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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教子信条：

和群众打成一片
林伯渠和家人

□ 谭智俊
儿子林用三还不到 3 岁，就被送往农村；
初中毕业后， 又被要求从干部子弟学校考到
普通中学， 林伯渠这样做的目的都是让孩子
从小和群众打成一片。
林伯渠曾经在日记中写下“为人民服务，
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作为时刻警醒自己的
座右铭。 林伯渠是这样写的，更是这样做的，
并以此教育家人。
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 林伯
渠多次跋山涉水到各县进行调查研究， 到住
处附近的窑洞挨个走访， 与人民群众拉拉家
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新中国成立

后，他不顾身体衰弱，仍然力疾从公，走遍大
江南北， 调查了解实际情况， 体察人民的疾
苦，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
不仅自己如此， 林伯渠还特别注重从小
事出发，耐心地教导、启发子女，培养他们对
人民群众的感情。 1938 年 2 月，在西安八路军
办事处，林伯渠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女儿林利。
父女一别多年，有很多知心话要谈，可是简单
询问了家乡近况后， 林伯渠却问道：“你知道
米多少钱一斤？ 盐多少钱一斤？ 布多少钱一尺
吗？ ”听到这个问题，女儿一时语塞。 她本以为
父亲会给她讲一些革命的大道理， 没想到父

家长课堂

亲会问起“柴米油盐”这种家务事来。 看到女
儿的疑惑， 林伯渠语重心长地说：“这些都是
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事，关心人民，就不
能不关心这些事。 ”林利恍然大悟，明白了父
亲问题的深意。 多年后，林利回忆起这一次会
面依然记忆犹新， 她后来说：“父亲同我说的
这些话，实际上是给我上了第一堂政治课。 ”
和所有父亲一样， 林伯渠也十分疼爱自
己的孩子， 但这种疼爱不是娇纵而是对他们
更加严格的要求。 他告诉孩子们，“革命的路
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依靠父兄，贪图舒服，
就谈不上革命”。

因为担心孩子们抱有“自来红”思想，林
伯渠总怕他们工作上有所懈怠。 林利在中央
编译局工作期间， 林伯渠曾向单位领导嘱托
道：“
请你们管教她，要严格要求她。 ”1959 年，
林用三准备上大学， 林伯渠非常关心他的专
业选择。 当得知林用三准备学航空时，林伯渠
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中国革命进行了那么多
年，才取得胜利，建设好这样的国家也绝不是
容易的事。 我只希望你能学到一些真正的本
事，脚踏实地地做些工作，为国家建设出力。 ”
子女们始终牢记父亲的叮嘱：“做什么都
要靠自己奋斗。 ”

教子有方

如何教孩子正确“
买买买”

情绪管理，画出生气的样子

□ 王灿

□ 宋薇

孩子年龄不大， 但问我
们要的零花钱却 是 越 来 越
多。去超市购物，经常是看都
不看就把想要的商品全部放
进购物筐里……作为父母，
该如何应对孩子这种消费习
惯呢？
不少父母带孩子购物时，
碰到“
不买不走”，甚至耍赖嚎哭的孩
往往只顾着自己“买买买”，殊不知带娃
购物， 是父母帮助孩子树立正确消费观 子，我的建议是：购物之前先约法三章。临
行之前，先明确告知孩子“我们今天就买
的绝佳时机。
我给我的孩子确立的第一条消费准 一件玩具或者一件零食， 你能够自己挑
则便是“按需购物，适度消费”。 从女儿 3 选”。 到了超市之后，一定要坚持原则，让
岁开始，我带她出去购物之前，都会引导 孩子做出取舍。因为生活中的物质诱惑很
她和我一起列购物清单。 到了超市之后， 多，必须从小学会计划用钱，克制消费。
待孩子稍微大一点，还要为孩子设立
会和她按照所列清单选择商品。 每买完
相应的零花钱制度。孩子有了自己的零花
一件，便将这件商品从购物清单中划掉。
在和孩子一起列购物清单时， 一定 钱之后，父母带孩子外出购物时，除生活
非必需品”建议让孩子自
要想方设法让孩子明白“想要”和“需要” 必需品外，其他“
的差异。 在女儿 5 岁的时候，她大致明白 己买单。
如果孩子想要买比较贵重的非必需
了米、肉、蔬菜和水果、洗发水等，都属于
品，父母不可轻易赞助孩子，而应引导孩
生活必需品，而玩具、零食则属于非必需
品。 所以每次列清单时， 她都会主动提 子把平时的零花钱积攒起来，让孩子明白
积少成多”道理的同时，可以让孩子更懂
出，我们先买必需品，如果有多余的钱再 “
得珍惜来之不易的零花钱。
买别的。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课程的核心价值,是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所提出的新的课
程目标。 由教育部新近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
课程标准》 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
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课程的重要特
性之一就是人文性,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
化陶冶学生的心灵, 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
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
人文素养”。
在多年的高三教学工作中， 发现学生在
解题过程中总是出现思维短路，知识断裂，有
些书本上的基础知识在解题的过程中都无法
衔接上的问题。 针对以上现象，如何拓展学生
思维， 成为了高三学生解题过程中必备的技
能之一， 那么高三学生如何在短时间内培养
他们的思维能力呢？
第一、以时空素养为主线夯实基础
历史考试必须以书本主干知识为蓝本，
依据课程标准和考纲命题。 历史史事的掌握
离不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原
因、性质、经过、结果、影响等，而这些主干知
识必须要求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加强记忆，
记忆的方法多种多样， 可依据课程标准记忆
重点难点，可以中外历史纵向、横向的比较中
加强记忆，可在做题的过程中加强记忆，那种
“历史不需要死记呆背” 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当然，历史更需要理解记忆、灵活运用，做到
活学活用。

如果有人问我育儿最头疼的事是什么，我一 了一道又一道线条，他越画越用力，甚至画破了
“
熊孩子的暴脾气！ ”
纸张。
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
儿子浩轩从小脾气暴躁， 常常因为我们一
“你这样生气啊！ ”老师指着那些凌乱的线条
句话没说对， 便跺脚瞪眼， 仿佛受了莫大的委 说。“
当然了，我觉得我的头都要冒火了！”他重新
屈。 我尝试给他讲各种有关情绪的绘本，但始终 拿了一张纸，在纸上画出了一个大大的火焰。
收效甚微。
老师冲着他笑了笑， 也拿起笔画了起来：
有一次，我带浩轩去上兴趣班。 浩轩和一名 “我有一次不小心烧煳了饭，非常懊恼，我当时
同学起了争执， 暴躁的他随手拿起一本书砸向 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说着，老师在纸上画下了
同学。 我连忙把浩轩拽出来，严肃地批评他。
一团团黑乎乎的线团。“我生的气要比你大多
正当我教训浩轩时， 辅导班的一名老师过 了！ ”浩轩止住老师的话，在线团旁边比划起来，
来， 给了浩轩几只画笔， 说先让他为涂色书涂 这次，他的力道轻了很多。
色。 当浩轩拿起画笔时，老师悄悄告诉我：“孩子
这时， 老师试探地问他：“你现在觉得怎么
发脾气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不是帮他解决问题， 样？ ”“
我好像也没那么生气了。 我喜欢这些生气
而是给他的情绪找一个安全的排解途径。 比如， 的线条，真好玩！ ”他冲着老师笑起来。 接着，他
将这种糟糕的情绪画出来。 ”我半信半疑：“画出 转过脸吞吞吐吐地说：“妈妈，我刚才太着急了，
来……就行吗？ ”
下次我再耐心点就能画好。 ”听到浩轩这样冷静
我回过头，看浩轩拿着画笔认真地涂色，可 的回答，我诧异得合不上嘴。 没想到这样简单的
没过多久，他重重地将笔一摔，开始抱怨：“这笔 几张纸，就把纠缠了我好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太粗了，不好用！ ”原来，他尽管非常努力，可还
从那以后， 画画变成了我和浩轩交流心事
是将颜色涂出了界线。
的小秘密。 只要发现情绪有一些不好的波动，我
眼看着他就要发脾气， 老师连忙抓起桌边 总会提议他先画个图案看看， 再让他讲讲自己
的白纸递给他：“能画一画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 的感受。
觉吗？ ”他喘着粗气，一把夺过纸张喊：“还能是
我也逐渐明白了，很多时候，孩子并不是不懂
什么样，就是这样！ ”说着，他在纸上重重地画出 道理，只是我们没有帮他找到疏解情绪的渠道。

如何让学生“触景生情”
—拓展学生思维
——
,提高核心素养
长沙市周南中学历史教研组 周美红
时间空间的掌握，历史知识的认知，必须
在把握历史史事之间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关系
上，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否则历史史事就会
成为机械的拼凑，思维就会杂乱无序，知识体
系就不能形成有机统一， 思维也就难以有效
拓展了。 缺乏时空素养，人们对历史知识的运
用就可能不知如何取舍、 如何整合、 如何完
善，从而有可能导致思维混乱和观念冲突。 以
横向、纵向、直接、间接、主观、客观等历史知
识为基础，把历史史事与时空素养结合起来，
能够很好的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第二、 从历年高考真题中挖掘教材难点
拓展学生思维
以 2009 年全国文综一和 2013 年上海高
考试卷中的两道涉及“夷”的概念认知、理解
的题目为例，由此拓展到“华夷之辨”到“夷洋
之变”。 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
而周边则较落后， 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
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 区分人群以
文化和文明程度，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
文明者为华，或称夏、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
夷，或称蛮夷、化外之民。 以题为引导，拓展学
生思维和知识点。

第三、从年度热点、焦点中挖掘、拓展
以 2018 年高考试题为例，最鲜明特色就
是凸显学科特点，呼应社会现实，弘扬时代旋
律，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试题回应的社会热
点有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
四个自信”、 政治多极化趋
势、依法治国、创新精神等等。考题涉及的主要
学科知识有百家争鸣、藩镇割据、古代民营手
工业、郑和下西洋、甲午战争、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党的执政政策、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希
腊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工业革命、战
后第三世界的兴起、 基层管理和民主制度、新
航路开辟、汉武帝改革、华盛顿和罗斯福政策
等。 从今年高考的结果来看，十大周年热点中
考到了四个，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
义的诞生、基层管理和民主制度、新航路开辟。
第四、从学生所做习题中拓展学生思维
以撒切尔夫人的最大成就一题为例，通
过做一个题目的四个选项可以扩展与复习知
识，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从选项“统制经济
体制”，可以补充国民政府前期的统治的知识
点，拓展学生思维；而选项“福利主义政府”，
与提到过的“福利国家政策”内容相似，可以

顺带复习、熟悉；选项“减少国家干预”，是 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滞胀”
危机后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不得不减少国家
对经济的干预，符合 80 年代撒切尔夫人任英
国首相时期的经济政策； 选项“社会市场经
济”，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联
邦德国由“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
哈德提出并创建的。 通过一个题目的四个选
项，我们将书上所学复习和没学的补充完整，
知识面也随之扩大。
第五、用思维导图，拓展学生思维
思维导图又叫心智导图， 是表达发散性
思维的有效的图形思维工具， 它简单却又很
有效。 思维导图充分运用左右脑的机能，利用
记忆、阅读、思维的规律，协助人们在科学与
艺术、逻辑与想象之间平衡发展，从而开启人
类大脑的无限潜能。
总之，拓展学生思维的方法多种多样，可
以是学生自己的主动学习， 也可以是间接从
老师那儿学来的知识。 在课堂上老师可以利
用自己的三尺讲台， 将自己一辈子所学全部
灌输给学生；业余时间，老师利用自己丰富的
知识和高度的热情给学生讲解； 学生可以利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加强历史知识的记忆。 当
然思维的拓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要
求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同时知识的遗
忘性很大，要求学生反复地记忆，在历史的长
河中，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