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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文化
闲话

我们能出版《新华字典》，能留住《康
熙字典》， 何不也像模像样地出版一本
《方言词典》？

“在咱们怀柔，彩虹叫绛，吃东西叫
打尖，带花纹的松鼠叫花了棒槌儿……”
71 岁的朱宝伦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市怀
柔区人，5 年前因参加整理本地方言的
工作，对方言收集上了心。 此后，他遛弯
儿的次数多了， 怀柔的沟沟坎坎跑了大
半，街头巷尾的谈话成了“上心的事”。 5
年时间， 朱宝伦集录了一本 15 万字、
6000 余词条的怀柔方言词典，涵盖节令
时辰、称呼称谓、动物植物、民俗礼仪等
各个方面。

15 万字的“方言词典”蕴含着他的
汩汩热血和文化情怀。 可这部“方言词
典”想出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
自费，出版后的传播也是一大问题，谁会
购买这样的词典？

这部“方言词典”，既有方言演变的
过程，也有方言和现代语言的对应解释，
可以说是难得的文化宝贝。 随着普通话
的普及，不少地区方言使用减少了，甚至

在一些地方， 方言已经消亡，年
轻人不知道当地的方言如何说
了，即使有老人说出方言，年轻
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方言正
在以极快的速度消亡和迷失。

想起我们当地，方言在我小
时候还有人使用，比如“夜魅”是
“夜晚”的意思，比如“恒恒”就是
“早晨”，可是如今的年轻人已经
听不懂了。 倒不是说，让人听不
懂的方言就有意义，也不是说人
们都必须会说方言， 而是说在普通话普
及的今天，方言和普通话不是天敌，不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的不共戴天的关
系。

即使生活中不需要使用， 最起码我
们也应该记录下来， 作为一种文化演变
的记忆，留在我们的资料库里；建立必要
的方言博物馆， 让后人知道世界上曾经
有这样的“语言文化”，让他们知道现代
语言对应的方言是什么。

方言是区域文化的载体， 是文化多
样性的体现， 保护方言也是对当地传统

文化的传承。近几年，有关政府部门也在
保护方言上有所行动。 比如福建一些地
方正在拯救“闽南方言”，在课堂上也学
习“闽南歌曲”。 仔细想想“粤语歌曲”就
没有一点意义吗？“粤语歌曲”就是方言
歌曲，也有一定的价值，而且我们听出的
是不同的感受和快乐。

民间集录的方言词典， 虽然具有一
定意义， 但是由于民间收集者大多文化
程度有限， 收集方法和梳理注解难免不
够专业。拯救方言，编写《方言词典》应当
有专业力量、文化力量。 郭元鹏

编写“方言词典”应有文化力量
咏鹅

鹅 鹅 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

———骆宾王《咏鹅》
躺在山窝休息了一宿的太阳， 又静静地爬上了山

巅。两只酣睡的白鹅，在梦中被温暖的阳光打醒。一只鹅
从栅栏挤了出来，另一只鹅也从栅栏挤了出来。鹅鹅鹅，
鹅鹅鹅……寂静的小村被两只早起的鹅奏成了欢乐的
舞台。 叶子忍不住张开了小小的耳朵，花朵忍不住扬起
了粉粉的脸儿。 它们也喜欢这首春天的神曲吗？

村庄里，两只憨态可掬的鹅，挺着肥肥胖胖的身子，
摇摇晃晃，在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上，用力向天空伸直
了弯曲的长脖，一路欢歌，扑进了村边的小河。

那件披在身上的羽衣，被透明的河水洗濯得一尘不
染，洁白如雪。两岸的河堤上，百草纷纷穿上了青翠的新
装，小河被风的手指轻轻一弹就染成了闪闪的绿色。 在
乡下，一只鹅陪着另一只鹅，悠闲地浮游在青山绿水之
中。几片橘红的掌爪，柔柔的，拨动着一层又一层清清的
水波。 春天的情节，就这样刻进了时间的光盘。

河边，一个背着粗布书包的孩童，看着这温馨的场
景，脱口成章，吟出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名诗。

曾情煮诗

七岁孩童的神曲
———读骆宾王《咏鹅》

□ 曾冬

人生是一张填不满的纸，但是，人生的哲理，
其实，在这些汉字里可以管中窥豹。

1. 骗： 一旦被人看穿，“马” 上就会被人看
“扁”。

2.真：正“直”，是它的立足“点”。
3.超：“召”示你，不停地走，你才能赶上别人，

走在前面。
4.认：看“人”，我们往往只重视他的“言”谈，

而忽视了他的内心。
5.绝：有时候，之所以走上绝路，都与人好

“色”等贪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6.舒：“舍”得给“予”他人，自己才能获得快

乐。
7.劣：平时“少”出“力”，到头来必然差人一

等。
8.吻：请勿只有“口”，还要用心。
9.伴：意味着他“人”是你身体的另一“半”。
10.值：站得“直”，“人”的身价才高。
11.失：原来是“夫”想多得一“点”。
12.赶：不停地“走”，不停地“干”，就会超过别人。
13.企：“人”的欲求不可无限膨胀，要适可而“止”。
14.起：人生的每一次提升，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15.债：欠了别人的，就要偿还，这是做“人”的“责”任。
16.加：做什么事，不能光用“口”讲，还要致“力”于行

动。 董书

语文教育家钱梦龙说：“语文课要实实在在地教
会学生读书。 ”何谓“教会”？ 就是帮助学生获得切实
可行的阅读方法。

作家肖复兴的新书《读书知味》，专为中小学语
文教师和中小学生量身定制。 该书结合四十余篇经
典文章系统讲述了读书方法，为语文教师“教会”阅
读，为学生“学会”阅读，开启了一扇新鲜而敞亮的
门。

肖复兴在书中介绍了对比法：“将两篇或几篇写
法或内容相似的文章
拿来，对照着读，这是
一种非常有趣的读书
方法。 ”

书中还介绍了其
他阅读方法：读书需要
联想； 读书需要思想；
读书 需 要 带 着 问 号
……这些读书方法并
非大而化之地泛泛而
谈， 而是结合实例文
本，庖丁解牛般进行生
动而细致的剖析，从而
使教学有了抓手和依
托，便于操作。 石焘

近日 ，2017 中国
(上海) 国际乐器展览
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开幕。 比利时、捷
克、法国等 30 个国家
和地区逾 2000 家中
外企业携新品集中展
示， 吸引了大批音乐
爱好者驻足。

展厅中， 一座高
4.4 米、 长 1.65 米、宽
1.2 米、重量达 1 吨的
巨型箜篌引起参观者
关注。 据悉，这座巨型
箜篌共鸣体选用非洲
紫檀木制作。 作为中
国古代盛极一时的弹
拨乐器， 箜篌在明清
时期渐渐淡出人们视野。 上世纪初，对箜篌的挖掘与研究热潮
被掀起，使箜篌重现现代民族音乐的舞台。 叶辰亮

巨型箜篌绽放民族音韵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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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
基础和工具， 而计算贯穿于数学知识教学
的全过程中，重要性不言而喻。《小学数学
教学大纲》 对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提出
了具体要求： 要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进行整
数、分数、小数的四则运算，对于其中的一
些基本的计算，要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并
能逐步做到计算方法合理、灵活。

由于种种原因， 小学生的计算能力比
较欠缺，无法合理、灵活地掌握计算方法。
计算时漏洞百出， 结果五花八门、 错误连
连， 给数学其他方面的教学带来极大的困
难。 如在五年级教学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时，
学生知道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乘以
高，知道了底，知道了高，算式列对了，用底
乘以高，可一计算，结果却错了，计算短板
显露无遗。

针对学生在计算方面经常出现的问
题， 笔者进行了分析与小结 ， 主要概括
如下 。

教师方面的问题主要有：１、 从低年级
起对计算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 ２、教学方

法简单，算理没讲清楚，只重结果，不重过
程。３、没有教育学生养成及时改错的习惯，
没有及时改正学生粗心的毛病。 ４、没有传
授学生一些计算的技巧，没有激发起学生计
算的兴趣，导致计算时缺乏耐心、不够细心，
甚至一看到数字大的计算题就头疼。

学生方面的问题主要有：１、 审题不
严。 如明明题目中的运算符号写的是乘号，
可在计算时不自觉就用了加法； 还有的学
生在计算 ５+７ 时，不由地脱口而出“五七
三十五”，答案就写成了 35。２、思想不够重
视，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 具体表现在：①
注意力不集中，经常会出现遗忘的情况。 如
在学习乘法计算的时候， 经常会忘记加上
进位“几”的情形。 ②题目抄错。 如将 320 抄
成 32 等。 ③答案抄错。 在草稿纸上的得数
计算都是正确的，但抄在作业本上就错了。
④认为题目简单，求快出错。 要列竖式的强
求口算，急于求成，导致运算错误等。 ３、基
本计算不过关，计算底子薄。 如一些学生乘
法口诀不熟练，计算法则不过关，基本口算
不熟练，算理不清楚，出错率非常高。 ４、态

度不端正， 不肯动脑筋。 一些学生不肯动
脑，不愿意动笔计算，时间一长，计算能力
停滞不前甚至退化。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 笔者认
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激发学生的计算兴趣，变被动为主
动。 单纯的计算练习枯燥无味，容易让学生
产生厌烦情绪。 可采用多种形式的练习形
式。 如“开火车”“分组竞赛”等等。

2、提高学生的基本计算能力。 让学生
多做一些口算和速算练习， 使其能够熟练
掌握。 简单的乘除法也是一样，必须巩固好
基础。

3、培养学生良好的计算习惯。第一，书
写要规范。 良好的计算习惯的培养从书写
开始。 规范的书写格式可以表达学生的运
算思路和计算方法、步骤，防止错写、漏写
数字和运算符号，提高正确率；第二，要求
学生做到一看二想三算四查。 学生在抄题
和每步计算时要认真核对， 做题时要先看
清题目和数字，弄清算理，看有没有抄错，
再想该如何计算，哪种先算哪种后算，然后

再认真书写计算， 最后还要及时进行检查
验算。 验算时， 要检查计算的方法是否正
确，数字、符号有无写错，每一步的计算是
否无误等。 验算时还要换个思路进行验算，
因为有些学生已形成自己的思维定势，很
难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 第三，重视学生口
算能力和估算能力的培养。 口算可以增加
计算的速度，提高学生思维的敏捷度；估算
可以培养学生的数感。 运用估算方法可以
很快地确定计算结果的取值范围。

4、加强计算技巧的培养。 如简便计算。
计算技巧的培养，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
及能力， 特别是解决较复杂的计算时能不
出差错，事半功倍。

5、加强错题的订正与反馈。 教师要及
时了解学生在计算题中存在的问题， 有针
对性地选择一些常见的典型错题， 与学生
一起交流分析。 学生可准备一个“纠错本”，
记录自己经常出现的计算差错，提醒自己，
不要重犯同样的错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学生计算能
力的培养需要师生共努力，逐步提高。

刍议小学生数学计算能力的欠缺与提高
邵阳市洞口县竹市镇贻谷完小 罗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