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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高三班主任，

正在全力陪伴高三学子备战高
考。本届考生是海南省首届参加

“新高考”的考生。大考在即，请问
高三老师应该如何帮助学生踢好
临门一脚？

——一名高三班主任

高三班主任：
您好！在高三学子辛苦备战

高考的关键时刻，一位用心陪伴他
们的班主任，可以为他们增加幸福
感和力量感。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
响，2020届高三考生遭遇了开学延
迟、网上授课、高考延迟等多重变
化。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会扰乱人
的情绪，有些考生为此焦躁不安、
忧心忡忡。如何利用好最后这段
备考时间，稳定情绪、提高效率，踢
好临门一脚，是此时高三师生最关
心的事情。

大量研究和实践表明，实力、
技能和心态是影响高考成绩的三
大因素。随着高考临近，许多考生
在知识储备和应考技能方面的提
升已接近饱和，目前能积极调控的
因素是心态。那么，高三老师应该
如何帮助学生稳定心态、有序应考
呢？我建议应从以下方面着手进
行准备。

积极赋义过往经历

积极赋义过往经历、向过往经
历学习，是增强稳定感的法宝。比
如，疫情防控给考生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思考和经验。所有不确定因
素都能磨炼人们应对不确定环境
的能力，这些能力也是考生顺利完
成高考任务所必备的。

近期，有些学生向我倾诉，他
们的月考成绩滑坡了。这让人感
到沮丧，但也能提醒考生及时发现
漏洞。高考前，在月考中出现的状
况越多，越有利于考生积累应对问
题的经验。见招拆招，抱着学习的
心态与自己经历的事件相处，既能
积累丰富的应考经验，又有助于保
持积极稳定的心态。

学会科学用脑

学会科学用脑是提高备考效
率的王道。人的身心所能承受的

刺激是有限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情绪如果过度紧张，容易出现

“超限抑制”。通俗地讲，就是大脑
神经有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如果承
受的压力超出大脑和意志力限度
时，人的身心会自动暂停工作。所
以，要引导学生提高备考效率，就
要让他们学会尊重身心规律。

脑科学研究表明，大脑不喜欢
高压力状态，因此考生学习的环境
不能太逼仄，要给大脑留有空间；
大脑需要休息，所以要劳逸结合；
大脑需要氧气，所以在备考之余要
保持适度户外运动等。高三老师
指导考生科学用脑，可以提高他们
的备考效率，增强他们的信心。

规律生活
保持愉悦情绪

规律生活、定期取悦自己是
保持愉悦情绪的有效策略。面对
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让自己保持
良好情绪和状态的方法，就是努

力保持局部的确定性。高三老师
要引导学生将自己能做的事尽力
做好，建立动静结合、相对稳定的
生活节奏，定时做一些让自己愉
悦的事。

考前两周，建议高三老师督促
考生对照高考时间表调整好生物
钟，根据高考时间表进行日常作
息，做模拟试卷，以提高自己对高
考的适应性，让自己更从容地迎接
高考。

做好班级建设
备好两颗“灵丹”

做好班级建设能为考生增添
动力和信心。积极心理学研究表
明，积极的组织系统能增进人的幸
福感。充满信任和友爱的人际关
系能促使人分泌出催产素，增进人
与人的亲密度和信任感。学校环
境的和谐温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
关爱、同伴的互相勉励支持、家人
的关心与照顾，都能增加考生应对
困难和挑战的力量和勇气。

此外，建议高三班主任要给考
生备好两颗“灵丹”：一是让考生学
会情绪调节技巧，通过身体拉伸动
作、唱歌等技巧，及时缓解备考中
紧张情绪；二是让考生学会应急镇
定小诀窍，学习“考前三分钟镇静
操”（1分钟深呼吸，1分钟积极想
象，1分钟“鸣天鼓”），让自己迅速
镇静下来。

祝您和您的学生备考有序，高
考顺利！

惠君
（作者系海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特

级教师）

模拟法庭审案

大学生变“法官”
■ 本报记者 昂颖

“现在开庭！”日前，随着“审判
长”敲下法槌，一场别开生面的“云
模拟”审判在网上拉开帷幕。

据了解，此次“云模拟”审判法
庭上的审判长、审判员、委托代理
人、被告、原告等，均由海南大学法
学实验班大三学生扮演，其他学生
则通过网络在线旁听。整个“云模
拟”庭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高度模
拟还原了法庭庭审全过程。

“线上模拟审判是模拟法庭教
学的一种创新，与司法实践中法院
组织的网络庭审程序高度一致，可
以让受疫情防控影响不能返校的学
生参与到模拟法庭课程的教学中。”

“云模拟”审判指导老师、海南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邓和军表示，学生通
过此次活动可以全方位了解在线诉
讼的规范程序和操作方式，教学效
果超出预期。

参与指导此次“云模拟”审判活
动的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力
认为，举办此类教学活动，可以让学
生认识到在线审判能有效节约司法
资源、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也有助于促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
司法创新。

据了解，“云模拟”审判是海南
大学探索多元化实践育人机制的一
个创新点。近年来，该校通过多种
形式积极为海南培养优秀的法治人
才。海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王琦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该院常年开设模拟
审判课程，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
国内外模拟法庭竞赛。同时，与清华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国
海洋法学会等共同发起“全球国际海
洋法模拟法庭大赛”，对促进卓越法
治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办学国际化和
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王琦介绍，大力创新教学方法
以来，该校已有5000余名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从中受益，参加模拟法
庭大赛的学生多次斩获全国大奖，
相关专业毕业生的法律诠释能力、
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等显
著提升。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培养一流的
国际化法治人才，是我们育人的最大
目标。”王琦表示，目前，海南大学已
与多个国家的高等院校、法律实务部
门签署合作协议，通过派遣本科生和
研究生赴境外实习、观摩审判等一系
列教育创新活动，进一步拓宽学生
的国际化视野，优化学生知识结构。

按照往年惯例，大学生毕业离
校前，都会和老师、大学同学合拍
毕业照。今年，受疫情防控影响，
我省高校部分应届毕业生目前未
能全部返校，一些大学生期盼已久
的毕业“散伙饭”、毕业旅行和毕业
大合照无法实现。在这个特殊的
毕业季，一幅幅充满创意的“云毕
业照”开始流行，这些创意照片记
录了大学生毕业离校前的难忘瞬
间，为他们四年的大学生活画上句
号。

收集全班同学的照片、寻找主
题素材、学习PS技巧……前段时
间，三亚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2016 级旅行社 1601 班班长张月
阳，为了给全班同学制作“云毕业
照”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4月进行在线论文答辩

时，就有同学在线提议全班合拍
一张‘云毕业照’。当时我就想，
作为班长，我应该为即将奔赴五
湖四海的同学们做些什么。”张月
阳说，为了获得理想的制作效果，
她上网学习图片处理软件的使用
技巧，将全班 85名同学的头像依
次从相片中“抠出”，再把每个“抠
图”调成统一色调，最后制成了

“云毕业照”。
张月阳将两张风格不一的“云

毕业照”上传至班级微信群和朋友
圈后，点赞纷至沓来：“这个Q版卡
通毕业照太萌了！”“都说过去的毕
业照是比拼化妆技术，我觉得今年
的毕业照就是在比拼PS技术！”“感
谢班长的付出，为我们留下如此珍
贵的记忆！”

无独有偶，海南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6级2
班的学生近日也晒出了他们自制的

“云毕业照”，记录下大学毕业这个
重要时刻和难忘瞬间。照片中，身
穿卡通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学生
们与老师一起，被集体“定格”在校
园中，他们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该班班长范增说，“毕业前，同学们
希望能记录下我们顺利完成学业、
开始走向社会的难忘瞬间。大家便
集思广益，一起合作制作了‘云毕业
照’。”

海南大学辅导员武丹表示，许
多大学生以“云合影”“云毕业照”的
创意来告别大学生活，致敬青春。
在四年的大学时光中，他们挥洒汗
水，在学校度过了难忘的时光，那些
美好的记忆都凝聚在这些毕业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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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天总
是很蓝，日子总过
得太慢，你总说毕
业遥遥无期，转眼
就各奔东西……”
6月，凤凰花开，全
国各地高校学生迎
来毕业季。今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影响，部分大
学毕业生目前不能
返校。继“云答辩”
“云面试”后，“云毕
业照”又开始在许
多高校走红。

高考在即，考生如何调整心态？

“示范文本”
有助于规范校外培训
■ 储朝晖

近日，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中小学
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以下简称示范文
本），供各培训机构参照使用。这是规范校外培训的
新探索。

长期以来，校外培训机构是个让人追逐，也乱象
横生的领域。一方面，它为孩子多方面发展提供教育
资源，被大量家长追逐；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培训机构
质量、诚信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一些培训机构还不时
存在违规收费、退费难、卷款“跑路”现象。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各地教育及相关管理部门近年来从保障民
生、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多个方面采取
各种措施规范治理，取得了良好收效，但问题未得到
根治。

培训机构作为市场主体，其与家长之间的纠纷，
最终仍然需要以合同为依据，依法解决。这样，合同
就成为确保各方权益的重要依据。此次，有关部门推
出的拟定示范文本，是朝着依法解决迈出的一步，对
于规范培训服务行为，促进培训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示范文本根据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强调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守
信的原则，遵循教育规律和青少年健康成长规律，充
分考虑、明确表述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要求培训机
构公开透明培训，接受社会监督，不得在公示的项目
和标准外收取其他费用；加强对所聘用人员的管理，
确保不出现打骂、猥亵、虐待等损害学员身心健康或
合法权益的行为。若改变培训方式，需双方协商一
致。接受培训方应当按时足额缴纳培训费用，自觉遵
守各项培训管理制度和课堂纪律，不得妨碍其他学员
的正常学习活动。学员应当尊重培训机构的知识产
权，不得擅自对培训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拥有知
识产权的培训材料或者课件，不得私自复制、散发、销
售，不得通过互联网进行分享、扩散和传播。

示范文本设专条明确了退费程序和要求、违约责
任承担方式及额度、争议处理解决方式。还给合同双
方当事人留出了选择性、补充性、填充性、修改性的内
容空间；双方当事人可以对文本条款的内容进行修
改、增补或删除，但不得随意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当
由校外培训机构承担的责任。各级行政部门要依法
行政，引导社会各方通过完善法治的市场，提高鉴别
能力，有序参与培训活动。

这个过程不仅仅需要行政部门的行动，更需要相
关当事人积极参与，共同推进。家长和学员可以关注
培训机构是否使用示范文本作为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同时参考示范文本尊重培训机构的基本权利。培训
机构也可将使用示范文本作为自身合法合规性的显
示，获得更多人的信任和更多的客户，同时加强自身
规范建设，在学生家长与校外培训机构之间形成更多
的共识与互信。

近年来，依法治教，校内外统筹的改革策略越来
越清晰和坚定，凝聚了广泛共识。继续深入推进教育
均衡发展，深化对教育评价体制机制的改革，减少对
考分的依赖程度，才能让家长减少对培训过度功利的
期待，才能减少培训机构培训内容越界。引导培训机
构在内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合规经营，在整体上形成
更加完善的法治化市场体系，才能构建一个各类主体
有恒心的自律环境。 （据《光明日报》）

精彩课堂

父亲，请当好孩子
第一任体育老师
■ 张云龙 王春燕

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父
亲在他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其中
一个角色却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孩子的“第一任体育
老师”。

在家庭生活中，做饭、打扫、辅导作业等，父母的
角色都可以胜任、互换，但要作为第一任体育老师，父
亲仍是最适合的人选。不论潜移默化，还是有意识培
养，孩子在体育方面的发展受到父亲的影响最大，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孩子将来的兴趣爱好、身体健康和精
神状态。

当好第一任体育老师，父亲要陪同体验多样的项
目，培养形成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父亲陪着孩子一
起骑自行车、游泳、登山……让孩子尽可能多地感受
体育的魅力，形成对一两个项目的兴趣和专注。一定
要用陪同的方式，而不是简单交给各种培训班，这样
更有助于孩子养成习惯，还能增进父子间的沟通，珍
藏属于彼此的一份美好回忆。

当好第一任体育老师，父亲要注重塑造孩子的意
志品格。要高度重视体育对精神的塑造作用，每个孩
子的身体素质不同，参与体育活动的锻炼成果不尽相
同，但对意志和品格的锻炼总是有效的。现在不少孩
子受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性格中多了柔弱，
少了坚强，父亲在体育活动中要有意识地带领孩子挑
战自我，突破自我，逐渐锻造敢于竞争、崇尚合作、百
折不回的精神。

当好第一任体育老师，父亲要鼓励孩子多参加学
校体育活动。父亲要坚定支持孩子积极参与运动会、
越野赛、体育课等，减少学校顾虑，促使学校有决心改
变教学模式，共同保障孩子的全面发展。

当好第一任体育老师，父亲要以身作则，保持一
定的体育活动量。很多父亲“三高”缠身、大腹便便，
没有健康的形象，对孩子很难有说服力。言传不如身
教，父亲要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不仅对孩子有了代入
感，对自己也大有裨益。

父亲，请珍惜“第一任体育老师”的殊荣，将您内
敛、深沉的父爱，在运动中尽情释放，您的孩子注定受
益终身。 （据新华社电）

⬆➡特殊毕业季，“云毕业照”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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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云合影”外，一些已经
顺利返校的大学毕业生也以特殊
的方式记录下今年这个特殊毕业
季。

近期，海南师范大学 2016 级
英语师范班学生叶金枝和部分
同学集体戴上口罩，拍下了一张

独特的毕业照。叶金枝说，“拍
毕业照时，同学们纷纷提议，大
家一起戴着口罩再拍一张，记录
下今年这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特
殊经历。”

“为了能合拍毕业照，一些同学
返校后，主动在校园内自我隔离14

天，并按照防疫要求戴口罩、扫健康
码，每日坚持测体温。”叶金枝说，不
过，受疫情防控影响，全班仍有7名
同学未能返校。“我们约好了，待疫
情结束后，我们还要再次返回母校
相聚，拍一张一个都不能少的‘全家
福’合照。”

“云毕业照”走红朋友圈

“疫情结束后，我们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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