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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孩子
要探秘他的心理建构

2017年12月29日，2017年
最后一个工作和教学日。这天下
午，香洲区侨光小学和香洲十二小
联合举行了“英语在线演讲比
赛”。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告
别过去的 2017，迎接崭新的
2018。本次英语在线演讲角逐在
两校的六年级进行。借助香洲学
习型智慧校园云平台，来自两所学
校的10名选手在各自学校的直播
教室进行了在线PK。据侨光小学
副校长刘桂林介绍，选手都是经过
层层选拔产生的。今天是决赛，共
产生了4个特等奖、6个一等奖。

记者通过在线平台看到，选
手们个个落落大方、发音纯真、激
情洋溢、委婉动听。在即兴问答
中，他们更是机智灵活、从容不
迫。孩子们准确流畅的口语也赢
得了评委老师们的一致好评。比
赛间隙，香洲十二小李佩珊同学
还献上了英语歌曲《Trouble
is a friend》，给紧张的赛场增
添了活跃的气氛。

英语教学强调听、说、读、
写。英语演讲不仅能激发学生

“写”的欲望，而且还能极大地培
养孩子开口就“说”的技能，同时
也能抒发孩子们的情感，是英语

教学中常用的、有效的方法之
一。而运用互联网进行英语在线
演讲更能够促进校与校之间的交
流和相互了解。“学习英语一定要
多交际，在线互动扩大了学生的
交际面，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刘
桂林副校长说。

据香洲区教育局有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举办英语在线演讲比
赛，在香洲还是首次，侨光小学与
香洲十二小这次在线活动的成功
举办为香洲学习型智慧校园建设
开辟了一个新的应用途径。这位
负责人还向记者透露，香洲学习
型智慧校园已经在远程互动教
学、在线支教、名师远程送交、在
线教研、在线辅导、在线竞赛、移
动学习、各类活动的直播+在线
互动等方面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并辐射到了家庭和所有联通互联
网的地方，目前每天的在线教学
活动已经超过4次。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香洲的学
习型智慧校园会如此火爆。香洲
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负责人用一
句话道出了玄机，“因为它能实时
互动。”是啊，能互动就有生命力，
互动与共享不正是互联网的精髓
么！ （张睿）

侨光小学、香洲十二小
联合举办“英语在线演讲比赛”

幼小的孩子不是光想着吃
东西，他们也会从自主地完成
某些动作的过程中获得极大乐
趣，而这也恰恰向我们展示了
他们巨大的心理需求。我们不
应该阻止孩子活动，相反，应该
探寻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们。

现在，市场上的玩具大多
不能给孩子提供精神上的促进
和刺激。现在的玩具设计有一
种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大、越来
越仿真。有的洋娃娃甚至和小
女孩本人一样大，而且衍生出
许多附属于这些洋娃娃的玩具
——玩具床、玩具衣服、玩具灶
台等。

但是小女孩们对此却并不
很高兴。如果玩具越造越大，
那么女孩子就会把洋娃娃当作
她的对手，并且想要得到洋娃
娃的那些玩具床和玩具桌椅。
得到之后，她虽然会很高兴，但
洋娃娃就会被她们抛弃了。小
女孩带着极大的乐趣玩着这些
本属于洋娃娃的东西，这些生
动的、可爱的东西让她获得一
种全新的生活——真实的生活
——唯一能让她高兴并帮助她
在自然方式中成长的生活。

我们应该给孩子创造一个
他自己可以利用的环境：小盂
洗台、小椅子、有抽屉的写字
桌、铺着漂亮床单的小床好让
他可以自己整理收拾。我们给
他创造的环境应该让他可以生

活和玩耍，接着就可以看到他
每天开心地忙碌着，而后迫不
及待地自己脱衣服上床睡觉。
他会每天打扫家具上的灰尘，
会收拾东西，会自己穿衣服，开
始变得和蔼安静，不再随便哭
闹、发小孩子脾气——他开始
变得听话，让人喜欢。

蒙台梭利方法强调给孩子
提供适合的环境，并认识到孩
子是喜欢做事并且有条理的。
同时，这种方法也给我们提供

了观察孩子的机会，有助于我
们发现孩子表现出来的重要精
神特征。这种方法不仅不会忽
略孩子的生理健康，还在促进
其心理发展方面有着明显的优
势。对于教育者而言，儿童心
理的各个方面表现是尤为重要
的，这也正是蒙台梭利方法的
基础。

这里，我们列举一些基本
原则，它们有助于年轻的妈妈
们探寻那些最适合自己孩子的

方法：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尊重孩子所做的事，尊重孩子
做事的每个合理形式，尝试理
解他们。

第二，尽可能支持孩子对生
活活动的愿望；帮助他们学会自
理，而不是等他们自己学会。

第三，密切关注和孩子的
关系，他们对外界影响的反应
比我们想象的要敏感得多。

（亲子教室）

她将一块湿抹布平铺在桌
面上，拿起一支粉笔，小心翼翼
地将粉笔的一头蘸到湿抹布上，
顿一顿。又将粉笔掉个头，将另
一头轻轻蘸到湿抹布上，顿一
顿。然后，将粉笔平放在湿抹布
上，一只手搓着粉笔轻轻地滚个
个儿。再拿起一支粉笔，如此循

环，一支，又一支……
每天午餐后的时间，是孩

子们最放松的时刻。在一片嘈
杂喧闹声中，伊伊总是走上讲
台，默默却又用心地重复那一
系列的动作：拿粉笔，蘸，搓，
放。我不动声色注意地看着
她，好几天了，这孩子，真的无

聊到玩粉笔吗？
今天，看到她又铺开湿抹

布，拿起粉笔时，我终于没忍
住：“伊伊，粉笔好玩吗？我看
你玩了好几天了！”

“ 哦 ！老师，我…… 我
……”专心“自娱自乐”的孩子
显然被我吓着了，嗫嚅着，甚至
有点语无伦次。

我并没有去听她在说什
么，低下头批改一沓作业本。

“叮铃铃……”午休的铃声响
了，孩子们都准备午休了，伊伊
也走下讲台，在水盆里洗了洗
手，准备午休了。讲台上，留下
了四五支微湿的粉笔。

下午的语文课开始了，我
拿起粉笔边讲边板书，突然觉
得这粉笔写起字来格外流畅，
心莫名地悸动了一下，但这种
感觉稍纵即逝，甚至让我来不
及去细细捕捉。

当伊伊再次站到讲台前
“玩粉笔”时，那悸动的感觉突
然又涌上我的心头。

“伊伊，能告诉老师为什么
每天上来玩粉笔吗？”

“老师，我……我……我看
到您鼻炎又犯了，那干粉笔好多
灰。还有……您说湿粉笔比干
粉笔好写字。那次，您和同学们
一起办黑板报时说过的……”

心里悸动的感觉瞬间释
然，我有一种泪奔的冲动。孩
子啊，你的默默，你的忙碌，只
因为老师的一句“湿粉笔比干
粉笔好写字”，只因为老师上课
时那几声无法控制的喷嚏……
我们都默默地站着，她在看着
手中的粉笔，我在感动。

恍惚之中，隔壁班传来孩
子们好听的歌声：

“童心是小鸟……”
(陈桃娟)

童心是小鸟

为迎接2018年的到来，香洲
区第二十一小学、梅华街道仁恒
社区、二十一小校级家委会联合
举办“童心向着党”创意树叶画新
年特色艺术展。展览地点：珠海
市图书馆二楼长廊，展览时间：
2018年1月1日——8日。

树叶画课程，是二十一小学
美术学科根据适合教育理念开发
的校本课程。该课程从2016年
开始，按不同年段孩子的特点设
置了花鸟鱼虫、人物、生活场景、
人与自然等主题，通过收集、挑
选、剪裁、粘贴、组合、勾勒等手法
进行创作。我们希望借此课程拉
近孩子与自然的距离，建立与自
然新的链接方式，渗透绿色环保、
创意思维、动手实践、美的艺术四
大课程文化要素。

树叶画创作，使孩子们学会
用脚亲近自然，用眼观察自然，用
手善用自然的馈赠，用心创作自
然的美好。心灵与自然的结合产
生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给孩子们
带来无穷乐趣，滋养他们健康成
长。

本次艺术展设置了“美好生
活”、“自然和谐”、“天地精灵”三
个章目，由林伟琪老师带领美术
教师和孩子们历经一个月时间共
同完成。活动共收到作品近
1500幅，展出优秀作品320幅。
感谢珠海市图书馆展览部对此次
活动的支持，相信学校与家庭、社
会力量的融合，能营造良好的育
人环境，更能促进优质教育的发
展，为孩子的童年生活添彩，为孩
子的智慧人生奠基。 （李文俊）

“童心向着党”
创意树叶画新年特色艺术展

为什么最近两天这么多人考
挂科目二呢？原来科目二驾考改
革、更换车型之后确实在某些地
方发生了变化，导致很多考生不
能适应。这里给大家解析一二。

科目二最大挂科点：斜坡定
点起步

最近，科目二换了新车型卡
罗拉。有不少网友都在担心，卡
罗拉的尺寸和捷达是完全不同
的，用捷达练习惯了，在倒车入库
和侧方停车的时候，那打方向盘
的圈数可能都不一样。

事实如何呢？尽管最近两天
科目二挂科人数很多，但侧方停
车的通过率并没有下降。倒车入
库的通过率有下降，但并不是因
为压线或倒库不入，而是另有原
因。这说明什么？只要你练熟悉
了，什么车型都无所谓。

那么最大的挂科点在哪里
呢？是斜坡定点起步。很多教练

和学员表示，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有部分驾校采取钻空子的方法教
学员，而这套方法自换了卡罗拉
之后，不管用了。

以前捷达车动力比较强，只
要松离合器就能获得充沛的动
力，使车辆产生爬坡功能。所以
很多教练教学员的方法就是，先
踩离合器和刹车，然后慢慢松离
合器，等松到一定程度车头发生
抖动了，就松开刹车，这样车就自
然往上走了。

但卡罗拉的提速功能略低于
捷达，过斜坡不踩油门，你是过不
去的。必须有离合器和油门的充
分配合，才能完成考试，不少只练
过离合器的考生一到这里就傻了
眼。

科目二的斜坡定点起步考挂
的人这么多，其实只是一次退潮，
照出了很多裸泳的人。正确的斜
坡定点练习方法是什么？考官是

这么说的，先踩脚刹，然后踩离合
器，拉起手刹后松开脚刹，慢慢松
开离合器，松到一定程度时再慢
慢踩油门，踩到车头开始抖动，再
松开手刹和离合器，车自然就爬
坡了。

科目二第二大挂科点：打火
前忘记空档

没错，就是这么一个小问题，
无数的考生为此栽倒。这里强调
一下，在整个科目二的考试过程
中，你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死火，
如果不空档就打火，那么就要扣
分出局。

有很多考生还觉得疑惑，问
考官，我刚考完一个项目，然后开
车往下一个项目，我都还没有开
始考，怎么就说不及格了？理由
很简单，在科目二考试中，绝大部
分扣分项都是在你进入考试状态
后才有的，而死火又重新发动车
辆这个动作如果做错了，随时错

随时扣分。哪怕是在两个项目的
中间，只要你做错了，一样扣分出
局。

科目二第三大挂科点：车辆
开错控制线

上文说过倒车入库通过率
下降，原因不是因为操作问题，
而是因为很多考生不认识控制
线，没有按照规定开车，这也是
一个属于粗心大意疏忽的问题，
和操作训练关系不大。那么怎
样正确驾驭控制线呢？大家可
以再返回看看小编精心准备的
视频。

总结一下，科目二只要你过
了三大关，就可以轻松通过。一
是斜坡定点时油门与离合器的配
合，二是重新启动车辆要记得挂
空档，三是倒车入库要记得驾驭
好控制线。后两个都是粗心大意
的问题，而真正要下工夫练的只
有第一条。

另外，由于科目二新启用1、
2、3号线之后，各考试线之间有
交叉，不注意的大头虾考生是可
能会走错道的，科目二的考试线

上有各种线，就像倒车入库的控
制线一样，如果你的车驾驭不当，
就会直接不及格出局。

(杨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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