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主题论坛上，高级研究班学员、海口市第
二十五小学校长赵檀木展示的一段短视频，令众
人连声赞叹。视频中，该校一名金发碧眼的外籍
小学生，边摇晃小脑袋，边学唱琼剧，声音稚嫩却
不失韵味：“鸟儿飞、艳阳照，校园春光无限好
……”

让外籍学生学讲海南话、学唱戏剧，只是海口
市第二十五小学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突出海南教学
特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这所创办于1964年的
海口老牌学校也在积极进行课程改革和探索。“我
们认为，学校在建立新一轮课程体系时，可以先思
考几个问题。例如，学校有哪些历史与文化传统，
如何突出学校的办学特色等。”赵檀木说。

赵檀木介绍，在突出教学特色方面，该校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小飞
鸽”课程体系，突出海南元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海南发展的生态优势。为培养学生们的环保意识，
我们依托传统、集中力量开发了《与春同行》课程，
组织学生们走向大自然、回归乡土，在广阔天地中
接受生态教育。”

突出海南教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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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研究班学员、河北省石家庄市神兴小学校长
霍洁一直关注着海南教育的发展和变化。她注意到，
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地的名校长、名教师被引进海南，
多所名校也争相“落子”海南。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在主题论坛上表示，近年
来，我省努力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下功夫，取得
了阶段性成绩。但是，海南教育历史欠账较多、底子
较薄，需要补的短板还很多，希望有更多专业过硬、理
念先进、成绩优异的教育行业领军人物来到海南，投
身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霍洁认为，除了对外引进人才，内部培育人才也
同样重要，“在石家庄市，我们主要运用‘集团化+学区
化’办学模式，即通过区域内名校带动新校、农村学校
的方式，促进优势师资流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余凯介绍，该中心
成立近20年来，共培训了6000多名校长，其中不少人
为海南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未来，该中心将为更多海南学校的校长提供针
对性教学，多管齐下帮助他们讲好海南教育故事，传
播海南教育声音。

多管齐下补齐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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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证监会、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证
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合作备忘录》，提出推动
证券期货知识有机融入课程教材体系，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开设投资理财课程。业内人士称，这体
现出我国对金融素养、财商教育的重视。

在高级研究班学员、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
小学校长张敏看来，金融素养的培养是一个系统
工程，与学生的生涯教育关系紧密。对于正在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海
南而言，学校的财商教育可提前谋划“先行一
步”。

“在上海，我们通过‘家长微课程’，即邀请从
事金融业的学生家长或相关从业人员到校讲课，
为孩子普及财商基础教育。”据张敏介绍，每节财
商启蒙课开课前，学校都要和授课人员沟通教学
内容、思路和方法，统一安排助教，确保孩子们听
得懂、学得进。“欢迎海南各校师生到沪开展经验
交流和研学活动，实地学习和体验上海的财商教
育环境和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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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飞扬
不妨做个生活的学习者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高中女生，最近因为
艺术节排练的事遭到一些同学的非议、排
斥与孤立。可能因为我是班级舞蹈节目的
领舞才遭人嫉恨吧。有人说我高傲、目中
无人，明里暗里教唆大家疏远我。我其实
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珍惜为班级作贡献
的机会。我带领同学排练舞蹈时尽心尽
力，不料自己的苦心和付出竟换来这样的
结果。面对非议和排斥，我对学校生活充
满恐惧和绝望。老师，请问我该怎样远离
这些困扰？谢谢！

一个备受困扰的女孩

备受困扰的女孩：

你好！来信已拜读。发展心理学的研究
表明，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同伴
关系，最不能承受之重是来自同伴团体的排
斥和孤立。你目前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
难受程度不言而喻。我想给你一个大大的拥
抱，希望能给你一些温暖，让你知道自己不是
孤身一人在应对挑战。

针对你正在经历的困扰，我想给你以下
几点建议：

首先，积极赋义你的遭遇。什么样的人
才会被人当作谈资？西方有句谚语——

“没有人会踢一条死狗”。同理，被人非议
的往往都是人群中引人注目的佼佼者，而
非议别人的往往是心怀羡慕嫉妒恨的人。
他们说你高傲是因为你鹤立鸡群，你比他
们优越，我认为这是变相的赞美，同时也暴
露了搬弄是非者人品之低劣。如果这么积
极赋义别人的非议，给各种无意或恶意的
诽谤以积极的赋义，你心里是否会少些委
屈和郁闷？

其次，坚持做有益身心的事。无论心情
多么糟糕，也要坚持为人处世的底线和原
则，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对自己身心健康
有益的事，将心力专注于美好的事物上。
比如，在别人搬弄是非时多读一些书、多做
一道题、多背几个单词，要比对别人的非议
耿耿于怀更能强壮心志。实在太难受的时
候，就调动你发达的文艺细胞，用艺术活动
提升技艺、安抚身心。身处人生低谷时，更
能识别人性冷暖，远离那些爱嚼舌头的好
事之徒，珍惜那些顶着外界压力亲近你、关照
你的人。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
能也没必要做到面面俱到、人见人爱。有研
究表明，能享受独处美妙的人，更有心力经营
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充分利用这段被排斥
的独处时光，韬光养晦积淀能量，做一些独善
其身的功课，为自己的梦想潜心努力方为上
上策。

第三，学会体谅和取悦自己。面对不友
善的环境，你更需要体谅自己，允许自己放慢
生活和做事的脚步，接纳自己的情绪并允许
自己用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用文字
写下来，用画笔画下来，用歌声唱出来，用运
动宣泄出来，用舞蹈跳出来……总之，选择适
合自己的方式，用积极的行动对困扰自己的
情绪进行合理的宣泄与清理。取悦自己的方
式有很多，比如做你喜欢做的事，读你喜欢读
的书，看你喜欢的电影，听你喜欢的音乐，吃
你喜欢的美食，与你喜欢的人共处等，将自己
投身于喜欢的人与事之间，你会顷刻间满血
复活。

亲爱的孩子，要相信生命中发生的任何
事情都有意义，不妨做个生活的学习者，用
心去寻找所有经历中蕴藏的意义，你会发现

“流言蜚语”“恶意诽谤”带给你的不仅是伤
害，还能给你飞翔的翅膀、强大的心智，帮助
你茁壮成长。祝你逆境生长、逆风飞扬！加
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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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作

《忆江南》原是唐教坊曲牌名，后
来用作词牌名。根据《乐府杂录》记
载，这个曲牌名最初叫做《谢秋娘》，
又名《梦江南》《望江南》《江南好》等。

白居易在少年时期就对杭州充
满向往之情，他曾在江南一带游历，
后来还写诗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

“昔予贞元末，羁旅曾游此。甚觉太
守尊，亦谙鱼酒美。”

后来，白居易先后担任杭州刺史
与苏州太守，不仅留下了许多吟咏苏
杭美景的诗篇，还为百姓做了许多实
事，比如说，为了解决杭州人民的饮水
问题，他疏通了湮塞的水井；为解决旱
涝威胁，他增筑湖堤蓄水灌田等。因
为他一心为民，当地百姓对他非常爱
戴，在他离任之时纷纷前来送行。而
白居易同样被百姓的真情所感动，临
别之际觉得自己为百姓做得还不够，
惭愧地写下“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

然”。此外，他还一心挂念百姓的饥
寒，感叹“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离开苏州12年后，身在洛阳的
白居易回忆起江南风景仍然充满感
情，便写下了我们今天要品读的这首
词《忆江南》。

这首《忆江南》记录了白居易对
江南的回忆与怀念。12年过去了，许
多记忆已经淡忘，许多细节也已经模
糊，但在这首小词中，诗人用饱含热
情的笔墨深情回忆了江南风景，仿佛
旧日风景还在眼前一样。语言简洁
明快，意境清丽活泼，读起来朗朗上
口，因此这首小词也成为我们心中的
江南印象之一。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这首词
开篇用“江南好”三个字对江南进行
了简洁的评价，奠定了这首词的感情
基调。“谙”意为熟悉，是说江南的好
风景他以前就很熟悉，又与“忆”字相

照应，为读者勾勒出江南的大致轮
廓。那么，江南风景到底怎么样？又
是什么让白居易多年以后回忆起来
依然充满喜爱之情？

紧接着白居易以“日出江花红胜
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两句对江南进行
了具体化的回忆。在初升太阳的照耀
下，江边的花朵开得比火焰还要红。
每到春天，一江春水便绿得像蓝草一
样。词中的“蓝”指的是蓝草，它的叶
子可以提炼出蓝色染料。这两句词分
别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使花之红与
水之蓝都具体可感。红色与蓝色的对
比又为画面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使这
幅江南春景图鲜亮明媚。

中国古代文学惯用颜色对比来
活化画面。比如人们熟知的杜甫的
《绝句》，其中有“江碧鸟逾白，山青花
欲燃”，还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
鹭上青天”，一个活泼亮丽的春天在诗

人的笔下活灵活现；白居易的诗歌中，
也曾多次运用色彩来表现画面。例
如，《题岳阳楼》一诗中有“春草绿时连
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秋思》中则
有“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二者都
是在广阔的空间中点缀亮丽的颜色，
使画面在宏伟之外更加生动。在《忆
江南》中，“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这两句词用简洁的语言抓住
了江南春景的特色，从中可见白居易
对江南美景的喜爱之情。

最后，白居易深情地咏叹“能不
忆江南”，通过反问手法的运用充分
表现了他对江南的深切怀念，全词以
此作结，韵味绵延悠长。

莺飞草长的江南胜景无数，这首
小词仅用27个字便描绘出一幅记忆
中的画面，让江南好的词章传唱了千
年。江花江水中是时光无法磨灭的
怀念与深情。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唐·白居易《忆江南》词赏析

■ 李静

全国小学优秀校长为海南基础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校长“智囊团”争献“金点子”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春天来了
■ 陈祥云

春天是绿意盎然，是绿树成
荫。春天到来前，通常都会下一
场春雨。春雨像天上飘下的花
瓣，让人们感受到春的甜蜜！春
雨，滴滴嗒嗒落在草地上。雨过
天晴，春天到来了。

春天是四季的开始。春天
的太阳热情地散发出金色的光
芒，照耀在树木和我们身上。春
天，天空上的白云姐姐对我们微
笑，仿佛在说：“小朋友们，春天
来啦！让我们一起拥抱春天
吧。”

春天，万物复苏，海南的天
气也变得炎热。人们纷纷换上
短袖衣服，几个月前我们还穿着
厚厚的棉袄呢！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日之计在于晨。”春天充满了
生机勃勃。在一年四季里，我最
喜欢春天。【作者系海口市龙峰
实验小学五（6）班学生，指导老
师：叶星】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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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教育部第十期全
国小学优秀校长高级研究班（以
下简称高级研究班）30余名学员
齐聚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为海
南基础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据悉，教育部全国小学优秀
校长高级研究班属于中小学校
长国家级培训计划的卓越校长
领航工程，旨在帮助校长凝练办
学思想、形成办学风格、提升教
育研究能力，培养一批教育家型
校长后备人才。

文化特色、课程建设、师资
培养……在3月20日举办的主
题论坛中，这些“热词”不断被与
会专家提及。专家们表示，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给教育事业带来
了机遇和挑战。学校要挖掘自
身办学特色，多措并举补齐短
板，扎扎实实做好海南人才培养
的基础工作。

财商教育可“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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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品读嘉宾：

李静，吉林大学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教
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博士，中
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主要研
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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