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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英语水平
从单词的积累开始
■ 吴中庆

大学生应该如何提高英语水平？笔者认为，
要多使用英语，除了学校的英语教材，还要自学其
他相关英语教材。使用英文教材来指导英语学
习，是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例如，学完《新概念
英语》1—4册或《新编英语教程》1—4册，然后再
学习《高级英语》（上、下册）。

语言的三大基石是语音、词汇和语法。如果
英语基础不佳，应先学会英语国际音标，学会拼
读单词，再开始学习初级英语教材。此后，再继
续学习中级英语教材和高级英语教材。在每个
学习阶段，都要多听多读多说多写多译。其中，
多听和多读是重中之重。大量、优质、地道的英
语输入（听和读），才能真正提高英语输出（说和
写）水平。

《新概念英语》作者L·G·亚历山大曾说过，
若你能听懂英语，你就会说英语；若你能读懂英
语，你就会写英语。听力与阅读是英语学习的重
中之重，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听力与阅读
这两项技能的学习，还能提升英语的说写技能。
选择英语听力和阅读学习材料要循序渐进，不要
这山望着那山高。英语学习中，词汇量是关键，
要掌握最常用的3000到5000个英语单词，到次
常用的10000个英语单词。如果你已有12000
到15000个英语词汇量（即商务版《英汉小词典》
的词汇量）作为基础，那么你的英语学习已经上
路了。

学习英语词汇有3种方法，第一种是循序渐
进地学习英语教材中的词汇，第二种是按照国际
音标读音规则背单词和英语词根、词缀及其衍生
单词词汇表，第三种方法是背不同级别的英语词
汇表，例如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词汇表、专四专
八词汇表、托福词汇表、雅思词汇表或GRE词汇
表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简明牛津英语
词典》或《袖珍牛津英语词典》也可以捧来仔细阅
读，慢慢回味。

背英语单词的同时，还要大量观看收听英文
视频、电影、电视剧、电台节目及公开课讲座等，大
量阅读网络版英美报刊、英语原版书或英语原文
读物，否则背单词容易陷入“背了忘、忘了又背”的
怪圈。中级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可以阅读英文网
络版《读者文摘》《国家地理杂志》或其他中级英语
读物；更高层次的学习者可以阅读《中国日报》《时
代周刊》《新闻周刊》《卫报》《纽约客》等英文报刊
和英语原文书籍。

多说多写多译英文，可以提升英语水平。
在校大学生要多说英文，特别是多与英语母语
者交流，每天写英文日记，经常做英译汉、汉译
英、英语写作等练习。翻译是学习外语的好方
法。你可以把一篇英文翻译成中文，再把你的
中文译文翻译为英文，这时再对照原文进行修
改，你就能学到不少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比
较好的学习材料是《英语世界》或其他英文佳作
的中文译著。此外，还可以请中国英语教师或
外籍教师对你的翻译作业进行批改，从中学习
和提高英语语言水平。

此外，大学生还可以参加英语考试尤其是托
福、雅思或GRE考试，在备考中不断提升自己的
英语水平。

（作者系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英语讲师）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
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
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
……”近日，在海口市第二十五
小学海甸校区，四（10）班的学
生们在音乐教师黎盈的指导下
学唱歌曲《唱脸谱》。这首歌巧
妙地将通俗歌曲的演唱风格与
戏曲音乐融合在一起。10 名学
生戴着五颜六色的脸谱面具，在

铿锵的乐曲伴奏下边唱边表演。
“腰挺直，手抬高！拿出你

们的精气神！”这堂音乐课上，黎
盈不断向学生讲解并示范表演
动作。孩子们全情投入、齐声歌
唱。

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音乐
组教研组长欧清华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这堂特色音乐课已经在
学校开设了两年多，“我们想借

助通俗易懂的戏歌，让学生们对
国粹京剧产生学习兴趣，然后再
不断提升他们的鉴赏水平。”

在 音 乐 教 学 过 程 中 ，海 口
市第二十五小学教师们发现，
很多学生对京剧学习充满了兴
趣，“不同的脸谱对应不同的人
物形象，不同的乐器可以烘托
出不一样的戏剧氛围，这些教
学内容都让学生们很痴迷。”

据 欧 清 华 介 绍 ，该 校 音 乐
课主要借鉴了“奥尔夫音乐教
学 法 ”，这 种 教 学 法 要 求 教 师
转换角色，成为学生学习的引
导 者、诱 导 者 和 参 与 者 ，通 过
加 强 节 奏、旋 律 等 练 习 ，让 学
生在音乐课堂上“动起来”，达
到 学 习 的 最 佳 状 态 ，“ 两 年 多
的实践证明，这种音乐教学方
式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植物的启示
■ 陈子墨

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
科学课上，老师给每个同学都发了两颗凤仙

花种子。回家后，我把它们埋进松软的土里，期待
它们能快点发芽、开花、结果。

妈妈说：“你要耐心等待，每棵植物都有自
己的生命周期，如果急于求成，只会带来失
望。”我想起妈妈去年秋天种下芍药后，就时常
守在花盆前盼望芍药发芽。但是，今年春天都
快过去了，芍药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或许我
的凤仙花也和妈妈的芍药一样，是个“小懒
虫”。我得有牵着蜗牛去散步的耐心等待它发
芽、生长。

时间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没过几天，凤
仙花盆里冒出两棵小小的嫩芽，就像一个刚出
生的孩子，羞涩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我忍不
住兴奋地叫起来：“妈妈，你快来看，我的凤仙花
发芽了！”

妈妈说：“还是你乖，这么快就长大了。你
看芍药姐姐，几个月过去了还在睡懒觉。”看
着妈妈无奈的样子，我不禁捂嘴偷笑。看来，
芍药不会因为妈妈的期待而加快成长的步伐，
凤仙花也不会因为我的怠慢而放慢成长的脚
步。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有自己的生命周
期，不会因为人们急切的期待而改变自身的成
长规律。

这就是植物的生活，它们按照自己的成长
规律发芽、开花、结果，不急不慢，一点也不能
勉强。人是不是也一样呢？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成长周期，要学会用心耕耘，更要学会静心
等待，因为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灿烂
春天！

（作者系海口市滨海九小四年级（3）班学生）

我省部分中小学校创新音乐教学模式见成效

让课堂也有“文艺范”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个 20 多岁女孩的

母亲。近两年来，一直很乖巧温顺的
女儿突然变得很叛逆，时不时就大发
脾气，像个浑身长刺的刺猬。我们常
常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一家人相处
得很郁闷。面对这迟到的叛逆，我应
该怎么办？求赐教。

——一个焦虑的妈妈

焦虑的妈妈：
您好！来信已阅。20多岁的孩

子，一般来说已过了气势汹汹的叛
逆期，您乖巧听话的女儿此时突然
变得叛逆，想必与家庭的养育方式
和亲子互动模式有关。您是否一直
把她当成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始终
用教育儿童的方式来教育已经成年
的女儿？有心理学家说过，亲子关
系出现矛盾和问题，主要原因是孩
子长大了，父母却没有跟着成长。
如果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不能与时
俱进，亲子间的矛盾冲突就难于避

免。所以，面对成年子女，父母的教
育方式和亲子互动方式需要做好以
下功课——

调整自己对孩子的期待

我想更正一下你关于孩子“叛
逆”的说法。20多岁的孩子如果还事
事听话，唯你马首是瞻，您觉得这正
常吗？20多岁的孩子有自己的主见，
不唯唯诺诺，偶尔向亲人发发脾气，
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是正常的。
如果这样的表现在你眼里被认定为
叛逆，那你与孩子的关系就会变得很
紧张。事实上，孩子的“不听话”除了
你所认为的“叛逆”之外，还传递了一
个成长的信息，孩子用她的反抗来告
诉父母：我长大了，我有权表明自己
的意见，有能力为自己做选择并负起
责任。如果您还一味要求成年的孩
子顺从您的意愿，那就是不合时宜和
不合理的期待。所以，想要理顺你们
的亲子关系，软化孩子身上的刺，减
少冲突与抵触，您首先要调整对亲子
关系的不合理期待。

尊重成年人的独立性

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如果不希望
自己的女儿成为被人嫌弃的“妈宝
女”，就请用对待成年人的方式对待
她，给予她独立自主的空间，尊重她

作为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允许她
有不同的意见，能够自己做决定。要
尊重孩子在家里的话语权，凡事多沟
通商量，少指挥命令；多分享聆听，少
训斥。父母不要越界干涉孩子的生
活，不包办孩子的事务，遇到问题只
聆听和提建议，不强求她一定按父母
的意志行事。相信孩子有成人的心
智和能力，鼓励孩子做自己人生的主
人，学会做选择和承担责任。

寻找共处的最佳姿势

当孩子陷入消极情绪时，先用亲
情的温暖接纳她的情绪，让她感受到
亲情的温暖与体谅。然后，再留心观

察你的孩子，看看在什么情境下，你
的做法会点燃她的情绪，什么情境下
她的情绪相对平和不“叛逆”，或者

“叛逆”的程度会减轻。请您找出情
绪互动的规律，知道何时做什么可以
避免冲突，充分利用这个规律与孩子
相处，就能避开亲子共处的“雷区”，
找到双方相对舒服的共处模式，重建
和平温暖的亲子关系，并在这样的关
系中互相滋养和成长。

增加做父母的底气

做父母是需要不断学习的甜蜜事
业。在家庭教育和亲子互动中，父母
最需要做的功课是增进知识、勇气和

信任。所谓知识是指你要掌握足够多
的信息，了解孩子每个成长阶段的特
征、孩子成长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不同
个性特点的行为模式等。当你知道得
越多、经验越丰富时，你才能更有底气
和资源帮助和指导孩子；所谓勇气是
指父母要有足够勇气直面孩子成长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有勇气
为孩子托底，有勇气与孩子站在一起，
成为孩子应对挑战的坚强后盾，让孩
子可以无所畏惧地迎难而上；所谓信
任，是指相信孩子有能力解决问题，有
能力与困难共处，有能力用自己的方
式过上适合自己的生活，不要执意干
涉和控制孩子的人生。

有人说，这世间的爱大多指向聚
合，只有父母之爱是指向分离的。有
智慧的父母要学会与时俱进、适时放
手。20多岁的女孩，在社会上、法律
上、身心上都应该是独立的存在，而
不应该停留在儿童期对父母的依附
和言听计从上。所以，面对女儿的

“不听话”，你首先要为孩子长大成人
感到欣喜，其次是学会得体地退出她
的生活，尊重她的意愿。如此才能找
到合适舒服的相处之道。这对你和
孩子都是需要成长的功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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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请与您的孩子一起成长

去年，教育部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发布了我国首份《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报告》。这份报告显
示，在音乐教育方面，
我国学生演唱表现较
好，音乐听辨能力与
赏析能力等仍有待提
高。

“一堂好的音乐
课，不能只满足于让
孩子学会唱一首歌。”
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
院教科研部音乐教研
员欧阳予彤认为，教
师要让学生们通过音
乐学习，了解不同历
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
文化，掌握基础乐理
知识，让学生实现从
聆听音乐到欣赏音乐
再到鉴赏音乐的突
破。

为了实现以上目
标，我省多所中小学
校不断创新音乐教学
模式。许多学校创设
情境，让“教育者”变
成“引导者”，让“受教
者”成为“参与者”，让
学生们在音乐课上通
过唱、演、跳结合的方
式，潜移默化地提升
艺术赏析能力。

据省教育研究培训院音乐教研
员欧阳涛介绍，在近年的课程改革
中，音乐课的课改力度相对较大，在
海南这样的新课改实验区变化明
显。“目前，虽然部分学校仍存在缺
乏音乐教室、教师、设备等问题，但
是老师们已经普遍接受了新的音乐
教育理念、教学模式。”

据了解，如今音乐课的教学目
的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学习，对学生
的要求不再局限于一堂课学唱一

首歌的目标。音乐课要通过教授
一部或者多部音乐作品，引导孩子
们学会聆听、创作、表演，在情境中
获得情感激发，全方位提高他们的
核心素养。

“目前，也有部分音乐教师对
此存在误解，他们认为音乐课堂
热热闹闹，就是贯彻了以上的教
育理念。”欧阳涛指出，音乐课不
能为热闹而热闹，其最终目的是
通过创设轻松愉快的环境，让孩

子们获得音乐知识，提升音乐素
养。

欧阳予彤也表示，音乐课的
核心在于提升课堂质量，让学生
在丰富的课堂体验中捕捉音乐
特色，学习多种知识，提升综合
能力，“学校要注重改变学生的
学习状态，让他们由被动学习转
变为自主学习、主动探究。”

欧阳予彤认为，要对中小学
音乐教育教学方法建章立制，教

师每堂课除教授规定曲目外，还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音准，带学生
了解乐理知识，分年龄、分阶段
提升他们的音乐欣赏或鉴赏水
平；以赛促教、以点带面，通过参
加教学评比活动，评选出各地先
进教学方法并加以推广；不断加
强师资培训，打造“研究型”音乐
教师，强化老师基本功和相关技
能，提升其在音乐课堂上循循善
诱的引导能力。

“这句‘依然春色惹人爱’你应
该这么唱”“注意你的眼神，向这
边看”……日前，海口市琼山中学
音乐教师蒙钟植在戏剧教室指导
学生演唱琼剧《阳春院》部分选
段。

近两年，海口启动“琼剧艺术进
校园”系列活动，4所小学、3所中学

（含职高）作为试点学校开展琼剧教
育教学活动，琼山中学是试点学校
之一。

除了将琼剧融入日常音乐课程，
琼山中学还成立了琼剧社团，先后组
织学生们排演了6段折子戏。

“琼剧内涵丰富、古韵悠然，传
承要从娃娃抓起。”据蒙钟植介绍，

该校两名原本不擅长说海南话的女
生，通过多次音乐课堂学习成为琼
剧爱好者，分别在2018年海口市琼
剧唱段大赛中获得青少年组第二名
和第四名的好成绩。

“我认为，音乐课应弘扬海南传
统文化，增强互动性、提高参与度，
让更多学生学会感受和品味琼剧之

美。”蒙钟植说。
“地方戏曲承载了当地独特

的语言文化、历史文化，具有很
强的感染力，音乐教师应该在这
方面加强学习。”琼山中学音乐
教师宋茜茜说。为了更好地传播
海南地方戏曲文化，这个山东姑
娘也学起了琼剧。

海口市二十五小：音乐课堂气氛热烈

海口市琼山中学：让琼剧走进校园

多措并举提升音乐课堂质量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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