科学
课程和培训科学老师的力度，
让学生在科学体验、科技竞赛
中不断成长，“我们希望通过长
期探索，形成一套可复制推广
的教学模式，让科学教育不断
深入基层。”

“太神奇了！用粗盐竟
然能把毛绒小熊身上的污渍
都洗干净！”近日，在定安县
雷鸣镇初级中学的科学课堂
中，看到科学老师曾庆平开
展的实验，学生们纷纷惊叹
道。

这节科学课上，曾庆平
将一个脏兮兮的毛绒小熊放
入装满粗盐的塑料桶里，然
后用力摇晃塑料桶。从桶里
取出时，小熊身上的污渍已
经去除干净。“同学们，让我
们一起来探索其中的奥秘
吧。”曾庆平说。

雷鸣镇初级中学的科学
课堂是定安县大力推广科学
教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定安县教育局通过完善基础
设施、举办主题活动等多种
方式，推广科学教育，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不断培养他
们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和
创新意识。

雷鸣镇初级中学学生在科技课堂上开展科学实验。本组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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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镇初级中学学生进行校外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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