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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进校园，为广大学生开启写作大门
本报讯 近日，97后青年作

家、资深编辑江利彬受邀走进博
罗县罗阳第四小学与福田中学，
为近 500 余名学生开展了一场
妙趣横生的文学讲座，为广大学
生提供了开启写作之门的钥匙，
并让学生们于轻松的课堂中积

累知识，体验了一次立体、全面
的阅读、写作之旅。
讲座正式开始前，江利彬老

师向学校捐赠了一批个人著作
及文选，希望以此为契机，培养
学生爱看书、会看书、看好书的
良好学习习惯。

在随后一个多小时的讲座
中，江利彬老师先以趣味的小比
赛作为导入，学生们踊跃参与其
中，欢呼声连连。在活跃的课堂
氛围中，江利彬老师讲解了有关
写作的技巧，并结合自己作品中
的一个个鲜活事例，就如何培养
想象力、观察力等问题进行了指
导。

此外，江利彬老师还谈到写
作灵感都来源于书本和生活，他
以自己的散文《犹记童年炒饭
香》和《一树繁花》为例，让学生
们感受生活的美，更让学生们理
解了写作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生
活，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善于发
现生活中的美，寻觅并捕捉其中
的乐趣。

最后，江利彬老师寄语学生
们，“感谢今天的相遇，我很欢
喜，希望在场的孩子们在往后的
日子里，能够继续保持这样一种

饱满向上的状态，热爱生活，热
爱写作，感恩所有，善良勇敢。我
相信，你们一定能克服重重的阻
碍，乘风破浪，一路生花。”说完，
现场掌声雷动，学生们激情澎
湃，他们心中那一扇写作的门已
豁然开启！

作家进校园，学生和作家有
了近距离的接触，而精彩的文学
讲座更滋润了学生们美好纯真
的心灵。两场讲座下来，江利彬
老师与学生们亲密互动和亲切
交流，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的写
作热情，营造了浓郁的文学氛
围，为学生们插上了一双想象和
创作的翅膀，为学生们开启了写
作的大门！

据了解，江利彬老师还将继
续走进校园，为提升学生写作水
平、繁荣文学创作奉献出自己的
力量。

(供稿：梦悠文苑编辑部)

你好，旧时光
文 /马志娟（新疆）

站在 2019 年的最后一天，
回头望去，其实，我最难忘怀的，
是 2018年的 12月 31日。那天，
我一个人驾车在昌吉，跟随各色
售房人员，看了 15套房。

地冻天寒，我的心比天地更
冷，因为它无所归依。年近五十
的女性失婚离家，对于谁，都是
一场灾难。尽管，那是我的选择。
天黑了，看完最后一套房，与售
房人员分手后，我独自驾车在昌
吉的大街小巷次第走过，漫无目
的。路边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那
么多盏温暖的灯光亮起，可是，
没有一扇窗户是属于我的。遥遥
揣想，每一盏晕黄的灯光下面，
都有一个待归的人，可是，没有
一个是等我的。那种孤单、那种
晦涩、那种寥落、那种伤情，永生
难忘。

当晚，便下定决心选定了一
套房。元旦过后，交定金，签合
同，凑房款，在亲朋好友的资助

下，全款购买
了现在的居
所。今年年
初，委托了装
修，6月，搬进
新居。我终于长长地舒出一口
气，一直高悬的心落进了胸腔
里，这个城市，终于有一块地方，
属于我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属
于我了。

那是一种无比美妙的感觉，
踏实，自在，想怎样就怎样，能高
高地扬起头，能直直地挺起腰，
能横着走，能理直气壮地对物业
人员说“你们公共卫生打扫得不
行！”能仰面朝天倒在沙发里，没
有任何顾忌，不必看任何人的脸
色，不必考虑任何人的心情，那
是怎样的一种舒爽和自由！

2019年 3月到 10月，一直
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中，心弦老
是绷得紧紧的，常常有脱离掌控
的事件出现，问题没法解决的时

候，就像是笼中困兽，恨不得把
什么撕个大口子，好能喘喘气
儿。

11月，工作上基本没什么
项目了，零零星星的活，安排几
个小姑娘就干完了，心终于闲下
来了。于是，又捡起了我的梦想，
读书、写作、创办订阅号，心灵找
到了皈依。

11月到 12月，两个月的时
间，长长短短的文章 42篇（首），
订阅号一日一更，35期，从稿件
校对，到文本编辑，图片寻找和
编辑，基本一个人完成。回头想
想，觉得这两个月间，我是在文
学的大道上闷头狂奔。总觉得来
不及，因为我已经浪费了那么多
那么多的时间，30多年的光阴，

我与文学分离，好不容易再聚
首，我只想紧紧牵住她的手，再
也不想分开，再也不能分开，再
也分不开！
在文学的天地里，我还什么

也不是，但我在努力，我相信，终
有一天，我会成为什么！她的天
地中，终会有小小的属于我的一
隅，就像我的新居一样。那么多
的高楼大厦，终于有一盏灯属于
我，一扇窗户属于我，将来，还会
有一颗心属于我，虽然现在还不
知道他在哪里。
悲喜交错的旧时光，温暖我

心。
今夜，独坐灯下，写下这些

温暖的文字，并不觉得孤单，只
觉得幸福和满足。也许，当一个
人的内心平和而丰盈的时候，正
是他成熟的时候。
在这静谧的夜里，回望来

路，我只想牵起嘴角，轻轻道一
句：你好，旧时光！

中国汉字，我爱你
贵州省余庆县城关一小一（10）班 周洪宇

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到处都能看到汉字，
我们都离不开汉字。
从我刚学会说话、走路起。我的妈妈就买来

许多识字图、水果图……一个一个教我读，我刚
开始一点也不感兴趣，一个个像蝌蚪一样，有什
么好看的？可是，时间长了，读得多了，我便觉得
那些简单的汉字挺有趣的，而且读起来也特别
好听，比如：爸爸、妈妈、老师、开心……我便喜
欢上了汉字。
等我认识了一些简单的汉字后，教会了我

拿笔姿势后，妈妈就让我学着写一些简单的汉
字。从幼儿园到了小学一年级，我从最先只认识
我的名字，在老师的教育下，我现在可以背诵课
文《我多想去看看》、《春夏秋冬》、古诗《静夜思》
等等，课间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讲《小公鸡和小
鸭子》的故事。
中国汉字不光神奇、有趣，还能表达我的感

情，实现我的愿望，每当星期一站在操场上升国
旗时，我总想对你说：“中国汉字，我爱你”。

(指导老师：陈丽)

我的哥哥
贵州省余庆县城关一小四（1）班 陆天媛

哥哥今年 12岁，读 6年级。他长着黝黑的

皮肤和乌黑的头发，圆圆的脸上总是带着顽皮

的神色，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有

神。

哥哥爱读书。他的零用钱全部都用来购买

书籍，买来就看，看起书来什么都忘了。有一次，

爸爸烧起水就出门了，叫他水一开就关电炉或

提开水壶。结果，他看书入迷了，竟然把这事给

忘了，等爸爸回来，锑壶已被烧溶。从此以后，爸

爸再也不叫他负责一些涉及火和电的事了。

哥哥在学习上非常认真，不懂就问，不知就

查。可能是因为看了很多书的原因，他特别善长

做涉及课外知识的题。所以，学习成绩总是名列

前茅。而且，“双减”后他的体育特长也得到充分

发挥，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

哥哥在各方面都给我做出了榜样，我也喜

欢我的哥哥。

（指导教师 全梅)

诸法妙活用 心育绩多佳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范镇教育工作指导中心 江焕庆 倪玉忠 靳顺民

2021年 9月 1日至今一学年来，泰安市
岱岳区范镇一中、二中、中心小学、埠东小学、
沟头小学、梭村小学、唐北小学等校校长、书
记、班主任、团支部书记、少先队辅导员、专兼
职教师，学习心理健康专著、论文、案例等等
教育文献，参与有关网络研修及其有关实操
技能训练活动，较为熟练地掌握了学生心育
本领，初步建立了一支校本心育队伍。实践
中，诸多方法务实巧妙灵活组合地运用，对学
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取得了多而且佳的成
绩。其具体做法为:

一、两个着眼点
一是面向并切近 21世纪的时代需要，二

是符合儿童少
年 的 心 理 实
际。

二、培养
五种心理品质
独立性———克服依赖性;进取性———克服

懒惰性，预防心理颓废;开放性———防止心理
封闭;和谐性———克服心理失调，预防心理变
态;抗压性———克服心理脆弱，增强心理“刚”
性。

三、进行五大教育
自主教育、志向教育、乐观教育、合作教

育、挫折教育。

四、坚持三项原则:
协同原则———使心理健康教育与德智体

美劳诸方面之育融为一体，协调发展;主体原
则———充分激活、发挥学生的主体自觉性、主
动性、积极性等主体性，使他们尽其可能地进
行自我保健：预防原则———以培养学生健康
的心理素质为主，治疗心理疾病为辅，增强学
生的心理免疫力。

五、设立心理保健室，使之具有三个功能

联络中心———对内协调有关心育的课题
实验与研究、改革与创新及其实践工作，对外
联络家长配合心理保健教育，本学年度通过
钉钉会议、钉钉群、微信群等方式共举办四期
家长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班;研究中心———收集
整理心理健康教育个案和各种有关观察笔
记、经验总结，本学年度对学生进行心理测
查，校本心育队伍全员参与专题讲座的学习;
康复中心———对心理障碍较大的学生，在心
育专家的指导下组织“会诊”，提供并协作实
施治疗方案。

一学年来，我镇各校学生无不平安、健
康、快乐、向上成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特殊
家庭的学生，在心育正能量的温馨似春、无微
不至、润物无声、持之以恒的加持下，成长得
非常喜人，多人次多层次多项目地获得奖励。

“走基层，话振兴，立足教育特色优势，助力乡村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全国乡村教育研讨会在重庆酉阳自治县举行
本报讯（记者靳新国）6月

11日，由重庆红土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红土教育咨询部主办的“走
基层，话振兴，立足教育特色优
势，助力乡村教育持续健康发
展”全国乡村教育研讨会在重庆
酉阳自治县丁市镇溪口村小二
楼会议室举行。

研讨会由红土教育咨询部
部长李卫华主持。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新闻传媒学院新闻系主
任谭云明，著名教育家、四川省
语文特级教师王典馥，中宣部爱
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谯达摩，河
南省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
员会执行主任吴伟、重庆《进展》
杂志社发行部副主任向传清等
来自北京、天津、河南、四川、贵
州、甘肃以及重庆十余个省市的
专家教授和酉阳本土优秀乡村
教师共 215 人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参加了研讨。
谭云明在贺信中说，我自己

也曾出生于农村，后来通过读书
改变了命运来到北京从事教育
工作，我深知乡村百姓对高质量
教育的渴望，乡村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支点。

吴伟认为，重庆红土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举办此次研讨会对
推动乡村教育振兴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教育振兴面临着一系
列机遇与挑战，王典馥在研讨会
发言稿《优化策略，强化管理，努
力实现乡村教育振兴》中说，实
现乡村教育振兴，优化策略是极
其重要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强化
管理是极其关健的环节和有效
措施。来自贵州沿河县偏远农村
小学塘坝村小的乡村教师李庆

容在现场绘声绘色地分享了自
己对乡村教育获得的幸福感，也
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他所在地
区乡村教育的困惑和寻求解决
的路经，赢得了与会人员阵阵掌
声。
本次研讨会就乡村教育目

前存在的困惑，乡村教育未来的
发展以及如何提高乡村教育质
量发展等主题
进行了多方面
探讨，最后中国
教育学会会员、
重庆红土文化
艺术交流中心
主任崔荣德作
总结发言，他
说，乡村振兴离
不开教育的发
展，教育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优

质的人才，抓好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应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为乡村教师在生活工作中创造
更加优良的环境，从而使乡村教
师有更多的归宿感，幸福感。

重庆酉阳县丁市镇党委政
府、丁市镇溪口村支两委及丁市
镇教育管理中心等相关领导出
席了会议。

摄影 马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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