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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惠宁

走进临高和舍中心学校，你常常
能看到一群在球场上奔跑的足球小
子。今年7月，他们在“硕克杯”2019
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冠军联赛中获
得U10组第三名。一所乡镇学校、一
支条件简陋的足球队伍第一次出征
这项省级足球赛，就获得如此好的成
绩，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全校近半男生踢足球
镜头一：每位老师自愿捐
款送足球队出征

“我们学校大部分男生都喜欢
踢球。”近日，临高和舍中心学校校
长杨东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校
园足球队于2015年开始组建，当时
作为乡村少年宫项目获得了经费
支持。在学校体育教师王小羊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学生爱上了足球
运动。

“除了下雨天，王小羊几乎每天

都带着孩子们训练，孩子们的学习热
情也很高。”杨东说。

据了解，临高和舍中心学校每学
年都会举办班级足球联赛。学生们
还经常外出比赛交流学习。2016
年，该校足球队成立一年后首次参加

“西盟杯”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那
时比赛经费不足，学校每位老师自愿
捐款送足球队出征，场面十分感人。”
杨东说。

2008年，王小羊参加竞岗后到
临高和舍中心学校担任体育教师。

“我这辈子无法成为足球运动员，希
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当上一名足球教
练。”王小羊在临高和舍中心学校实
现了自己的足球教练梦。

刚开始带队训练时，王小羊经验
不足，仅仅开展了绕杆、射门练习等
训练活动。这样的训练有些单调，无
法吸引众多学生参与。

在校长的支持下，王小羊到海
口参加了省足协举办的相关培训。
经过一个学期的摸索，他开始在学
校举行班级足球比赛，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感受到足球带
来的快乐。

“全校男生700多人，目前参加
足球兴趣班的就有300多人。”王小
羊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成立了四
个年龄段的足球队。除了早上和下
午的正常训练，每个班每周都有一节
足球课，每天上午的“大课间”时间也
可以用来练球。

在足球运动中收获成长
镜头二：孩子们光着脚在
泥沙地里尽情踢球

王小羊说，很多孩子踢球都希望
能赢得比赛，但是他一直努力让学生
领会团结协作的可贵和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的精神。“看到孩子们尽情地
在操场上奔跑、感受足球快乐时，我
很开心。”

刚开始时，临高和舍中心学校学
生在泥沙地里光脚踢球，容易受伤。
2017年，学校在田径场种上了一些
草，但是不久都被踢坏了。学校后来
又挤出经费建了一个人造草足球场，
学生们每天都在这里踢球。

“我从一年级开始踢足球，后来
感觉太累了就想放弃。但是，爸爸
告诉我，做一件事就要坚持到底。
我坚持了下来，现在越来越爱踢球
了。”三年级学生谢琛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三年级1班学生唐闻爽担任球
队前锋，“练球让我明白做什么事都
不能轻言放弃。”

“今年7月，‘硕克杯’2019年海
南省青少年足球冠军联赛U10组比
赛举行，我们学校的足球小将首次参
赛就闯进了四强。小球员们展示了
扎实的基本功和团队协作精神，孩子
们和教练的表现都很棒。”杨东说。

精彩课堂

临高和舍中心学校足球小将首次参加“硕克杯”就
闯入U10组四强，勇夺第三名

这个季军球队背后有故事

话题

“学习书法和戏剧表演，让这
个暑假既好玩又有收获。”近日，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青少年宫参加暑
期公益课堂活动后，陵水小学生郭
杏杏高兴地说。

这个暑假，共青团陵水县委策
划举办暑期公益课堂活动，以自愿
参与、免费培训为原则，开设了硬
笔书法、毛笔书法、戏剧表演、英
语、口才与演讲、儿童水彩画以及
课业辅导等多门特色课程，吸引众
多学生参与。孩子们在暑期公益
课堂中不断学习成长。

“我最喜欢的暑期公益课是戏
剧表演，老师不仅教我们学唱戏
剧，还告诉我们很多有趣的戏剧故
事。”陵水小学生郑文艳说。这个
暑假，她每天都来县少年宫上戏剧
课，“我觉得京剧、琼剧都很有趣，
希望以后还能继续学习。”

不少学生家长也对暑期公益
课堂赞不绝口。陵水学生家长黄

加先说：“过去一到暑假，我们忙于
工作，孩子只能在家待着。今年，
孩子在暑期公益课堂上不仅学到
了知识，还交了许多新朋友。”

陵水学生家长周芳今年第一次
送女儿参加暑期公益课堂活动，“公
益课堂的课程质量高，女儿每天回
家都高兴地和我们聊学习心得。希
望这个活动能一直办下去。”

今年暑假，陵水业余体育学校
校长张红艺利用假期时间，在公益
课堂上免费为孩子们上毛笔书法
和戏剧表演（京剧）两门课。

“公益课堂不仅要教孩子们学
习技艺，更要让他们懂得鉴赏优秀
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之美。”张红
艺表示，暑期公益课堂活动时间较
短，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孩子们得
到初步启蒙，培养学习兴趣。“我在
授课时，通过讲故事、做游戏等方
式讲述汉字起源、汉字演变、书法
流派等知识，希望能在孩子心中种
下艺术之美的种子。”

据了解，共青团陵水县委从
2016年开始组织暑期公益课堂活
动，今年的活动是历年来规模最
大、课程开设最多的一次。共青团
陵水县委相关工作人员龙丁雨表
示，今年，县青少年宫建设完成，暑
期公益课堂有了更大的活动场
所。此外，经过长期的活动实践，
主办方逐渐摸索出了更多暑期公
益课堂的活动经验。

“暑期公益课堂要越办越好，离
不开稳定的师资队伍。”龙丁雨说，
近年来，共青团陵水县委通过聘用
专业机构人员，吸纳当地中小学教
师、专业志愿者等多种渠道，不断完
善公益课堂的师资库，让孩子们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课程。

陵水开设暑期公益课堂

免费的课堂
宝贵的收获

■ 本报记者 邓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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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的小夏是海口某中学初
一学生，接受专业模特培训已有3
年时间。“我从5岁开始学跳舞，后
来班上有同学参加了少儿模特大
赛，妈妈让我也去试一试。”小夏
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她能在
T型台上走出自信的步伐，并获得
评委老师的肯定，这让她充满了
成就感和继续学习的动力。

小夏的母亲张女士说，“我很
多朋友的孩子都参加了模特比赛，
他们在舞台上走秀时充满自信，我
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像他们一样。”

不过，少儿模特表面上看起来
光鲜亮丽，背后的付出却不少。

“少儿模特前期培训费用从上
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平时参加一
场大型走秀活动，孩子就要提前好
几天做准备。如果出省参加比赛，

就更加‘烧钱’又费力了。”张女士
说，“虽然花费不小，但是相关培训
能开阔孩子的眼界，培养孩子吃苦
耐劳的精神，我觉得很值得。”

海南星计划时尚文化学院模
特导师李慧容从2010年开始从
事模特培训工作。“前几年，了解
少儿模特的人不多，接受相关培
训的孩子也很少。”李慧容说，如
今，海南少儿模特培训机构越来
越多，报名费用也在水涨船高。

少儿模特群体日益壮大的背
后，是童装市场的蓬勃发展和激
烈竞争。有数据显示，从2013年
至2017年，国内童装行业市场规
模复合增长率达9.68%。国内童
装市场发展增速明显高于女装和
男装，未来或将成为一个新的消
费热点。

少儿模特如何“秀”出精彩
专家：家长应正确引导，避免过度娱乐化商业化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身着时尚服饰，小模特们在
动感音乐和闪烁灯光中展示自己
的风采……日前，2019MK国际
超级少儿模特明星盛典全国总决
赛在三亚举行，来自全国20个赛
区的优秀选手展开激烈角逐。

在少儿模特培养的过程中，家
长应该如何进行正确引导？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就此进行了采访。

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参加模
特比赛时需要浓妆艳抹，身着华
丽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助长
虚荣心。长此以往，可能会让孩
子只关注外在美，忽略了内在美
的培养。“一些少儿模特比赛水
平参差不齐，有些孩子走秀时穿
得很清凉，感觉有些不妥。”三亚
市民黄女士说。

三亚思扬培训学校的柯老
师则认为，参加少儿模特比赛
时，很多孩子会全力以赴，战胜
恐惧心理，增强自信心。

三亚市吉阳区未成年人心理
辅导站负责人、心理咨询师任重
认为，孩子的成长和心理的发展
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家长要根
据孩子不同阶段的成长特点，培

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家长在儿童
成长期培养形体和礼仪无可厚非，
但是让孩子过早接触太商业化的
演出，并不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

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王志强认为，接受少儿模特
培训、参加少儿模特赛事可以成
为孩子的兴趣爱好或社会实践
活动，这对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有一定好处。
“但是，在接受培训和参加少

儿模特赛事的过程中，家长要做
好‘把关人’，不能片面追求舞台
效果或少儿模特职业化。”王志强
建议，家长要以孩子的健康发展
为最终目标和衡量尺度，避免将
少儿模特变成监护人的牟利工
具，避免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

不少家长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让孩子接受模特培训，主要
目的是培养兴趣爱好，增强孩子
的自信和锻炼形体。

来自广东省汕头市的郑静
涵今年8岁，近日在2019MK国
际超级少儿模特明星盛典全国
总决赛中获得了少儿组亚军。

“去年，孩子参加了一场模特

秀。她对此很感兴趣，便报名参加
了专业模特培训。”郑静涵的母亲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接受培训一
年多来，孩子的形体、走路姿势、自
信心等方面有了很大提升。”

“孩子参加模特比赛时不怯
场，能在众人面前大方地展示自
己，我们的培训目的就达到了。”
海口寰岛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

陈奕帆的母亲陈女士说，“参加
模特比赛不是为了获奖，而是希
望孩子的性格、形体等方面得
到良好塑造。孩子目前最重要
的还是学习。”

有的家长初衷则完全不同。
有家长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让孩子接受少儿模特培训，是希
望孩子将来能有较好的收入。

“我们平时的培训内容包括站
立要诀训练、摆臂节奏、呼吸气息
重心，以及孩子面对镜头时的形体
和表情训练等。少儿模特培训有
助于改善孩子高低肩、驼背、塌腰
等情况。”李慧容表示，与成人模特
培训相比，少儿模特培训的目的相
对单纯，“家长想通过培训让孩子
成为童星的情况并不多见。”

现状：少儿模特培训市场火热

家长：培养少儿模特初衷各不同

专家：家长应正面引导当好“把关人”

2019MK国际超级少儿模特明星盛典全国总决赛近日
在三亚举行。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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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陵水青少年宫参加
暑期公益课堂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惠君老师：
您好！我儿子今年9月将成为一名小学生。像

所有一年级新生家长一样，我们对此既欢喜又担
心。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每个家长都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小学有一个好的开始。请问
我们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开启
小学生活？请赐教。谢谢！

——有些不知所措的家长

家长：
您好！来信已拜读。你所担心的也是所有家有

儿女初上学的父母共同的心声。新学年开启后，学生
们从自由舒适的暑假进入紧张的学习模式，有些人会
出现开学综合征的症状，例如对新环境的抗拒、早上
起床困难、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迟到早退等，这些都
是适应不良或适应困难的表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一项调查表明，40%的小学生入学后,有学习不适
应等问题。而对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的调查表明，
53%的家长对孩子开始上学读书，感到“压力山大”。

事实上，适应困难是许多新生在开学初期存在
的暂时性身心反应。一般来说，一个月后，当孩子
们熟悉了学校环境，在人际交往中找到归属感，建
立与新环境相适应的生活节奏后，适应困难就会烟
消云散。孩子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获取宝贵经验，
这样的经历为他们今后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奠
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因此，适应新学年和新环境
其实是成长的必修课。

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要在开学第一个月里督
促孩子做好“三个主动一个养成”的功课，具体内容
如下：

1.主动认识新环境。开学第一天，家长可以陪
孩子在校园里走走看看，提醒孩子关注校园各功
能区的分布，了解教室、卫生间、教师办公室、运动
场和其他功能区的具体位置。建议家长和孩子一
起画一张学校各功能区的分布图，将环境具象
化。家长可以借助这张图，跟孩子玩一玩认识学
校新环境的游戏，帮助孩子熟悉和悦纳新环境。

2.主动结识新同伴。引导孩子积极主动与人
交往。例如，主动用礼貌用语与人打招呼，记住并
叫出同伴的名字，由近及远认识身边的同伴，逐渐
扩大自己交往的范围；主动邀请同伴一起玩游戏、
完成任务，学会与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事物等。每
天接孩子回家时，家长可以询问孩子今天结识了
哪些新朋友？和朋友一起做了哪些好玩的事？孩
子在学校结识朋友后，就容易对新环境产生归属
感。此外，有朋友结伴的孩子也不容易受到校园
欺凌的伤害。

3.主动建立新秩序。家长应指导孩子了解学
校的规章制度、作息时间、课程表和活动安排等，
并督促孩子建立相应的生活秩序。具体包括熟悉
班主任和各门学科的任课老师，了解班级规章制
度，制作常规活动表等。当孩子对新环境的要求
了然于心并落实到行动中时，他就找到了与新环
境和谐共处的规律，拥有了稳定感和掌控感。

4.养成新习惯。小学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
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相关研究
表明，一种行为坚持21天就可以初步养成习惯。习
惯一旦养成，会大大节省做事精力，提高做事效
率。开学第一个月，家长要让孩子养成规律作息、
规范书写、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和学校规
章制度等良好习惯。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早睡早
起的习惯，督促孩子养成定时定点完成作业、收拾
文具整理书包、睡前准备好次日上学所需衣物用品
等习惯。特别要重视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和时间
管理能力。家长可利用日常生活事件和学习任务，
训练孩子养成准确感知和合理分配时间的习惯。

做好上述四门功课，将有效帮助孩子迅速适应
新环境，建立新的人际交往圈和新的生活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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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幼儿园到小学，如何开启新的
学业生涯——

孩子上学了
家长准备好了吗?

海口市美兰区英才小学滨江分校一年级学生迎
来新学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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