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岁的小明最近
出现一些让家人头痛
的毛病， 一是特别爱
挤眉弄眼， 尤其是人
多的时候更是频繁皱
鼻； 二是不断地清嗓
子。 为了让孩子改掉
这些毛病， 全家人只
要看见他做这两个动
作，就赶紧上前制止，
结果越制止反而越严
重。 其实，小明这些表
现是典型的抽动症症
状。 截止至今因此类
症状到我院治疗的患
儿已有千余人次。

什么是抽动症？
抽动（Tics）是一种不
随意的、突然发生的、
快速的、反复出现的、
无明显目的的、 非节
律性的运动或发声。
抽动不可克制， 但在
短时间内可受意志控
制。 包括以下几种：1.
简单运动抽动： 突然
的、短暂的、没有意义
的运动，如眨眼、耸鼻

等；2.复杂运动性抽动：稍慢一些的、持
续时间稍长一些的、似有目的的动作行
为，如咬唇、刺戳动作、旋转、跳跃、模仿
他人动作、 猥亵动作等；3. 简单发声抽
动：突然的、无意义的发声，如吸鼻、清
咽、犬吠声等；4.复杂发声抽动：突然的、
有意义的发声， 如重复特别的词句、重
复自己或他人所说的词或句、秽语等。

抽动症与遗传因素、 感染因素、体
质因素、躯体因素、精神因素及微量元
素有关。 宝宝患了抽动症，家长切莫惊
慌。 首先抽动症是可以完全治好的；其
次，抽动症不影响儿童的智力，对其身
体和生长发育也没太大的影响。 但值得
家长注意的是，抽动症会严重伤害宝宝
的自尊心，使儿童产生自卑心理，在公
众场合精神紧张有意克制抽动，致使注
意力分散， 不能集中精力学习做事，严
重影响心理健康。 抽动动作幅度大者或
异常发声响亮者则会影响周围的人。

建议选择正规医院和权威专家为
抽动症患儿进行规范地治疗。 在坚持药
物治疗的前提之下，家长应发挥亲情关
爱的优势， 主动对抽动症患儿进行精
神心理疏导， 及时与学校老师和专业
医师进行沟通，选对专业教育方法。 老
师在学校生活中也要对抽动症患儿给
予更多的关爱， 鼓励抽动症的孩子和
周围人群的正常交往，使患儿尽快融入
集体生活。

提起动物，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
么？ 是聪明温顺的小狗， 可爱善良的
大熊猫，还是能发出好听啼声的鸟儿？
如果你问我， 我第一时间回答：“猫和
蝴蝶！ ”

猫，我很久以前就喜欢了，不过蝴
蝶，可以说是刚进入我的喜爱名单哦！

说起我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喜欢它，听我
说吧……

一个阳光灿烂， 万里无云的仲夏早晨，
我在小区散步。猛然间，我看见，在盛开的荧
蓝色的蓝雪花（蓝茉莉）上停着一只素雅的
白蝴蝶！

它真漂亮啊，像雪一样的白翅，仔细
一看， 在翅膀的边缘有点形如钩的纹
状。 翅膀中央还带着一些漂亮的、和蓝
雪花一样的荧蓝色。 让我忍不住想要凑
近点看。

蝴蝶敏锐地觉察到了我，它拍拍翅膀想
飞走，却奈何左翅受了伤，动弹不得。

“呀，你的翅膀受伤了，你不能飞了！ ”我
轻声地叫着。

蝴蝶疲惫极了，长时间的挣扎消耗着它

的体力。
正当我以为“它会飞不起来”时，想无趣

地走开时，蝴蝶竟扑棱扑棱翅膀，歪歪扭扭
地飞了起来！

我大喜过望，“蝴蝶，加油，加油！ ”我轻
声喊着。

令我有些失望的是， 蝴蝶才飞了二、三
米，就……又掉下来了！

“你已经很棒了！ 加油！ ”我想再次给蝴
蝶打气。

可能是， 蝴蝶被我的情绪深深地感染
了，它又“扑扑”飞了起来！

可惜，它又掉下来了。 只不过，它有很大
的进步……飞到了五米左右！

我坚信，第三次它一定能成功！
“蝴蝶，加油！ ”

蝴蝶停在那里没有动。
我有些担心：“它会不会累晕了？ ”
还好，过了一分钟，它好像卯足了劲

儿，使劲拍打那双可爱洁白的小翅膀。
可是，它还是没有成功。
我失望地垂下了头。
一分钟、二分钟……五分钟后，蝴蝶

以前所未有的飞快速度拍打翅膀！ 一米、二
米……十米！

蝴蝶飞起来了！
它那白色的薄翼还沾着露珠，在阳光的

照耀下闪闪发亮。 那亮，是坚持的亮，是光荣
的亮，是胜利的亮！

我忽然想起“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
虹？ ”这句话。

是啊， 小蝴蝶都有这样坚持不懈的品
格，我们人类就更应有啊！

看着小蝴蝶，它已与湛蓝的天空和谐地
融为一体。 它对我拍拍翅膀，好像在说“谢谢
你给了我勇气！ ”

“不客气！ ”我回了它一个灿烂的微笑，
带着新启示回到了家。 那个启示是坚持！

（指导老师 张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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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大附小五年一班 熊湘宜

蝴蝶给我的启示

我喜欢阅读，尤其喜欢品尝文学作品中的
精彩细节。

鲁迅小说《孔乙己》 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 孩子们吃完
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 孔乙己着了
慌，伸出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
了，我已经不多了。 直起身又看了看豆，自己摇
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通过这一细
节描写，一个善良却又穷酸的人物形象出现在
读者面前。 一碟茴香豆下酒，只能分给孩子们
“一人一颗”，当孩子们不满足时，他就立刻“着
了慌”，赶忙“伸去五指将碟子罩住”。 当他弯下
腰对孩子们说“不多”之后，还要“直起身”摇头
自语，“之乎者也”不禁脱口而出，可见迂腐到
了何种程度。

再看茹志鹃《百合花》中有这样的一个细
节：“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 他
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 向我敬了礼就跑了。 走
不了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
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
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 ”说完就脚不点
地地走了。 我走过去拿走那两个干硬的馒头，
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
枝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
着。 ”文中“两个馒头”和“一枝野菊花”的细节
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小通讯员关心他人，天真而

略带羞涩的性格，表现了他对美的追求，对生
活的热爱，使小通讯员闪光的心灵世界得到了
深层的挖掘。

同是写吝啬鬼，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
台》中的葛朗台和果戈理《死魂灵》中的泼留希
金，一个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守财
奴， 一个是十九世纪俄国农奴制社会的吝啬
鬼；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一个是封建地
主阶级的金钱迷。 虽出自不同的国度，生活在
不同的时期，可他们剥削成性、爱财如命、贪婪
成癖的个性却是共同的。 巴尔扎克借助了一连
串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如：葛朗台抢夺梳妆匣，
太太昏死过去后葛朗台说的话，并拿了一把金
路易摔在床上，接着又装进口袋里。 尤其是在
他弥留之际，用手摸口袋的钥匙，睁开眼睛就
转向密室，几个小时地盯着金子。 文中还用了
一段细节描写：“当本区的教士给他做临终法
事，十字架、烛台和银镶的圣水壶的出现，似乎
已经死去几小时的眼睛立刻复活了，目不转睛
地瞧着那些法器， 他的肉瘤也最后动了一动。
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的唇边，给他亲吻

基督的圣像，他却作了一个骇人姿势想把十字
架抓在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 ”
“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 ”
这就是弥留之际时的葛朗台留给女儿的遗嘱。
这一连串“抱、摔、摸、盯、抓”的动作和最后诀
别的语言都是围绕葛朗台“看到金子，占有金
子，就是葛朗台的执着狂”的根本特征所写。 再
看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他压榨农奴，把搜
刮来的几代人也使用不完的无数物资积存在
仓库，但他却愈富有愈吝啬。 篇末中有一个细
节：“他的女儿斯台班若夫娜带着小儿子去看
他两回，并希望从父亲那里弄点什么去，可泼
留希金仅仅取了一个躺在桌子上的扣子，送给
了小外孙做玩具。 ”此处细节虽文字不多，但欣
赏之余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除了赤赤裸
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
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这是外国文学作
品中的两个悭吝人。

中国清朝小说家吴敬梓所写的《儒林外
史》中的严监生与葛朗台、泼留希金也是如此
惊人的相似。“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

病重得一连三日不能说话。 晚间挤了一屋的
人，桌上点着一些灯。 严监生的喉咙里痰响得
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
手从被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 大侄子走上
前来问道：‘二叔， 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哪
里，不曾吩咐明白？ ’他把两眼睁得溜圆，把头
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 赵民分开众
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 你
是为那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
油，我如今挑去一茎就是了。 ’说罢，忙走去挑
掉了一茎。 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
下，顿时就没了气。 ”

请看：只因点着两茎灯草，严监生竟然死
不瞑目。 挑去一茎，这才垂下了一个劲地伸
出的两个手指，咽气归天，弥留之际是生与
死的分界线。 这一绝妙的细节描写，是多么
生动有力地活画了这个悭吝人的性格和心
理。 同是吝啬鬼，泼留希金认钱不认亲，葛朗
台和严监生要钱不要命； 同是运用细节描
写，巴尔扎克精雕细刻，将神态、语言、行动
熔于一炉。 果戈理淡淡一笔，妙趣横生。吴敬
梓侧面烘托，一抑一声，入木三分。 真是同中
有异，异中见同。

成功的细节，可以成为文章的纽带、伏笔、
泉眼。 欣赏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细节，就是欣赏
风景，品尝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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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之处风景美
岳阳市平江县第二中学高 384班 王予

众所周知，人类一开始先学会听，然后是
说、读、写。 李政涛先生曾说过：“教育的过程
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倾听与参与的过程
……倾听受教育者的叙说是教师的道德责
任。 ”使学生具有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在各
种交际活动中，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
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 发展
合作精神， 是我们语文教学过程中必须夯实
的教学能力。“学会倾听”虽然只有四个字，却
包含着深刻的内涵。

“听”和“倾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倾听
在字典中的解释是：认真、细心地听取。 听是
消极被动的，因为和嘴巴不同，人的耳朵几乎
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倾听是积极的，必须集
中注意力。 要以学生为本，让学生在自主、合
作、探究的方式中获取知识，倾听是合作学习
的基础。 那么，如何教学生学会“倾听”？ 我们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一、营造一个倾听的氛围
在上课开始， 我们应该明确指出学生要

注意用心去倾听，听老师如何讲、听同学们怎
么说，在课堂上营造一个倾听的氛围，教会学
生参与讨论。 如：可以猜一猜发言的同学可能
会讲些什么？会和自己的看法一样吗？如果不
一样，那他怎么会这样想的？ 也可以对同学的
观点进行判断、归纳或评价；还能想想同学说

的有没有道理，自己是否同意，还有什么可补
充的……学生相互之间在交流和质疑中能真
正了解彼此的想法， 当每个学生对问题有着
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理解时，才能有进一步
的探究。

二、培养“倾听”的习惯
有活力的课堂才有魅力，生动的课堂能

吸引学生全神贯注地听， 兴趣盎然地听，灵
活自主地听。一是从鼓励入手，激励启迪。在
课堂上，对于认真倾听的学生，我总是及时
对其加以奖励，并以“谁的耳朵最灵”“谁的
记性最好”“谁最懂得尊重别人”等语言开导
学生，告诉他们注意倾听别人的发言不仅是
一种有礼貌的表现，更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
法，可以从别人的发言中丰富和调整自己的
理解，互相启发，会学习的孩子应该是善于
思考和倾听的。 如在语文课堂上，老师可请
一位同学朗读课文， 要求其他学生认真听，
等他读完之后，要求大家说说他读得好的地
方和不足的地方，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长
期以往，持之以恒，学生认真倾听的良好习
惯就会稳定形成。 二是使学生贴近生活。 明
尼苏达大学的修辞学教授斯狄尔博士认为，
大多数人都属于无效率的听众， 在听过 10
分钟的口头报告后，大部分人所听到的和记
住的只有内容的一半，在此后的 48 小时内，

他们还会遗忘掉另外的 25%。 有效倾听有十
个要点，其中第一个就是“找出有兴趣的领
域”。 把有趣的教学和学生的社会实际联系
起来，能够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三是进
行榜样示范。 在学生发表意见时，教师要以
听众的角色，用非言语信号和言语信号同谈
话者做积极的信息交流， 非言语信号包括：
交流眼光、侧耳倾听、举目凝视、含笑点头
等；言语信号可以说出表示支持性的语言如
“我理解你的话”或“我被你说服了”等。 在课
堂上，我们还可以采用请其他同学复述某人
的发言并让全班同学学着说一遍等方式来
暗示自己在倾听。 这一切都在向学生表明：
老师对他们的发言是关注和感兴趣的。 当学
生感到老师在倾听自己的发言，便会对自己
充满信心。

三、注重多方面锻炼
谁都不能否认，“听”并非是完全独立存

在的，它必须贯穿于说、读、写、思种种教学
活动中，因此就需要我们挖掘、创造一切可
以利用的资源，唤起学生“倾听”的兴趣，促
其养成良好的倾听习惯。 当然，习惯的培养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老师经常对学生
予以提醒、督促和长期指导训练，也需要学
生自身长期的实践与不懈地努力，保有一双
“慧耳”。

给学生一双慧耳
衡阳市衡东县洣水中学 谭舒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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