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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多所学校学生参加“24点”趣味数学活动。

日前，海南省首届
数学文化节在海口举行。

本次文化节活动包
括“生活中的数学”摄
影作品征集活动、数学
故事演讲微视频征集
活动、古典数学文化
展、数学体验活动、家庭
教育讲座等内容，旨在
让我省中小学生通过观
察思考、互动体验，提升
数学核心素养，激发学
习兴趣。

文\本报记者 陈卓斌
实习生 李婷

图\受访者提供学生进行七巧板演示。

数学其实很好玩！海南省首届数学文化节海口举行

临高八成中小学校设立书法专门教室

翰墨飘香润校园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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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应该充满人文气息，让人感到轻松愉
悦。但是，现实中的语文课堂却因过多拘泥于教材
（字、词、句、段、章）的分析与中心思想的讲解，削弱
了语文课的美感。如何让语文课堂回归原点，让学
生如沐春风呢？

亲近教材文本，构建对话平台

语文教材选取的是文质兼美的文章。教师在语
文教学中，应引领学生亲近文本，并构建起学生、教
师、文本之间的对话平台，让学生从中获得愉悦的审
美享受。

在教学中，教师可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不拘
泥于字、词、句、段、章的分析讲解，尝试以下四个层
面的教学方法：首先运用“吟哦讽诵而后得之”的方
法，让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反复诵读，初步感知
文章内容，感受文字行云流水的美。其次，运用勾
联法，在诵读中借助联想的力量，让学生边读边想
象，并对文本进行再创造，在作者原有描写的基础
上进行拓展，用带有文学色彩的语言把自己心中的
美丽春天描绘出来。再次，赏读品析，形成能力。
品味美文的精彩片段，让学生在欣赏美、感受美中
感受表达效果，学会模仿运用，在仿写中培养自己
的表达能力。最后，体味文章中蕴含的积极向上的
精神和深刻哲理。引导学生对引起共鸣、给人鼓
舞、让人奋发的关键语句加于揣摩，让学生结合自
己的生活体验，说出文句的深刻内涵及思想启迪。
以上四个层面的教学，可循序渐进地引领学生亲近
文本、对话交流，不断提升审美情趣。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行
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
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的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笔者认为，语文
课应远离支离破碎的枯燥讲解方式，让学生真正
贴近文字、触摸文本，真正实现学生、教师、文本
之间的对话，让学生在与文本、教师对话中进行情
感交流、精神碰撞，从而获得思想的启迪、愉悦的
审美享受。

培养鉴赏能力，提升审美品位

语文课堂只是语文教学的一块试验田，语文学
习更宽阔的天地应在课外。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
中应不受教材束缚，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再创造、拓
展语文教学的空间，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和鉴赏能
力。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根据教材课程的内容
及特点引领学生走到教材之外，赏析与之相关联的
更多作品，让学生有机会走近更多文学大师，与智
者对话。

例如，学完朱自清的《春》后，我会积极拓展学生
的视野，让他们再读一读朱自清的《匆匆》《荷塘月
色》等优美散文，或是向他们推荐更多描写春天的作
品，如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的经典诗篇《雨说》《错
误》。

这样的语文课堂，打破了传统语文教学的局
限，不受教材束缚，将学生引导到广阔的文学天地
间，拓展了语文课堂的广度和深度。让学生们跟随
春风、柳絮、青石街、马蹄声，感受诗歌优美深远的
意蕴；跟随诗人走进春天、走进江南，走到作者的心
灵彼岸。这样的语文课堂，是一次美丽的心灵之
旅，不仅让学生开阔了个人视野，还让他们真正走
进文学，获得情操陶冶、精神启迪，从而提升了个人
的鉴赏能力和审美品位。

推荐名家经典，促进课外阅读

“得阅读者得语文”，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语文教师应该树立“大语文”学习观，在教学中定期
向学生推荐名家经典，每学期举行不少于两次的读
书分享会，积极引领学生通过课外阅读走进更广阔
天地。

教师向学生推荐文学作品时，应该力求多元
化，中外古典名篇名著是推荐重点。读书分享会前
的两个月可提前布置阅读任务和目标。临近分享
会时，可先让学生上网搜集相关资料，撰写阅读专
题报告及感悟。分享会上的推荐形式多种多样，可
以走近作者或走进作品，简介思想内容、品析艺术
特色、赏析精彩片段、探究问题；当个朗读者，在声
情并茂的朗读中谈谈自己的阅读感悟；以对话访谈
或课本剧表演的形式展示阅读感悟等。

例如，给七年级学生授课时，笔者就引导学生
以《威尼斯商人》《朝花夕拾》等名著名篇为主题开
展读书分享会，其过程不仅是读书心得的交流，更
是情感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学生在文学海洋里自
由遨游，和高尚的人谈话，在他人独特的经历和深
刻的思考中获得成长。

同时，当代文坛名家的最新力作也应及时关
注。与时俱进地给学生推荐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
作家作品，可以把时代新鲜的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
语文课堂中，让学生在有趣的阅读中获得身心滋养。

语文教师应该树立大语文观，充分发挥语文课
的窗口作用，让学生亲近文学，热爱文学，让学生透
过这扇小小的窗口，望见文学殿堂里璀璨的星斗，与
大师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从而获得思想的启迪
和审美的享受，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和修养。

一位老师曾说过：“语文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
用情去捍卫，用爱去坚守。”让我们用最真诚的心、
最浓烈的情、最热烈的爱去浇灌和呵护这一片人文
精神的家园吧。

（作者系海口市第一中学教师）

推广书法教育
建设书香校园

近年来，临高县通过“全面改
薄”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全面提
升中小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功能配
套。硬件提升后，如何提升教育水
平和教育自信？这是临高教育界需
要思考的问题。

2012年以来，临高县相继获得
“中华诗词之乡”“中国曲艺之乡”和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美誉，
当地拥有许多书法人才和书法艺术
爱好者。

“我们想以书法教育推广为突
破口，进一步提升当地的教育自信
和教育水平，这也响应了国家‘传统
文化回归校园’的有关要求。我们
希望通过书香校园建设，推动书香
社会的建设。”临高县副县长唐南桥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据介绍，2017年，临高提出书
法教育三年目标：2018年，举办教
师培训成果书法作品汇报展和全县
中小学生书法比赛活动；2019年，
在全县打造一批书法教育示范校；
2020年争取在临高举行全省书法
公开观摩课，实现创建书法教育示
范县目标。

除了在学校任教，谢哨岗还是临
高县中小学生书法教育学会会长、临
高县教育研训中心兼职书法教研
员。为了加快书法教育落地，临高县
教育研训中心成立了书法教研组。

“书法教育不搞表面功夫，打造书香
校园、振兴临高教育是最终目的。”谢
哨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我的太空梦
■ 丁凡倍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坐上宇宙飞船在广阔无
垠的太空里遨游。

我想站起来看看太空的风
景，但是根本站不稳，失去重力
的我飘了起来。我赶紧穿上太
空行走专用鞋，这样就能站稳
了。我看见了许多美丽的星座，
这是白羊座，那是狮子座，那个
好像是双子座……

我还看到了月球。月球上
根本不像童话故事说的那样，既
没有嫦娥，也没有吴刚，更没有
可爱的玉兔，只有许多陨石坑。

太空中的一切，让我感到非常
新奇，我看得入迷了。过了一会儿，
我突然觉得有点困了。于是，我拿
出太空专用睡袋，躺下来休息。

突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
看到了一个外星人！她长得一点
也不可怕，圆圆的头上有两个触
角，触角顶上有两个可爱的小爱
心。我迅速戴上头盔，穿好宇航
服来到她面前。我有点好奇又有
点紧张地对她说：“你好！我叫丁
凡倍，来自地球。请问你来自哪
个星球？”外星人说：“你好！我来
自美丽星球。我叫莉莉，你想不
想去我的星球看一看？”我回答：

“好啊！你的星球在哪里？”莉莉
说：“就在附近，请跟我来。”

美丽星球的确不远，我们很
快就到了。那里的一切都跟这
个星球的名字一样，非常美丽。
莉莉带我到她家玩，还给我吃了
一些点心。

时间过得飞快，我该回家
了。我对莉莉说：“谢谢你！下次
有机会我再来你家玩。你也可以
到我的星球——地球做客。”莉莉
笑着说：“好呀，我会去的。”

太空里有我们探索不尽的
秘密，我在梦里度过了特别的一
天！

［作者系海南省农垦直属第
一小学二①班学生，指导老师：
陆桂娇］

语文课堂
如何让学生如沐春风？
■ 王槐珂

“我们学校在三年级至五年级开
设书法兴趣课，学生的积极性很高。”
临高县文澜江中心学校美术书法老
师蒲宏富说。推广书法特色教育让
文澜江中心学校的教学优势凸显，这
两年吸引了很多学生“回流”。“许多
家在县城的孩子都到我们学校就

读。目前学校的学生数量达1370
人，创下历史新高。”蒲宏富说。

近日，在临高和舍中心学校，美
术教师周学山为书法兴趣班学生上
书法课，“我们学校有些学生很喜欢
学习书法，经常过来向我请教。”

临高和舍中心学校校长杨东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准备重新装
修学校书画室，先扩大面积、设置展
厅，然后再多举办活动，营造学习氛
围。希望今年能加入临高首批书法
教育示范校的行列。

今年6月，临高将举办2019年
全县中小学生师生书画比赛作品

展，目前已收到书法和美术创作358
幅，是历年来参赛作品数量最多的
一次。“这从侧面反映了临高县中小
学师生书法绘画创作的热情。”谢哨
岗说。

以特色办学全面提升教育质
量，临高教育正逐梦而行。

临高县英才学校校长丁耘芳，
近期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了自己创
作的清秀古朴的隶书作品。近年
来，丁耘芳参加了临高书法教师培
训班，经过努力学习，她的书法创作
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临高要在全县中小学推广书法
特色教育，首先要解决师资问题。

从2017年10月至今，临高已选送约
200 人次教师到海口集中封闭培
训。热爱教育事业、对书法有浓厚
的兴趣、具有一定书法基础、愿意承
担学校学生书法艺术教育活动的教
师均可自愿报名参加。

据谢哨岗介绍，师资培训活动
邀请中华书法家协会、省书法家协

会以及中国美院书法继续教育中心
专家授课，学习内容包括临摹篆、
隶、楷、行、草等书法的基础学习，书
法知识、章法和创作思路等。

“培训让我认识到书法不是闭
门造车就能写好的，交流和探讨让
我们眼界大开。”临高书法协会副主
席、临高二中美术书法教师王军说。

据了解，首期书法培训结束后，
教师们希望能有继续交流学习的平
台，临高美术书法教师交流微信群
和“书吧”因此应运而生。“‘书吧’设
在临高中学书法功能室内，教师们
每周五晚上在此交流学习。每周
三，教师们还可以到欧鼎美术培训
基地进行书法切磋。”谢哨岗说。

近日，在临高中学书
法功能室里，该校书法教
师谢哨岗正在给学生们
上书法课，“隶书的特点
是用笔圆。”讲台上，谢哨
岗用幻灯片展示隶书的
笔法特点，然后挥毫示
范。讲台下，初一学生通
过投影仪观看学习。

如今，书法教育已经
成为临高县中小学校的
特色教学内容，在全省独
树一帜。该县所有中小
学校都开设了书法第二
课堂，八成左右的中小学
设立了书法专门教室。
近两年来，约200人次教
师参加书法师资培训。

培训书法教师 定期切磋交流

今年将建一批书法教育示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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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老师：
您好！又到一年高考季，我今年

也加入了考生家长的行列。家有高
考生，一些父母如履薄冰、战战兢
兢。请问，高考三天，我要不要请假
陪孩子考试？怎样才能更好地陪伴
孩子度过这三天？

——一个纠结的家长

纠结的家长：
您好！来信收悉。您纠结的问

题也是许多家长关心的。高考将
至，许多家长会陷入焦虑之中。但
是，家长的不淡定会导致家庭氛围
紧张压抑，直接影响考生情绪。身
为家长和成年人，您应保持一颗平
常心，不要为孩子参加高考而刻意
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通过这
些日常行为给予孩子积极的暗示：

高考只是一场平常考试，用平时的
策略应对即可。

高考三天，家长应该怎样更好地
陪伴孩子度过呢？以下是我的一些建
议：

第一，是否陪孩子到考场，应尊重
孩子的意愿。高考三天，家长要为考
生提供身体关照、心理支持和物质保
障。家长是否要亲自送孩子到考场，
这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如果孩子希望
父母陪同，那就遂其所愿；如果孩子拒
绝，那就无需勉强。

考试前，家长应与孩子约定好高
考三天的陪伴方式，其目的是让考生
拥有稳定感、秩序感和力量感，感受到
家人的支持和全家人团结一致的幸福
感。

第二，家长要关注以下四方面
内容：一是了解高考相关信息，包括
考生所在考点的位置和交通路线、
各科考试时间等。此外，要提醒考
生带好相关证件、物品，帮助考生减
少不必要的失误。二是营造良好家

庭氛围。家庭氛围会直接影响考生
的情绪，家长要着力营造舒适、宁
静、祥和的家庭环境，让孩子在舒适
温馨的环境中备考迎考。三是细致
的生活照料，包括一日三餐的菜式
搭配和良好的休息环境等。四是为
孩子提供心理支持。高考三天要关
注考生的情绪。如果孩子回家后诉
说考场的情况，家长好好倾听即可；
如果孩子情绪不佳，家长就不要再
过多询问考试情况。每天晚饭后，
家长可以陪孩子散散步活动一下身
体，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温暖的亲
子关系能让孩子感受到强大的情感
支持。

第三，高考三天，家长应遵守三
个原则。考试期间，一些家长会感到
焦虑，有些家长会在家长群里四处打
探消息，这只会让自己更加焦虑并且
扰乱孩子的情绪。高考三天，建议家
长遵守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多给自己
一些积极暗示，少胡思乱想，不妨在心
里默念一些积极的暗示语，比如，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等。二是多鼓
励肯定，少干涉唠叨。高考三天，家长
不要再干涉孩子的学习，要给予孩子
足够的信任和鼓励。每天孩子回家
时，家长给予的温暖笑脸、有力拥抱，
都是一种积极的鼓励。三是用稳定
平和的情绪给孩子稳定感。无论何
时，家长若能保持沉着冷静，孩子就
有了主心骨和稳定的力量。

第四，适当转移自己的注意
力。高考三天，如果家长将全部时
间和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容易导
致家庭气氛紧张，被过度关注的考
生心理负担可能会更重。因此，这
三天内，除了一些必要功课外，家长
应适当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化解焦
虑情绪。考生家长最好能保持正常
工作状态，想象着自己和孩子在各
自的领域一起拼搏，也是一件令人
振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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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三天，家长要请假陪考吗？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临
高
中
学
学
生
在
书
画
室
上
书
法
课
。

本
报
记
者

张
惠
宁

摄

2

3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0时05分 印完：4时4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关注 师说心语

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