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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好，我们今天学习‘文化对人的影
响’这部分内容……”1月31日上午，海南中学
高三政治老师徐月香通过网络平台向200多名
学生直播授课。

“1月31日是海中高三学生原定的返校学习
时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学校改为
网络直播授课。近期，我们学校的高三老师一直
在学习直播授课的操作方法。”徐月香说，老师可
以通过手机或电脑直播授课，学生也可以通过手
机或电脑听讲。直播平台上能显示这门课的签
到人数，学生们可以在平台评论区或通过弹幕的
方式在直播视频页面给老师留言。

海南中学高三学生翁千喻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首次通过直播平台听老师讲课，感觉很新
奇。在平台评论区，他们可以针对老师提出的
问题参与讨论，互动感、参与感都很强。

“目前，离高考只有120多天了。老师和学
生们都已经进入紧张的备考状态。网络直播授
课可以稳定高三学子的备考情绪，指导他们更
好地复习备考。”徐月香说。

据海南中学教务科副科长贺航飞介绍，这
是海南中学有史以来首次面向全体高三学生进
行直播授课，授课科目包括全部高考科目，每节
课40分钟。从近期授课情况来看，学生们反馈
良好，参与积极性很高。

近期，除了海南中学外，海南华侨中学、海口
市第一中学、海南中学三亚学校等我省部分学校
也已面向高三学生开通网络课堂备战高考。

目前，我省部分小学也已搭建好网络直播
授课平台。据三亚市第九小学信息中心主任
何声尧介绍，该校目前不断通过学校智慧平台
向学生推送优质教学资源，已经制定了延迟开
学预案，搭建好网络直播授课平台。接下来，
将根据学校下一步的教学计划，决定是否开通
直播课堂。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通讯员 朱尚 唐玮泽

这个假期，受疫情影响，绝大多数人只能宅在
家里。当一些人在上网、刷剧时，我省部分大学生
则在抓紧备战研究生考试。

海南师范大学学生夏兵（化名）为这个寒假制定
了详细的考研复习计划，从每天上午七点到晚上九
点，每个小时的时间都进行了详细安排。到了周末，
他会根据本周的学习情况，再制定下周的学习计划。

“从下定决心考研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把大
部分时间都放在学习上。”夏兵说，这个寒假，他在网
上购买了专业课视频，每天循序渐进进行学习。针
对自己的薄弱学科英语，他每天利用百词斩App学
习单词。此外，每天坚持背诵默写一篇英语小作文。

受疫情影响，这个寒假几乎没有出门的夏兵，
并没有感到很无聊。他表示，“确定了考研目标，我
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我喜欢宅在家里安
心学习的充实感。”

闲暇之余，夏兵在家里会用杠铃进行锻炼，活动
一下筋骨，或者帮家人做一些家务。他说，“健康的
身体状况是考研备考的重要前提条件。除了学习，
平时也要加强锻炼，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

海南大学大三学生李响（化名）也是“考研族”
成员。打算报考MTI（翻译硕士）的他认为，考研不
是“闪电战”而是一场持久战。这个寒假，他全面了
解了考研科目和初期复习要点，开始加入备考大军
之中。

“互联网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在线学习，省时省
力。这个假期，我在网上订阅了新东方学校的网课和
武峰翻译强化课程。此外，每天在扇贝单词App上
打卡学习。”李响说，在网课老师的指导下，备考过程
并不枯燥，他学到了很多“干货”，少走了一些弯路。

为了提升自己独自在家学习的效率，李响加入
了哔哩哔哩网站网上自习室，每天和志同道合的小
伙伴在网上打卡学习。

近年来，我国考研大军人数不断上升。教育部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报考人数达到341万人，较上一年度的290万人增
加了51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我省部分学校近日通过网络平台向学生直播授课

“加长版”寒假 云课堂来了！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通讯员 唐玮泽 朱尚

热点

寒假宅在家
考研备考忙

这个假期
和孩子一起读书吧

2月1日，省教育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我省各级各类学校（高校、中职学
校、中小学、幼儿园等）2月24日前不得开学。具体开学时间将视相关疫情防
控情况，经科学评估后确定。通知要求，中小学校、中职学校要根据实际调整
教学计划，提供网上学习课程，指导学生安排好在家的学习和生活，并做好答
疑和指导。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目前，我省部分学校已经通过网络平台向
学生直播授课。

近日，海南省电化教育馆向社会各界
发布公告，公开征集包括免费直播平台、
数字资源在内的云课堂服务，全力保障疫
情防控期间我省中小学校“停课不停学”。

海南省电化教育馆馆长牛新文表示，
为了确保学校“停课不停学”，我省大中小
学校应充分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人教点读”数字
教学资源库等国家层面提供的网络教学
资源。

牛新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除了国家
层面提供的网络教学资源外，目前，已有
30 多家企业为我省中小学提供免费网络
直播平台和相关资源，搭建云课堂。我省
各地各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用这些平
台资源，运用在线直播或点播的方式录制
课程，组织学生通过电脑、手机、iPad 收
看。

除了以上这些在线网络资源外，学生
们还可以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针对自
己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进度，充分利用社会
网络平台资源在家中进行自学。

日前，省教育厅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全省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暂停开展
各类线下培训活动。我省已经为孩子购
买了寒假线下培训课的家长，纷纷让孩子
加入网课学习的行列。

据了解，近期，为了更好地抗击疫情，我国
许多网络课程平台将部分付费资源免费向社会
公众开放，其中面向小学生的课程内容包括音频
故事、通识课、语文启蒙、英语启蒙等。海口学生家
长林女士为孩子免费订阅了一门网课，“这门英文学
习课程内容详细，孩子可以跟着外教一起学习、做游
戏，学起来很有趣。”

无独有偶。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中学教师资格证
考试，海南师范大学学生李颖（化名）近日也在家里上
起了网课。此前，她已经通过了两门科目的考试，现在
继续备战科目二。“这个科目主要考查的是教育知识与
能力，需要记忆的内容较多。为了能顺利通过考试，我
专门购买了粉笔网的辅导课程，思维导图和相关口诀
可以帮助我更快更好地理解知识点，不像自己对着课
本复习那么枯燥。”李颖说。

有了网课，李颖足不出户也能够在线学习，“受疫
情影响，这个寒假只能待在家里。我觉得只要科学安
排好复习时间，在家里学习的效率也挺高的。”

海南大学大一新生于可（化名）寒假的学习目标是
提升英语水平和备战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考试，

“上个学期的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个假期我想定下
心来好好学习，提升学习效率。”

寒假期间，于可每天上午利用可可英语软件收听
英文新闻广播，提升英语听力水平，学习地道的英文表
达方式。此外，学习ACCA考试教材，做一些练习题。

根据媒体报道，目前免费向公众开放部分网络课
程和资源的平台包括猿辅导、得到、新东方等多家知名
网络平台。自2月1日起，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在线学
习平台也面向大、中、小学师生和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首批提供300门优质线上外语课程。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海口一所中学的高

三学生。疫情打乱了我们原定的返
校计划，网上的疫情信息让我焦虑不
安。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自主学习
能力薄弱的我现在感到非常忐忑。
在这个非常时期，高三学子应该如何
更好地应对？请老师支招！

——一名烦躁不安的高三学子

烦躁不安的高三学子：

你好！来信收悉。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你的反应并非“与众不
同”，你道出了部分“困居”家中的高
三学子的心声。据我了解，这段时
间，部分高三学子的心态比较平和，
很高兴自己能拥有更多自主学习时
间，可以针对薄弱学科进行查缺补

漏；另一部分学生如你一样，对在家
学习的生活难以适应，又为即将到
来的高考感到焦虑不安。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
八九。任何事情发生时，都是一
次学习时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我认为，高三学子可以通过增
强意义感、稳定感和力量感来积
极应对。

第一，在认识疫情的过程中发
现意义感。在认识疫情的过程中，
我们认识到病毒的传播方式，习得
病毒防控的相关知识，学会用科学
理性的态度识别疫情信息的真伪，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等。同时，疫
情给人类提供了反思和审视生命的
机会。疫情提醒人们认真审视自己
的生活，让人类懂得敬畏。

面对疫情的这段经历，将成为
你生命中的宝贵财富，让你有勇气
直面未来可能遭遇的挑战。

第二，在主动调节的过程中增
强稳定感。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保
持愉悦的心情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
力。美国诗人麦克斯·厄尔曼说过：

“培育心灵上的力量，以面对突然而
来的不幸，但不要杞人忧天以致心
神不宁。”

面对疫情，人的情绪容易出
现起伏，宅在家中极易产生孤独、
郁闷、无聊等情绪。高三学子除
了要承受学习压力，还会对疫情
产生焦虑情绪。此时，需要你们
主动调节自己的情绪，建立规律
有序的生活节奏。请从以下方
面，尽量让自己每天的生活和学
习保持固定规律：一是制定并执
行相对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二是
将学习计划具体化，做到定时定

点定科目。此外，在规律有序的
学习生活中，适当穿插一些轻松
的休闲活动。当你的生活规律有
序且轻松愉悦时，你就能在困境
中做到安之若素、自得其乐。

第三，在积极作为中提升力量
感。有一句话说得好，何以减压，
唯有行动。积极的行动是增加掌
控感和力量感的重要途径。在家
里提升力量感的方式有四种：一是
提高自主学习效率。请借助线上
课程资源开展自学、查缺补漏。你
可以试着以疫情为题，从生命、公
民、敬畏、使命、理性思考等角度进
行写作练习。

二是增进亲子情感。备战高考
的学子们，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与支
持。宅在家中为你们提供了更多朝
夕相伴的机会。学习之余，不妨和
父母一起观看电视电影、读书、做
饭、玩游戏等，既能放松心情，又能
增进亲子关系。

三是学习新技能，增加兴趣爱
好。利用线上课程学习一两个新技
能，丰富你的业余生活。

四是运动和课外阅读。每天挤
出一点时间读读课外书、做做运动，
是很好的自我滋养之道。心理学教
授洪兰认为，阅读、运动、游戏是促
进大脑发育、开发智力的三大途
径。我认为这也是提升心理能量、
增强身心免疫力的有效途径。

最后，我想将作家加缪的一段
话送给你：“我并不期待人生可以过
得很顺利，但我希望碰到人生难关
的时候，自己可以是它的对手。”

惠君
（作者系海南省心理健康教育

特级教师）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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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中学高三学生通
过网络平台听课。 受访者供图

⬆近日，海南中学教师在网络平
台上直播授课。 通讯员 傅后颖 摄

疫 情 来 袭
高三学子如何安然应对？

■ 曾蕊

这个寒假不寻常，疫情让我们不得不减少社交和外
出。整日宅在家里的孩子们容易陷在手机游戏、电视和
社交网络中。家长们不妨利用这段难得的亲子时光，帮
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读给孩子听

如果孩子还小，家长可以给孩子读短小的古诗、童谣和绘
本故事。例如，可以给孩子读绘本故事，让孩子明白讲文明讲卫
生的重要性，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不洗手的战争》可以让孩子知
道家里看起来很干净，却可能处处隐藏着细菌。书中，病菌军队
和抗菌王军队的战争会让他们明白勤洗手的重要性；《肚子里的
火车站》，让孩子了解消化的全过程，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牙齿大街的新鲜事》，让孩子了解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大
街”。此外，家长还可以给孩子读《臭臭的比尔》《大狗医生》等，在
阅读中给予孩子温暖的陪伴，让亲子关系更紧密。

读给孩子看

日常生活中，很多家长常常跟孩子说要多看书少玩手机，
自己却整天捧着手机不撒手，跟书本老死不相往来，生生把自
己活成了孩子的反面教材。身教重于言传，让孩子看见你在阅
读和享受阅读的乐趣，就是最好的阅读教育。

这个假期，家长们请放下手机，捧起书本、报纸杂志，享受阅读
时光，读给孩子看，做孩子阅读的好榜样。推荐您阅读刘良华教授
的《新父母学校：刘良华家庭教育讲演录》，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
的家长。张文质在《奶蜜盐》中提到，只要父母在相应阶段为孩子
提供了足够的“奶”“蜜”“盐”，孩子一生都将过得丰富多彩。

和孩子一起读

亲子共读，是最美好的陪伴方式。家长们可以和孩子一起读
一本书，共同分享书籍内容、阅读感悟。家长们不妨试着去读读
孩子喜欢的书，读读杨红樱的“笑猫日记”系列中的《幸福的鸭
子》，品味简单的故事，感受简单的幸福；和孩子一起读绘本《安的
种子》，各自“对号入座”，明白“有一种智慧叫等待”。这种智慧来
自人们对大自然法则的认识、尊重和顺应；一起读《窗边的小豆
豆》，小林校长对孩子的尊重、理解和认可，也许能给您一些启发。

读书贵在坚持。每天读完书后，家长可以让孩子摘录下精
彩的句子、写读后感，或者借助App软件参与阅读打卡，记录阅
读成果，并给予适当奖励。这样坚持下去，可以帮助孩子培养
终身受益的好习惯。

家长们，宅在家里的时候，不妨捧起书本，为孩子提供高质
量的陪伴，也给自己充充电吧！

（作者系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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