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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槐珂

2019年秋季学期，我省中小学教材迎来
大变革。从小学到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代
诗文占比越来越高。优秀的古诗文是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材立足当下，
着眼未来，传承经典，这样的改变是可喜的。

语文学习的目标应侧重于语文综合素
养的提升与关键能力的培养，关注人的终
身发展。基于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
特点，笔者认为古诗文学习应注意以下方
面内容。

吟哦讽诵

“吟哦讽诵”是读诗的基本方法。所谓“吟哦
讽诵”就是读出声音、读得准确、读得流利。古诗
文言简而意丰，与我们隔着悠长的时光。要让古
诗文从陌生变得熟悉，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个字、一
个词、一句话地仔细品读，读得文从字顺，读到流
畅自如，这是古诗文学习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读
出节奏。读准确和读流利后，再疏通文意，在理解
意思后再读出节奏，然后进一步品析词句、理解内
涵，进入以声带情、声情并茂的境界。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和“吟哦讽诵而后得之”，
用在古诗文学习上十分贴切。学习古诗文需反复
诵读，沉浸其中，读出真情，体会真意。要达到有所

“得”的目的，就要以读带品、以品促读，品中悟、悟
后读、读后思，把诵读、品析和感悟统一起来，在反
复触摸文字之后抵达古人的内心世界。

因此，古诗文学习应将“吟哦讽诵”贯穿始终，
特别要把握诗文的感情基调，让品与读浑然天
成。如刘禹锡在古诗《秋词》中一反过去文人悲秋
的常态，认为“秋日胜春朝”。他热情赞美秋天，并
以“晴空一鹤排云上”描绘了一幅鹤飞冲天的明丽
秋景，抒发豪迈的诗情。学习这首诗时，要把握这
首诗高昂的感情基调，读出明丽、欢快、昂扬又有
力度的节奏和韵律，读出诗人直冲云霄的豪情壮
志，读出诗人锐意进取的精神气魄。

知人论世

能入选中小学教材的古诗文都是经过岁月沉
淀下来的经典之作。想通过文字走进作者的心
灵，汲取其精神养分，就需要“知人论世”，即走近
作者，深入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以及写作时的遭
遇和处境。

文字是心灵的真实写照，许多古诗文都是从
诗人肺腑中流淌出来的。每篇诗文的背后都有故
事，都是心情的流露。唯有走近诗人、走进文本，
才能真正体会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感情，获得情感
熏陶和精神启迪。比如，在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中，范仲淹先描绘了洞庭湖的美景，然后借景追思
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并表明
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
负，可谓“千古绝唱”。要真正领会诗文所表达的
思想感情，就要走近范仲淹，深入了解他的人生经
历。他苦读及第，曾泰州治堰、执教兴学和推行新
政。他无论在朝主政，还是出帅戍边，均心系国之
安危；他对国对民，都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
所提倡的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精神，至今仍具有
深刻的现实意义。

所以，古代名贤并未走远。他们穿越时空，以
温暖、仁慈、宽厚的品质烛照后人。在吟哦讽诵之
中，我们仍能感受到纵横古今、薪火相传的文化传
承力量。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习古诗文，不仅要
读书本，还需行万里路，游历名山大川，走进人
文古迹。

暑期，我来到湖南黔阳。当我在飞檐翘角的古
建筑中行走，方知此地古称“龙标”。我不由想起了
李白的诗歌《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唐天宝
年间，五十余岁的王昌龄被谤谪龙标尉。当年的龙
标是僻壤之地，李白诗中的“闻道龙标过五溪”，便写
出了王昌龄被贬之地的荒凉。李白对王昌龄十分牵
挂，在诗歌中表达了对友人遭贬谪的同情及关切。

我循着李白的诗歌，行走在宽厚的青石板上，
找寻当年王昌龄的足迹，对“我寄愁心与明月，随
君直到夜郎西”这句古诗又多了一层体会与理解。

古人云：“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
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由此观之，
对古诗文的理解与人的阅历深浅是密不可分的。
读懂一首诗，不能靠一两节课的讲解，它可能需要
更长时间去体会，几年或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

（作者系海口市第一中学教师）

吟哦讽诵而后得之
——浅谈古诗文学习

教研一线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实习生 林琳

“阔别10年，回到母校就像回家
一样亲切”“我想再去食堂尝尝母校的
饭菜”……日前，70多名海南大学法
学院2005级校友返校参加毕业10周
年活动，他们一边参观焕然一新的校
园环境，一边感慨万千地聊起往事。

10年来，海大法学院的影响力、吸
引力不断提升，一批批法学英才从这里
奔赴五湖四海，因“政治过硬、理论扎实、
综合能力强”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

“这些年来，海大法学院获得的荣
誉越来越多，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海
大法学院2005级校友吴琼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据了解，1983年，海南大学成立
并设立法律系，1984年开始招收首届
法律专科生；1988年，海大法学院建
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

办学30余年来，海大法学院培养
了1.2万余名毕业生。在海南省入额
法官、检察官中，该院毕业生占比近一
半，成为海南法治建设的人才主力军。

桃李满天下,难忘师恩情。近
年来，海大法学院全力打造高素质
的专业化教师队伍，该院教师团队
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团队、省级教
学团队、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等多项荣誉，获评为2019年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高效、严谨、配合默契，是海大法

学院教师团队的突出特点。海大法学
院党委书记叶英萍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从2019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的申报过程中可以看出该院教师
团队的高效和默契。“7月5日晚上接
到申报通知后，大家没顾上吃饭，就匆
匆从下班路上赶回学校。我们在党员
活动室完成讨论和分工，很快就完成
了申报材料的撰写。”

叶英萍表示，海大法学院近年来获
得的众多荣誉，离不开教师团队长年累
月的无私付出。“例如，学院教授刘云亮
一直在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调研
前期工作奔走忙碌，今年光是论证会和
座谈会就参加了40多场；学院教授邹
立刚已过耳顺之年，仍在分秒必争地开
展相关领域的法学研究工作。”叶英萍
说。此外，该院武良军等一批优秀的青

年教师将法学专业课讲得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深受大学生欢迎。

据介绍，海大法学院目前拥有专
职教学研究人员65人，其中教授30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43人。部分教师
是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级
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

目前，海大法学院法学学科已成
为我省特色优势学科，近5年来共有
23个项目获评为涉海研究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其中，重大项目4项，重点
项目3项。该院以“法学”为核心的学
科群被纳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

在叶英萍看来，正是法学院教师
各司其职、各有所长，“拧成一股绳、劲
往一处使”，才让法学院向“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迈出了更加有
力的步伐。

海大法学院30余载培养1.2万余名毕业生

乐为人梯育英才

17岁的黎清隆是海南省青少年帆
船队的老队员，6年前接受帆船运动训
练。“那时技术不熟练，遇到大风大浪经
常会翻船，第一次掉到海里时，我喝了
一口海水，感觉海水非常咸。这些年
来，我在训练中喝了不少海水，已经习
惯了海水苦涩咸的滋味。”他说。

近年来，海南省青少年帆船队教
练冯加旺曾多次到我省各市县选拔帆
船运动苗子。他认为，海南一些青少
年灵敏度高、柔韧性好，很适合参加帆
船帆板运动。此外，国内外大型帆船

帆板赛事近年来相继在海南举办，也
为本地青少年接触、参加帆船帆板运
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和帆船打了6年交道，黎清隆越
来越喜欢这项运动，“帆船运动对选手
的年龄限制不大，国内外有不少名将
40多岁了还四处征战，我希望自己也
能练到40岁。”

现在，黎清隆已经把目光投向了
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我要把自
己的潜能发挥出来，争取获得全运会
的入场券。”

课程优起来
学生忙起来
■ 何爱芬

近期，教育部印发的《关于一流
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要
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立起
教授上课、消灭“水课”、取消“清考”
等硬规矩，严把考试和毕业出口关，
让课程优起来、教师强起来、学生忙
起来。对学生来说，“躺”着上大学
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严进严出”
将成为大学的新常态。

高校实施“严进严出”制度是教
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将
本科教育和基础教育有机衔接起
来、打破之前“高中阶段累死，本科
阶段闲死”的困局，有力推进本科教
育质量进入发展快车道。

从全面质量观的系统角度来
看，“严进严出”绝不仅仅是简单地
在出口环节淘汰差生，用“勒令退
学”“转专业”“本降专”等做法实现
这一制度目的，而是要制定并实施
贯穿培养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机制。
首先，确保课程质量是实施“严进严
出”的重要基础。《实施意见》已明确
要全面加强课程建设，提出要优化
重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破除课
程千校一面，杜绝必修课因人设课，
淘汰“水课”等具体措施。其次，加
强教学质量是实施“严进严出”的关
键环节。好的课堂教学能够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立下成长
成才的志向。因此，鼓励专家院士
上讲台，改革教学方法，杜绝教师满
堂灌、学生被动听的现象，让课堂活
起来、学生忙起来是确保教学质量
的基础。其三，差异化精准管理是
实施“严进严出”的支撑保障。过程
管理尤其重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
人才培养特点，制定不同类型、不同
策略的精准管理办法，加强过程监
控与指导，设立每一学年、学期、期
中环节的质量督导机制。

从实施保障的角度来看，“严进
严出”绝非高校一家之事，涉及政府、
社会、家庭等各方的齐心协力。首
先，政策机制层面，需要政府制定与

“严进严出”相配套的招生指标分配、
资助资金、就业率监测等支撑机制。
如果强硬实行“退学”，会影响学校的
就业率，进而影响招生和学校的吸引
力。其次，考核评价方面，学生学习
成果的考核评价标准应分类分层实
施，应用型高校和学术型高校在学分
选修、实践能力、思维训练上应有不
同的要求和规定；同时，逐渐完善考
核办法，建立实时性、过程性评价，重
视过程质量，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
用。其三，在法规层面，逐步完善惩
戒警示制度，打通学生申诉、第三方
仲裁通道，建立从严治学的法规机
制，让“严进严出”在法治轨道上合情
合理。 （据《中国教育报》）

我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选手屡获佳绩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2019 年
海南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锦标赛在
海口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举
行，我省近百名选手参赛。

帆船帆板是海南竞技体
育传统强项。近年来，得益
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
件和基础设施的日渐完
善，我省越来越多青少
年在海上扬帆起航，在
众多国内外比赛中，青
少年帆船帆板选手屡获
佳绩。

扬帆 的青春面孔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风大的时候，驾驶帆船在海上快
速行驶，我感觉很酷。”海南省青少年帆
板队队员陈紫仙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今年18岁的陈紫仙来自保亭。
2014年10月，海南省青少年帆板队
教练到保亭招收帆板队员时，一眼就
相中了身材高挑的陈紫仙。巧的是，
陈紫仙的父母也是体育工作者。获
得省队邀请时，陈紫仙立刻同意到海
口接受专业帆板训练，“我觉得去海
口学帆板很有意思。”

刚到海南省青少年帆板队时，陈
紫仙还是个“旱鸭子”。“从憋气、漂
浮、水中站立等基本功开始学习，我
用了20多天学会游泳，此后才开始接
受帆板运动训练。”陈紫仙说。

陈紫仙对帆板运动很感兴趣，学了
一个月就能自己在海上扬帆驰骋了。

在省青少年帆板队，陈紫仙每天要训练
将近5个小时，但是她一点都不觉得
累，反而觉得很开心，“就是防晒霜用得
太快了，一个月就要用完一大瓶。”

2016年，陈紫仙代表海口队参
加全国青少年帆板锦标赛。首次参
赛的陈紫仙，在第一轮比赛时就遭遇
挑战，“比赛当天风大浪急。我因为
太紧张、害怕掉进海里，手脚都开始
抽筋了。”那次比赛让陈紫仙增长了
见识，积累了经验。在2019年亚洲
青少年锦标赛上，陈紫仙获得了U19
组RX：S级比赛的第三名。

“海南目前有50多名11岁至18
岁的青少年帆船帆板种子选手。他
们常年接受专业训练，潜力很大，假
以时日运动水平会有很大的提升。”
海南省青少年帆板队教练史东说。

近年来，海南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和海口市体工队非常重视
帆船帆板后备人才的培养和挖
掘。从 2010 年开始，这两家
单位人员多次到省内各市县
的小学“找苗子”。

史东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目前，海南省青少年帆
板队共有16名选手，都是经
过反复筛选后留下的种子
选手；海南省青少年帆船队
共有30多名队员，分别接受
单人艇和双人艇训练。在今
年8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
年运动会上，海南选手一共获
得了10张入场券。

16 岁的海南省青少年帆
板队队员邓经科学习帆板运动

才 3 年，进步很大，曾经获得亚
洲青少年锦标赛U17组男子RX：
S级比赛亚军。“学帆板很辛苦，刚

开始练的时候我还会‘晕板’，掉到
海里是家常便饭。”邓经科说。

有一次，邓经科在海口西秀海
滩海域训练。不料当天风向发生
变化，他在不知不觉间驾驶帆板来
到假日海滩海域。“当时有些害怕，
幸亏教练开着摩托艇及时赶到，把
我拉回岸上。”邓经科说，为了避免
再次发生意外，他反复练习压帆、
站板、摇帆等技术动作，学会观察
航行线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邓经
科 参 加 了 亚 锦 赛 帆 板 U17 组
T2930 级的比赛，最终获得季军。
今年，他的成绩又上了一个台阶，
获得了该项目的亚军。在前不久
结束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帆
板比赛中，邓经科和海口队的队友
们获得了团体第4名的好成绩。

邓经科说，“专业练帆板和业
余选手不一样，我们每天都要在海
上泡 6 个小时，一年四季都是如
此，从不间断。”

经过艰苦训练，我省青少
年帆船帆板队队员近年来屡获
佳绩。在 2019 年亚锦赛上，
我省青少年帆板队在U19组
比赛中获得 3 金 1 银的佳
绩，在U17组比赛中获得
一块银牌。在2019年全
国青少年锦标赛上，我
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队
获得了 3 金 2 银 2 铜
的好成绩。

17岁帆船队队员黎清隆：
“训练中喝了不少海水”

孩子们在课堂上学习古诗文。（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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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帆板队队员陈紫仙：
“一个月用完一大瓶防晒霜”

16岁帆板队队员邓经科：
“每天都要在海上泡6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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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2019“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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