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件事情出了问题，几个人来回
推脱责任，这就叫“扯皮”。在《现代汉
语词典》中，“扯皮”的解释为：“毫无
必要的争论、推诿。如：经常扯皮会伤
感情，没完没了地扯皮，把事情都耽
误了。”不过从字面上来看，问题就出
来了。 究竟是谁在扯，扯的又是什么
皮呢？

其实，“扯皮”原是制鼓时的一个
行业用语。

鼓在古代被视为神器， 用途广
泛。 音乐、戏曲、社火、报时、作战、各
种庆典都离不开它。旧时除部分少数
民族的铜鼓、木鼓外，制鼓都离不开
框架和皮张。 鼓框多用木、竹和铜制
作，鼓皮多用兽皮和蛇皮，其中以牛、

猪、羊皮最佳。
其中有一道工序尤为重要，这就

是钉鼓皮。 一般大鼓、中鼓的鼓皮要
多个助手参与才能完成。 钉皮时，先
将泡软的皮张紧紧蒙在框架上，再由
助手用力下拽，以便师傅钉钉。 这里
的鼓钉是一种特制的大盖钉，既能钉
牢鼓皮，又作装饰之用。

此时,每钉一钉，师傅要喊一声
“扯”，提醒助手扯紧皮张，增强张力，
防止皮张松弛。 鼓皮扯得越紧张，做
出的鼓面敲起来声音才越清脆。 此
时，每钉一钉，师傅要喊一声“扯”，提
醒助手扯紧皮张，直到环绕一周全部
钉完，所以也称这道工序为“扯皮”钉
钉。 这就是“扯皮”一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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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人生追求
1040年，宋廷急调远在越州（今绍兴）的范

仲淹赶赴陕西，与名将韩琦共御西夏。 当时他
们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 自澶渊之盟后
30余年，“天下忘备，将不知兵，士不知战”。 而
在雄主元昊统领下的西夏，精骑突锐，屡屡犯
边。 第二年五月，宋仁宗调范仲淹任环庆经略
安抚沿边招讨使。 经过审时度势，范仲淹一方
面夺取若干两军交错地带的战略要地；另一方
面，在边防要塞大修堡寨，构筑起一道完整的
抵抗西夏进攻的环形军事防御体系。

范仲淹在陕西前线待了四年， 功勋卓著。
实际上，范仲淹曾自言，其人生追求，在立德立
功，文章本余事，远不在其人生规划的核心领
域中。但这毫不影响他挥笔写就《岳阳楼记》这
样的千古名篇，随便当上“南渡之前第一流人
物”。

黄道周的境界
1646年的南京监狱中， 一个身形瘦削，面

目清隽的花甲老人挥洒着一手晋人韵致的书
法。他叫黄道周，福建漳州人，少年时独卧铜山
孤岛石室中博览群书，天才横溢；入仕后高风

亮节，名满天下。 清军入关，明廷南渡。 他逆流
而上，出任南明要职，力图北伐，以复大明，在
江西婺源战败被俘。 临刑前夕，他一一完成以
前曾许诺过的书画酬应，然后破指血书“纲常
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十六个
字，从容就义。

黄道周学贯古今，通理学、天文、历数、易
经，诗文精湛，著作四十多种，传世 196 卷，且
讲学各地，桃李满天下。 他是晚明书法变革大
潮中第一流的实践者，是入古又能创新的艺术
巨擘。但他一生以社稷为大业，视书法为“学问
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其境界之高，

只能追想。
沈括的贡献

宋代有个读书人，名叫沈括。 他出生在风
景如画、 气候温润的钱塘江畔一个仕宦家庭
中。这个人的脑袋很不安分，不断想东想西。最
后他把自己的各种想法编成一本书，就是《梦
溪笔谈》。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的一部
百科全书式的奇书。

点开百度百科，“沈括”词条下的“贡献”一
栏，列着“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水利”
等， 这里面还没有涉及他在政坛的傲人履历。
1070年他参加了王安石变法，并且是改革派的
中坚人物；1075年出使辽国， 驳斥辽国无理争
地要求，维护了宋室主权。 而他为人津津乐道
的科研，堪称广博，诸如观测天象，绘制浑仪景
表，补修《奉元历》（类似今天的阳历）；在物理
学方面，早于欧洲 400 多年发现地磁偏角的存
在；在地质学方面，从岩石生物遗迹中推论出
冲积平原的形成，还提出石油的命名。 在多个
领域，他都达到了当时科技水平的最前沿。

他和他的同道们， 让中国古代的科技，在
世界上保持了长久的领先。

“学霸”之上有“学神”
□ 卜松竹

吃的感悟
□ 姚瑶

最近看
了两篇与吃
有关的有趣
文 章 ， 由

“吃”这样一
个稀松平常
的行为而引
发的独特感

悟，让人觉得新鲜别致，揣味良久。
一篇来自钱钟书先生的《吃

饭》。他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
上最主要的东西， 其实往往是附属
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
如讨阔佬的小姐， 宗旨倒并不在女
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
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

细想的确如此，如今，我们吃饭
的主要目的，是辨味而不是充饥，吃
东西时最好有音乐相佐，格调、环境
一点也不能落下。不过，我们仍然把
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
饭。正如社会上，一些名义上的东西
虽然是虚的，却不能被抛弃，因为它
有着巧妙的功能， 能起到遮盖和辩
护的作用。

另一篇文章来自日本演员堺雅
人。 他说自己时常好奇， 当被问到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时，现在
究竟有多少成年人能够马上回答出
来呢。

小时候， 我们时常会说自己喜
欢吃糖，喜欢吃肉，但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答案却慢慢变成了喜欢“某某
牌子的棒棒糖”“某某店的料理”。似
乎人越成熟，越喜欢给爱加上条件。

日本人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总是
十分强调“最爱吃的食物”这一点，
不由得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吃确实
可以展现人物的秉性。 就像哆啦 A
梦喜欢吃铜锣烧， 一提起它便露出
无条件的兴奋表情。 试想如果从它
嘴里听到一句：“哎呀， 便利店里卖
的铜锣烧果然不怎么样啊……”会
让人觉得多么失望和无聊。

“扯皮”扯的是什么皮
□ 白家

本报讯（记者 姚瑶）11 月 1 日，第十七
届全国旅游城市旅游质监执法互动协作会
议在湖南召开，300 余名参会代表来到中国
（韶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触摸湖湘文
化，感受非遗魅力，共同交流探讨旅游质监
执法经验。

听韶山山歌，品安化黑茶，看侗族织
锦……中国（韶山）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内，湖南各地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集中亮
相，一道道精神大餐令代表们印象深刻。

据了解，中国（韶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览园位于韶山市红色记忆城 3A 景区内，总
占地约 160 亩，是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国
家文化产业重点项目、 湖南省科普教育基
地、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基地、湖南
省文艺创作基地， 也是湖南省首批集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场所。 自 2015年开园以来，该园先后开发了湘绣、江永
女书、湘潭油纸伞等多个非遗研学体验项目，目前已成为了
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省十大研学旅行目的地之一，得
到广大学生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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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凡人仰止是学
霸，学霸之上有学神。 在
繁星璀璨的古代中国 ，
全才型大师为数甚多 ，
我们常常只读过他们的
一两首诗，一两篇文。 他
们的一生功业如同海面
冰山， 凡人只见尖峰夺
目，却难睹潜流无声。

班主任既是一个班级的组织者、领导者
和教育者， 也是一个班中全体任课教师教
学、教育工作的协调者。 班级是学校教育整
体构成的基本单位，做好班主任工作是做好
学校工作的关键。 为此，做好班级管理工作
十分重要。 根据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我认
为小学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以下几方面至
关重要。

一、全面了解学生是班主任工作成功的
前提

班主任的工作对象是有着不同家庭背
景、具有不同思维的不同个体，这意味着班
主任在平时的工作中接触面广、 信息量大，
需要解决的问题多。 要真正做好这项工作，
就要求班主任必须全面掌握工作对象，了解
学生的各种情况。 只有全面地掌握和了解学
生， 班主任才能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得心应
手、松弛有度、有的放矢，才能对不同学生采
取针对性的、有效的方法。 因此，了解学生的
各种情况是班主任工作的第一任务。

班主任要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与各个
阶层、各种工作的家长建立联系，更多地了
解自己的教育对象，把学校的情况和家里的
情况相关联，“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与家长
一起商讨如何使得学生更好成长，把家长当
作合作者。 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近年
来,大量的研究和调查表明,小学生心理问题
的“低龄化”趋势明显，而学生的心理状况直
接影响着他的学习和其他行为习惯活动，因

此班主任只有把握了学生的心理状况， 才能
真正明白学生之所以这样做或是那样做的原
因，尤其是问题学生的思想病因才能找准。了
解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 班主任应该了解班
上每个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 重视班上每个
学生每天是否达到适度的运动量， 保证在校
期间学生能够劳逸结合， 以便更好地进行文
化课程的学习。

二、 有效的班级管理制度是班主任工作
成功的关键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班级
管理工作千头万绪， 需要班主任千般思量万
般考虑，反复琢磨，不断地从实践中探索出行
之有效的策略，总结出用之则行的方法，使班
级管理工作跃上新台阶。

首先，制定一份可实施的班级管理制度。
据我多年的调查了解到， 目前小学班级的班
规可谓是司空见惯，极少出现有“标新立异”
的制度。往往看起来面面俱到，但是真正施行
起来却只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渐渐连班
主任也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造成这种现象
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小学生的执行能力远
远不如初中生， 不能依照班主任的设想把规

章制度的每一项内容具体落实， 最后的结果
就是班规成了一纸空文。

其次，培养一支优秀的班干部队伍。如果
没有一支执行力强的班干部队伍， 再好的管
理制度也是空有其表。小学生生性好动，尤其
是低年级学生，自制力不强，时常需要老师的
监督和提醒。 但是学生在低年级阶段往往又
是培养学习方式、行为习惯的黄金阶段。怎样
不使班主任“长”在教室呢？ 最直接的办法就
是培养一支优秀的班干部队伍， 让学生管理
学生。一方面可以锻炼“管理者”的能力，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减轻班主任的负担；另一个方
面也使“被管理者”遵守班级纪律，促进良好
班风的形成。

三、 打造特色班级是班主任工作成功的
秘笈

其一，打造特色班会课。班主任要对班会
课引起足够的重视，开展他们感兴趣的活动，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不能私自将班会课
改成自习课、体育课，临时应付学生的要求
变成故事课。 班主任应该根据教育、教学要
求和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确立一个明确的
主题、围绕主题开展，给学生搭建一个展示自

我的平台。
其二，创造特色兴趣小组。 对于现在的小

学生来说， 其智力和想象力的发挥正处于活
跃期，在学校倡导兴趣活动课之外，班级尤其
是高年级可以适当地在课间活动期间， 开展
舞蹈、唱歌、诗歌朗诵、辩论赛等简单且符合
学生实际的兴趣活动。

其三，营造班级文化。 班级文化是一个班
级的灵魂，是每个班级所特有的。 一种是显性
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硬文化”，即看得
见、摸得着的文化。 如教室墙壁上的校训、名
言警句，展示绘画、写字作品的展示栏等等。
另一种是隐性文化，即“软文化”。 如果把“硬
文化”比作班级的躯壳，代表班级的形象，那
么“软文化”则是班级的灵魂，是班级的生命。

四、 树立班主任权威是班主任工作成功
的保障

班主任自身建设的关键是提高自身的素
质，树立班主任的权威。 这种权威不同于上下
级之间形成的行政权力， 而是班主任因知识
丰富、能力超众、人格高尚而在学生心目中树
立起的使人敬服的声誉和威望， 它是做好班
主任工作的无形资本， 做到“课上我们是师
生，下课我们是朋友”。 再者班主任首先是教
师，而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智慧的化身，
这正是班主任权威产生的前提。 如果班主任
能够通过自身的智慧和才干在学生心目中树
立起这种权威，那么他在工作中就能起到“不
令而行”的效果。

小学班级管理之我见
邵阳市隆回县思源实验学校 刘述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