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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

有问有答

亲子阅读的效果远远胜过作文辅导班
■本报记者 张贵勇

好的文学作品是适合大声朗读
的。 记得一天晚上， 给儿子哲哲读
“猫头鹰王国” 系列的时候， 读到主
人公赛林经过一天辛苦的训练， 酝酿
着去圣灵枭孤儿院营救妹妹伊兰，
“赛林望着外面拂晓的天空。 最后几
颗星星眨巴着眼睛消失了， 一道美丽
的粉红色在空中蔓延。 珈瑚巨树那些
弯弯曲曲的树枝伸展开来， 似乎要去
拥抱这崭新的一天……”

小家伙专心致志地听完之后， 一
声感叹： “写得太好了， 我好想变成
赛林去救自己的妹妹， 虽然那个地方
很可怕。” 在多年的亲子共读之后，
我发现他对文字的感悟力、 鉴赏力越
来越强， 一些景色或心理描写出色的
地方， 他往往能抓住， 能品出一定的
味道来， 真正做到了和作者同频共
振。 所谓的文学素养、 审美鉴赏， 就
是在阅读大量的经典作品之后逐渐形
成的吧。

父母给孩子朗读时， 一是不要求
快， 别把阅读当做差事， 要给孩子留
下反刍和回味的时间， 尤其到了精彩

的语句或情节时， 不妨停下来和孩子
一起欣赏、 品读一番； 二是不打断孩
子的疑问。 孩子有问题， 恰恰说明他
在思考， 在用自己的经验理解故事。
父母此时加以恰当的指导， 亲子共读
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

文学作品除了文字优美、 情节丰
富之外， 还蕴藏着很多为人处事的道
理， 如责任与担当、 勇气与力量、 团
队合作等。 父母要帮助孩子发现故事
背后的意味， 鼓励孩子大胆发表自己
对故事的理解， 锻炼孩子的表达能
力， 加深阅读印象， 并使之有认知与
情感方面的收获。

品读完一部经典作品， 孩子或许
久久不能释怀。 这时候， 父母还应给
予孩子一个情感抒发的途径。 唱歌、
绘画、 写作都是很好的方法。 如果能
引导孩子主动提出写写读后的感想，
那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我的切身
体会是， 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后， 孩
子的文学素养会提高， 写作水平也能
给父母带来惊喜， 远胜于参加长期的
作文辅导班。

记得哲哲二年级时写过一篇细节
描写的命题作文：

忽然， 我看见前面一个人也没有
（因为大家都往后退）， 我的腿直打哆
嗦， 手里冒了很多汗， 心里好像有一个
炸弹， 只要往前走一步， 这个炸弹就会
爆炸！ 于是， 我悄悄地走近了大ｓｈā
鱼， 又退了几步， 我又想起被ｊｉā到
的同学都说不疼， 我才把手伸到大
ｓｈā鱼的嘴里。我按了一颗牙齿，立刻
把手缩了回来。 大ｓｈā鱼没有ｙǎｏ
到我， 我觉得世界都平静下来了。

短短的一百多字， 写出了内心的丰
富变化。 有人说孩子天生就是哲学家，
其实孩子也是天生的文学家， 只要给他
们足够的阅读量。 等到孩子逐渐升上高
年级， 其感情会越来越细腻， 对文字的
驾驭会越来越熟练， 文字便如同琴键一
样， 不经意间就流淌出华美的乐章。 这
是任何教材上所没有的， 也是任何老师
教不出来的。

让孩子发自内心地写出自己的所
感、 所想， 是抵御如今娱乐至死的社
会弊病的有力武器。 在互联网时代，
越来越多的孩子无法沉浸在一本书里，
无法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 无从感知
文字所描述的宏大世界。 他们更喜欢
快餐式的文化， 喜欢图像化、 视频化

的东西， 对文字乃至母语缺少一种亲
近感。 而文学， 不只是打开孩子的视
野， 更是让孩子感悟母语的魅力。 爱
写作的孩子会深入母语， 感悟到文字
背后的文化内涵， 然后用我手写我心，
延续文化的血脉。

有些孩子文字能力偏低， 不仅错字
连篇、 语句不通、 口语表达不清楚、 文

章没有真情实感、 生编硬造， 还表现为
感受力下降、 对外界麻木、 对亲情淡
漠， 这其实是从小阅读乏力、 经典阅读
不够的结果。 如果孩子有较强的文学素
养， 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 更能很好承
继优秀的民族文化。 让孩子做有根的中
国人， 父母就该回到阅读的源头， 让孩
子从多读多品多写做起。

（12月7日 新浪教育）
美国有位离异母亲叫切尔斯， 一

天， 她和前夫正在争吵,6岁的女儿提
亚娜却把她叫到屋里“批评教育” 了
三分钟， 恳求她和前夫能做好朋友。

点评： 即使不再是夫妻， 为了孩
子也要和谐相处。

（12月8日 重庆晚报）
重庆渝中区的罗胜云寻找离家出

走的儿子已经近两个月了。 因为儿子
不愿意上学， 罗胜云教育儿子时说得
最多的话是： “再不乖， 爸爸妈妈就
不要你了。”

点评： 儿子不要爹妈的滋味也不
好受吧？

（12月9日 华商报）
近日， 孙俪接受采访时说： “每

次对孩子提问， 都是给孩子养成良好
习惯与品德的绝佳时机。”

点评： 点点滴滴是教育， 每次提
问都用心。

（12月10日 今日早报）
浙江海宁一个小男孩， 请求爸爸

妈妈帮助自己做一件事情， 忙于玩弄
手机的爸爸妈妈没有回应。 不得已，
小男孩拨打110向警察求助。

点评： 等到将来孩子沉迷手机不
理父母的时候， 该向谁求助呢？

（12月14日 新浪教育）
在日本， 孩子每天洗澡不仅是母

亲的事， 更是父亲的事。 只要父亲在
家， 给孩子准备水、 毛巾、 衣服是妈
妈的活儿， 而陪伴洗浴却是父亲的
事。

点评： 亲子之情就是在这样的日
常活动中培养起来的。

（12月8日 华盛顿每日邮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位母亲带

着11个月大的男孩、 四岁的女孩、 一
岁的女孩和三岁的男孩一起进行户外
运动， 孩子们在远足、 攀岩、 野营等
运动中享受了快乐时光。

点评： 亲近自然长智慧。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孩子总是偷打游戏怎么办？
■薛亚利

读者来信：
“儿子正在念六年级， 我们给他

规定好周末可以看一小时电视、 玩20
分钟游戏， 但他还是会偷偷打游戏或
延长时间， 我只好把遥控器和笔记本
电脑随身携带， 或者藏在家里， 但他
一旦找到还是会偷打。 我跟他谈了几
次， 他认错态度还好， 就是不久又管
不住自己了。 现在我跟孩子常常处于
猫捉老鼠的状态， 怎么办呢？”

专家解答：
“周末可以看一小时电视、 玩20

分钟游戏”， 这个时间安排既不合理
也不近人情。

孩子的娱乐时间安排应遵从儿童
心理规律， 不能单纯按多少分钟来硬
性规定， 要尽量按节目进度， 比如
“看一集或者两集电视剧” 来约定更
好些。

另外， 观剧或游戏时间设置应该
合理而且灵活。 看电视一个小时还算
不短， 但游戏20分钟， 对于六年级

的孩子来说， 明显太短了， 可能有些游
戏刚入佳境就被叫停， 孩子心里肯定不
愿意。 死板规定时间会引起孩子反感，
应该有一些灵活的时间激励法或时间兑
换法， 把激发孩子积极性和玩耍有效结
合起来。

建议家长听听孩子的意见， 和孩子
商议看电视和打游戏的时间长短， 一起
拟定限定条件。 无论孩子提出的时间是
多长， 都必须保证完成作业以及中间让
眼睛得到休息的条件。

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灵活的

奖惩办法，如果孩子遵照时间约定，就可
以得到奖励。奖励形式可以多样，比如以
5分钟为单位增加游戏时间，买孩子想要
的书或玩具，举办生日聚会等；如果不遵
照时间约定，就会有惨重惩罚，比如整个
周末的游戏时间全部失效。

当然， 惩罚协议尤其要和孩子事先
商量好，通过多种手段来加强协议效果。
比如为了提醒孩子， 可以将时间约定做
成合同模样，挂在家里显眼处，奖惩细目
一目了然，让孩子随时可见，提高他的契
约意识。将来孩子违约被罚时，即使做不

到心服口服，至少能哑口无言。
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商量更多好玩儿

的手段， 如录音为证、 视频为证， 经常
放给孩子听或看， 提高孩子的自律能
力。 选定方法后要坚持贯彻执行， 看到
孩子进步要及时表扬。 这样， 孩子便会
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能体会
到自己努力克制的过程， 体会到父母的
用心， 从而激发孩子形成一种行为能
力， 有效加强亲子合作和情感亲密。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
研究中心)

章鱼 绘

使我们的学校， 成为和美的人文校园、 成为智慧职教的开拓者；
使我们的学生， 得到经典文化的润泽、 树立起职场专业发展的终身追求；
使我们的老师， 赢得教书育人的尊严、 享受职场人生的幸福。

人文精神滋润 智慧课堂教学 创新创业引领

一个现代中职教育的诗意呈现
———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办学纪实

就在上月，双流建校电子商务专业

2014级的石夏玲和同学组建的“创意小潮

店”创业团队，入围了双流县举办的创业

大赛10强决赛，成为仅有的以中职学生身

份入围的团队。

“我们定位为在校学生的线上线下的

杂货店，虽然很普通，但因为囊括了学生

吃、穿、用等全部方面，所以取胜。”石

夏玲说。而这正是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一

个成功缩影。

“我校学生每年的就业出口都很好，

用人单位也交口称赞。但如果我们仅仅培

养这样的学生是不够的，也不利于学生未

来的发展。”万忠华谈起学校开展创新创

业教育的初衷时表示，并非因为就业率不

高而“曲线就业”，也不是迎合当下创业

热潮的“跟风”举动，“而是想培养具有

创新创业意识和思维的高层次技能人才”。

“我相信，在学校就经过创新创业教育

和实战训练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竞争

力一定更强，更能适应各种复杂的社会环

境。”万忠华说。

开展创业教育，首先需要一支高素质、

多元化、专兼职创业教师队伍。学校将创业

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有机结合、与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相结合，安排老师参加SYB创业师

资培训。同时聘请10余名企业家作为创业教

育导师，逐步形成创业教育导师智库。

课堂成为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主渠道。

双流建校鼓励教师改革教学，在传统课堂中

融进有利于创新素质、创造能力培养的要

素。利用学生社会实践的空闲时间，开设

GYB创业意识、SYB创办你的企业短期培

训，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

为了给学生提供创业实战平台，双流建

校将创业活动主题化，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创

业达人赛和校园淘宝节。每年10月，学校

“创业一条街”就成为火热的卖场，学生以

班级为单位组建创业团队，所有学生均为

团队成员，每位成员至少提供一件以上的

物品作为商品。同时，每位同学还可以拿

着自己的闲置物品在淘宝节上进行“以物

易物”活动。

目前，投资近百万的学校创业中心已

经动工建设，预计将于明年春季投入使

用，届时双流建校的师生将拥有一个更广

阔的创业实践平台。“创业中心将邀请建

筑公司工程预决算的人员前来指导学生实

战，还将鼓励老师创办小微企业，并引入

社会资源，帮助双流县部分创业团队孵化

等。”万忠华介绍，创业中心的建成将真正

实现学校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无缝衔

接衔接。

（刘小磊）

学习成绩差， 行为习惯不好， 缺少家长的关爱， 不被社会重视……这可能是许多人对
中职学校学生的通常认识。 但在四川省双流县建设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双流建校”），
展现给人们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校园内， 学生彬彬有礼、 笑脸盈盈； 课堂上， 老师眉飞色舞， 学生全神贯注、 频频举
手； 平日里， 老师对学生大多鼓励褒奖、 极少训斥， 学生也大多以家人身份亲切地称呼老
师……和谐融洽的画面让你倍感温馨愉悦。

人们不禁要问： 这所学校是如何做到的？ 校长又有何管理秘诀？ “人文精神滋润、 智
慧课堂教学、 创新创业引领， 三大举措犹如‘三驾马车’ 推动着我校良性发展， 快速在中
职教育和人才培养上独树一帜。” 双流建校校长万忠华自豪地说。

如果周一清晨走进双流建校，你

一定会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1000多

名师生在操场整齐肃立，每人手捧国

学经典课本，琅琅书声响彻校园上空，

吸引了路人驻足停留。

“千人诵读国学，我们已经坚持

了多年，现在深化到了每个月、每一

周、每一天。”万忠华说。在上世纪90

年代就在该校任校长的他，对我国职

业教育的发展与认识谙熟于心。

从2008年9月开始，该校致力于校

园文化建设，系统思维，智慧工作。

首先是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了以国学经

典为主要内容的“千人诵读活动”，坚

持常态推进，做到了主题化、系列化、

课程化，形成了以“读国学—讲国

学—演国学—践国学”的诵读体系，

建立了“日日有诵读—周周有展示—

月月有主题—期期有汇演—年年有成

果”的开展模式，逐步探索出了“国

学诵读与学生德性养成”的德育新途

径。同时，该校对校园环境文化进行

了整体打造，一走进学校，浓浓的、

厚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可以说是

“处处是美景，处处有文化”：德能广

场大气端庄、学艺长廊古朴典雅、创

业广场现代热闹，勤学林、淳化林、

菁英林、规矩亭、诵诗长廊……一个

个景点，让你感觉到建设者的“用心

良苦”，美丽、精致的外象会让你“耳

目一新”、“神清气爽”；而在中听的

名字下，更值得细看细品，有经典文

化的传承，有现代企业文化的张扬。经常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定然会慢慢浸

润，耳濡目染，养“浩然之气”，砺“贤

德之品”。不知不觉中，养成良好品行，

靠“单纯的说教”实现不了，却会在这里

浸润滋长，自然养成。

“无论什么类型的教育，首要的就是

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而我国传统文化篇目

中，就蕴含着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现代

中职学生，更需要我们教育者在校期间为

他们的职场素养奠基！”万忠华如是说。

“有的学生刚入学时，看人的眼神都

是敌对的，但经过一段时间国学熏陶和老

师耐心教育，在这里，他们变得懂礼貌、

尊敬师长，以前在家被子都不叠的学生，

现在可以趴下身子把学校环境收拾得干净

整齐了。”学校德育处负责人说起学生的

变化深有感触。

“刚开始诵读时，我感到很诧异。但

坚持下来，我终于明白了学校的良苦用

心。”学前教育专业2014级的彭沁说，读

国学改变了她“毛里毛躁”的性格，让她

更加心平气和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正在备战对口高职考试的薛文静也特

别感谢学校的教育，“刚进校时，因为中

考失利，心理落差很大，对未来失去了信

心。但来到这里，我心静了，老师对每个

学生都真诚关心，积极鼓励，在一次次表

演与一个个比赛中，个人特长得到了张扬

和肯定。”她说，展示自我的同时，她也找

回了自信，明天走上职场，我定会大有作

为。

教室“秧田”式的座位被打乱，取而

代之的是六七人“团团坐”；老师不再站

在讲台滔滔不绝，而是逡巡于每个小组，

不时参与讨论、指点———这种在普通高中

才能常见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如今

也搬到了双流建校的课堂，不过它有了新

的名字“TBL智慧合作课堂”。

“中职生学习基础弱，行为习惯也较

差，如果仍按照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学生

自然不来劲。”万忠华谈到，职业教育的

特点也要求学生动手实践，在“做中学”、

“边学边做”。

2014年末，四川首个智慧教育联盟成

立，双流建校成为首批联盟成员，正式启

动了“智慧职教”工程和信息化创新发展

研究，并将此作为办学愿景写进学校发展

纲要。

为此，学校先后投入近1000万元建设

校园网、37个教室功能室中的触摸屏、高拍

仪、宣传系统（Led、校宣、班宣）平台和云机

房等信息化设备。今年又投入120余万元建

成了11个TEAMModel智慧教室，并在年

底实现TEAMModel智慧教室全覆盖。

更重要的是，“智慧职教”的推进，

为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教育理念和方式都彻底

改变的“智慧教师”。学校通过任务驱动、

课题引领、同侪互助、以赛促教等形式推

动每位教师参与智慧课堂的研究与实践中

去。每个教师每期必须录制1堂智慧课堂教

学，50%的教师要参与到智慧教学课题研

究，教学实践中教师要相互担任教学助手，

定期开展微课制作、课件制作、智慧课堂

教学、智慧课堂教学论文撰写等比赛活动。

双流建校的课堂教学因此被彻底颠

覆。老师不再“一言堂”，学生成为课堂的主

人，合作、探讨式教学成为课堂的常态。

“每个小组都有一台平板电脑，老师为了调动

大家的积极性，就通过类似‘开心辞典’的

方式让我们抢答。大家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掌

握了知识。”建筑专业2015级 （1） 班的徐玉

梁说，现在的课堂再也不枯燥了，同学们的

兴致都特别高。

“智慧课堂适量、适时、适性，精致、

精准、精确，达到了生动、互动、主动的效

果。改变了以往学生大面积睡觉、玩手机不

听讲，老师束手无策的状况。”万忠华谈到，

智慧职教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实时监测评

价学生的学习效果、量化德行表现，“一道

题学生掌握情况如何，合格率多少、优秀率

多少，通过大屏幕立即就能获得，有利于老

师教学策略的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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