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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麻烦帮忙投个票吧，点开
链接，投 X 号……”近些年，通过网
络投票进行评先选优在教育系统已
屡见不鲜，家长们组团为娃疯狂“拉
票”大赛也时常上演。近日，针对有
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规范校
园内网络投票的建议”，教育部在答
复中指出，将继续加强对教育系统
网络投票行为的管理，维护各类评
选活动的公正公平性。继续督促互
联网企业平台不断升级平台相关管
理规则，加强技术治网能力建设和
规则管理，重点打击网络投票恶意
对抗行为。严厉打击和查处违规经
营网络刷票公司，坚决遏制借评选
之名行营销之实的不法行为。

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给你发信
息，可能不是想你了，而是需要找你
帮忙给自己的孩子投票点赞。大多
数成年人，即便未给自己的孩子在朋
友圈、微信群中拉过票，也或多或少

受人之托给别人家的孩子投过票。
近几年，校园内的网络投票如雨后春
笋般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广大家长
也从最初的雀跃参与，到如今变得苦
不堪言。可即便如此，每一轮新的网
络投票活动发起，家长们又会变身疯
狂的拉票达人，因为得票结果可能会
关系到自家孩子在学校的“地位”、老

师眼中的“位置”。拉票不力孩子没
面子不说，老师还可能会认为家长对
学校活动不上心。总之，对于泛滥成
灾的校园内网络投票，家长可以说是
苦其久矣。

当然，对校园内网络投票“挞
伐”一番，并非说它就一无是处，作
为社会化评价的一种方式，便捷、公
开、参与度广，部分学校将其作为开
展各类评先选优活动的手段之一，
客观上能拓展公众参与评比表彰活
动的渠道，提高社会关注度与参与
度，这对于学校自身宣传及一些校
园活动的“出圈”大有裨益。

可问题就在于，2016 年教育部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校园评先
选优网络投票活动的通知》中要求
要坚持“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没
有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不仅“非
必要不举办”原则没有坚持好，网络
投票反而有成为各类校园活动标配

的趋势，不管活动是否真有必要进
行网络投票，总之先把投票通道建
起来再说，一方面可以通过要求家
长积极参与营造活动热闹非凡的

“大好局面”，另一方面投票、点赞数
据又可以在年终总结中成为亮眼一
笔。至于网络投票对于活动自身的
效果、学生能否从中受益，似乎一开
始就不在重点考量范畴。校园活动
是本，网络投票是末，可从现在对网
络投票的重视程度来看，大有本末
倒置之虞，喧宾夺主的网络投票反
让活动这个根本沦为了配角。

靠着家长“拉票”甚至“刷票”，如
果说真能评出什么先进、优秀，恐怕
很不容易，因为很多碍于情面投票的
人都是“直奔主题”，选好亲朋好友提
供的候选序号，直接点投票就完事，
能认认真真看完投票对象资料的并
不多。这样的校园网络投票，与其说
是评先选优，不如说是对家长人脉关

系、经济实力的综合考验。
一些变了味的校园网络投票，

除了扰乱正常的校园活动开展外，
更是给了不少违法违规分子敛财的
可乘之机，他们或大做网络刷票的
生意，或通过承接校园网络投票进
行公号吸粉、APP推广、广告植入等
营销活动。校园网络投票过多过滥
的现象，已引发媒体与教育主管部
门的关注，通过技术手段督促互联
网企业平台不断升级平台相关管理
规则，加强技术治网能力建设和规
则管理，重点打击网络投票恶意对
抗行为，很有必要。但“技防”终究
只是治标之策，治本归根究底还是
要把“非必要不举办”原则坚持好。
试想，假如所有非必要的校园网络
投票都无法得以举行，那附着于其
上的拉票、刷票、借评选之名行营销
之实等乱象又何来生存土壤？

（据《中国教育报》）

热点

快言快语 变了味的校园网络投票要不得

点燃文言文学习
的“星星之火”
■ 黄恒宝

秋季学期，我带领学生们学习的第一篇文言
文是《司马光》。它篇幅短小，故事性强。学生们
读得朗朗上口，能够感受中华民族古文的优美和
博大精深。

小学是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启蒙阶段，应该让
他们养成记诵学习古文的好习惯。随后，我又推
荐了《芦花》《五官争功》《叶公好龙》等短小有趣的
文言文让学生们学习。他们学后兴趣大增，有些
学生还动手仿写，配上插图，图文并茂，让我获得
意外收获。

由于山区学生平时阅读量少，又是第一次全
面接触文言文，我决定在班级群里用三天时间指
导学生学习一篇篇幅短小的文言文，具体计划如
下：第一天让他们熟读成诵、理解文意，第二天学
习图文并茂地仿写、画画，第三天进行“片段习作
训练”。

熟读成诵，理解文意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句话
道出了文言文的学习方法。诵读是培养语感的必
由之路，是理解文意的前提。

如何引导小学生品读文言文呢？我认为，应
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学习字义，读通读顺；二、
理解文意，熟读成诵；三、适当配合文中描述的动
作，读出古韵。

我在群里向学生们推荐了《放风筝》《荷》两篇
小古文，并制作PPT课件，让学生们先看风筝和
荷花的图片，学习文中的生字新词：梗、茎、藕，特
别指出“曰、汝、吾、之、其”等字要读准字音，理解
字意。然后，让他们再查字典，看插图，联系生活
实际去理解文意，熟读成诵。最后，适当配合文中
描述的动作，读出古韵。

仿写古文，图文并茂

第二天，我建议学生们从文言文的文字中“读
出画面”，启发他们思考：文中描写了哪些景物？
这些景物是什么样的？然后，将文中描述的景物
连成一幅画进行整体思考，最后再进行仿写画画。

例如，学习《荷》一文时，要注意以下要点：池
中种荷（植物生长地方、环境），夏日开花（开花时
节），或红或白（植物开花的样子），荷梗直立，荷叶
形圆，茎横泥中（从梗、叶、茎三个方面介绍描绘），
其名曰藕。藕有节，中有孔，断之有丝（详细介绍
果实）。

仿写。指导学生学习古文中介绍植物的“小
妙招”，再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介绍一种自己熟
悉的植物，如花生、石榴、椰树等。小杰同学品读
《荷》后仿写《花生》：“田间种花生，夏日开花，壮
株直立，其花碎小而金黄，绿叶椭圆。秋至，根茎
上长果，外壳粗糙。果似铃铛。内有仁，仁可食，
香甜可口。”小菲同学仿写《椰子树》：“南海一
村，几株椰树，高耸半空。其叶密成羽状，树干笔
直如柱，根茎基长。其名曰椰果，果绿木灰，或
圆或椭圆。”

小芸同学品读《芦花》后，仿写了《富贵竹》：
“盆中一竹，四季常青。身披绿衣，枝干直立。叶
形呈三角，垂帘而下，根白细长如冠状，喜水。风
吹，竹摇而不倒。”小莹同学熟读后，仿写《老榕
树》：“河堤老榕，树木常青，叶茂似伞，根如猛龙之
爪。微风吹过，叶儿沙沙作响。鸟儿争鸣，路人
纳凉。”

画画。指导学生根据自己仿写的文章意境，
配上彩色图画，图文并茂更有助于学生深入思考
学习。

习作训练从“片段”开始

学而思则悟。读诵仿写，能让古色古香的典
雅文言文走进学生心中，为今后的文言文学习打
下良好基础。学生们仿写出简单的文言文后，如
何古今通用，进行现代汉语的“片段习作训练”呢？

学生们熟读《荷》这篇古文后，知道了描写一
种植物的方法：成长位置——花开时间及颜色
——从梗、叶、茎等方面介绍植物——重点介绍植
物的果实。我鼓励学生们利用这个方法进行“片
段习作训练”，写写自己熟悉的椰树、花生等。

小杰同学写下《花生》一文：“我老家田野里种
了许多花生，一到夏日开花，花瓣碎小金黄色，好
像给田野穿上了金黄色的外衣。花生的杆非常
直，就像一个个士兵笔直地站在那里，花生的叶子
是椭圆的，上面经常爬着瓢虫。到了秋天，花落
了，根茎上结满花生。随着时间的变化，慢慢地花
生的外壳变成麻黄色，非常粗糙。那些花生就像
许多小铃铛在地里摇摆，壳里有一个个花生仁，香
甜可口。我爱花生，它给家乡的田野增添了一道
美丽的风景。”

（作者系保亭思源实验学校教师）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近期，“美育将
纳入中考”这一话
题引发社会关注。
《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美
育工作的意见》出
台，提出将美育纳
入各级各类学校人
才培养全过程，贯
穿学校教育各学
段。随后，教育部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司司长王登峰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美育中考要在
试点基础上尽快推
广。力争到 2022
年全面实行美育中
考。

从政策出台，
到教育部门大力推
动，足以看出国家
对学校美育工作的
重视程度。那么，
为何要提升学校美
育工作水平？我省
学校美育工作开展
情况如何？美育工
作应该如何提升？
近日，海南日报记
者对此进行走访调
查。

创新特色教育 丰富美育内涵

美育，又称美感教育。它培养人们
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
美的能力，让人们拥有美的理想、美的情
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

为何国家对校园美育工作越来越重
视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定安中学校长
郭在时认为，这与我国近年来社会经济
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物质生活的
提升，人们对精神生活和美的追求必然
会越来越高。因此，不断提升美育水平，
是适应国家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

也有教育界人士认为，美育成绩将
纳入中考的真正意义在于用“考试”这根

“指挥棒”促进美育更好地落地落实，人
们应该看到改革背后的普惠意义，不必
谈“美育入中考”而色变。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我
省各市县对校园美育工作十分重视，各
地也在提升美育质量、丰富美育内涵上
不断探索。

从课程上看，近年来，我省中小学校
开设的美育课程不再局限于美术、音乐，
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开
设丰富多彩的美育课程。例如，海南华
侨中学的黎锦与刻纸艺术、海口市第一
中学的陶艺课程、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
学校的扎染课程、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
和海口市琼山中学的琼剧课程、海口市
第二中学的民族民间系列课程等。

在师资培养上，不少学校都对美育
老师的选拔和聘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
们要求应聘的美育老师必须是重点师范
院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并具备研究生
学历。”海口中学有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从省教育厅、各市县教育
部门到众多学校，每年都会多次举办多
种类型的美育名师现场交流活动，为老
师们进行“充电”培训。“我们学校很支
持美育老师到省外学习。有培训机会
时，学校会积极帮助美育老师调课。”李
里根说。

同时，我省还积极推进教育部美育
浸润计划。日前，琼台师范学院美术学
院牵手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红毛希望小学，合作共建美
育示范基地。

针对教育部出台的美育新政，省教
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目前正在积
极开展调研，推进中小学校园美育工
作。同时，继续加大美育改革力度，不断
完善美育课程和教育体系，丰富艺术实
践活动，配齐配好美育老师，进一步提升
我省美育办学水平。

让孩子心灵得到滋养

虽然我省各地中小学校的美育
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长久以来
美育工作不受重视的现象也不容忽
视。美育成绩将纳入中考的消息引
发家长热议。

在海口学生家长王和潇看来，在
现有教育体制下，孩子们的考试压力
已经不小，如果再将美术或音乐成绩
纳入中考，她担心会给孩子造成额外
负担。采访中，一些家长认为美育并
没有多大用处。

在李里根看来，家长的不理解，
与过去传统教育中将美育看作“副
科”教育的观念有关。“事实上，美育
是每个人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美育
课并非只是简单地教会孩子唱歌画
画。美育更深远的意义，是提升孩子
的审美能力，让孩子们的心灵得到滋
养。”

“以舞蹈课为例，我们开设这门
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成为舞蹈
家。家长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孩子们
最终在舞台上跳的一支舞。但是，这
背后大量的舞蹈训练，让孩子在潜移
默化中发生气质变化和自信心提升，
比‘会跳一支舞’更有意义。”李里根
说。

李松松也表示，美育的意义不仅
仅是让孩子培养一门特长或业余爱
好。“我们更希望艺术能成为孩子的
朋友。当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
挫折和坎坷时，能通过画画、听音乐
等多种方式进行排解，内心能有更强
大的力量去面对。”

美育教学丰富多彩

“这一撇要加大力度，捺可以再
长一点，一撇一捺看似简单，但比例
相互照应字才会协调好看……”11月
18日下午，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定安中
学书法课上，该校美术教师吴习伟一
边点评学生刚刚写好的书法作品，一
边为他们进行正确示范。

这样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朱丽霞
感到受益匪浅，“以前总觉得练习书
法是一件枯燥的事，老师这样手把手
指导，让我渐渐发现了其中的乐趣。”

朱丽霞收获的还不止这些。闲
暇时间，她常常参观书法展览、研究
名家字帖。在她看来，“自己在书法
学习中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审美能力
的提升。”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多所学校
进行了丰富多彩的美育教学实践。
被纳入第一批海口市中小学美育示
范学校的海口市第二中学，曾连续3
年与省外专业艺术教育机构合作，通
过选派优秀老师到校共同研发艺术
课程的方式，对舞蹈、声乐、主持、绘
画等课程进行优化。

“我们的音乐课不仅是在教室中
教学，音乐老师还会带着孩子们到专
业录音棚中上课，通过体验式学习让
孩子们感受音乐的魅力。”海口市第
二中学体卫艺主任李里根说。

除了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教学活
动，不少学校还通过举办展览、比赛
活动为学生创造美育展示平台。

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团委
副书记李松松介绍，该校除了举办校
园十大歌手、竹竿舞、合唱、手抄报、
绘画等比赛，每年还会举办艺术长廊
书画展、摄影作品展等。此外，还会
带领学生积极参加校外艺术比赛。

⬆⬅ 海口市第二中学学生排练舞蹈节
目和参加文艺汇演。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黄恒宝给学生上语文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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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熊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