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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孩子特长教育的误区

隆回县金石桥镇高州中学 陈远志

现在很多家长在给孩子选择文化课补习

班的同时，也会给孩子选择一个特长班。 毕竟，

不论是素质教育的大纲要求，还是未来孩子发

展的需要，一技之长都可增强竞争力。 于是，以

培养孩子某些特殊能力为目的各种特长教育

应运而生，诸如书法班、美术班、舞蹈班、音乐

班等等，应有尽有。

由于某些家长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特长教

育进入误区：

一厢情愿。 进特长班学习，对于许多孩子

来说都不是心甘情愿的，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家

长一手包办。 不少孩子对究竟该学什么、自己

是否适合进行特长教育等问题都心中无数，报

名参加特长班的学习完全是家长的一厢情愿。

如此，若孩子对所学内容缺乏兴趣，就不但收

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反倒会阻碍孩子情商和

智商的正常发展。

贪多求全。 一些家长盲目认为多学总比少

学好，今天让孩子学钢琴，明天让孩子学美术，

过两天又让孩子改学书法。 不堪重负的孩子，

平时连双休日也忙，除了要完成学校布置的家

庭作业外，还要忙写字弹琴或绘画，难怪有些

孩子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放学后，我宁愿被老

师留下来也不愿立即回家！

走出误区，可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需要家长端正认识。不能用对成年

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 让孩子接受特长教

育，应该根据孩子的心理特点加以引导。 这

样才能达到家长所期望的效果；同时，家长

还应明白：儿童教育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

知识教育、品德教育以及技能教育等多个部

分，特长教育只是其中的技能教育的一个组

成部分，家长不宜将其看得过重.学生特长不

过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在孩子力所能及

的情况下进行即可，以免喧宾夺主产生不良

后果。 其次，还需要有正确的教育方法。 特长

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在于它主要是培养孩

子对某些技能学习的兴趣和欲望。 因而在教

育过程中应有张有弛，松紧有度，并给予孩

子足够的自由活动时间和空间，使孩子在玩

中求学、在学中能玩。 如此，才能收到良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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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峰：多年未见，你在他乡还好吧！ ———华大

大山深处的

———记怀化市优秀教师黄长友

肖怡伟 向波 严时兴

在湘西大山深处有这样一所特

殊的小学，31 年来校长、教师、校工

全由一人承担。这人就是溆浦县小横

垅乡雷坡村小学的黄长友。黄长友犹

如大山深处的一支红烛，默默燃烧自

己，用生命的光和热，去照亮山区的

孩子们。

1977 年恢复高考后，高中毕业的黄

长友也在紧张复习，准备参加高考。 然而，

由于村里小学缺教师， 村干部多次登门请

他去当民办老师。对此，黄长友的父母坚决

不同意，说是再苦再累也要送他去念书。黄

长友心想，自己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如果

不去村小教书会让很多小孩因此失学，他

们便成为困守深山的新一代。 他第一次伤

了父母的心，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从教之路，

成为村小的一名民办教师。

2003 年，黄长友又一次有了走出大山

的机会———学区把他列为选调到中心小学

的对象。村里乡亲知道后到他家里挽留。年

迈的村支书紧紧握住他的手：“黄老师，雷

坡太穷了，你走了，还有哪个愿意来这里教

书呢！ ”看着老支书焦虑的眼神，他改变了

主意：“到别的地方是教书， 在自己村里也

是教书。”于是，一个信念在他心底扎了根：

“我要在雷坡教一辈子”。

黄长友来到村小任教后，便开始了

建设学校的艰苦之路：一有时间他就跑村

里、上乡政府争取支持，四处筹集资金；寒

暑假顶寒风冒酷暑维修教室，平整场地，购

买设备。 经过多年努力，学校办学条件有

了一定改善。 被县委、县政府授予“标准化

建设先进单位”。

1998年，黄长友也记不清是第几次从家

里拿钱了，他向妻子要了 800 块钱，自己动手

整修了进校门的水泥路， 维修了学校的围墙。

2002 年夏天， 山体滑坡将教学楼的东侧冲垮

了，他向上级争取到 1000 元资金，但这些只够

买水泥的钱。 为了节省资金，他没请一个民工，

一个人起早摸黑地干了一个暑假，好几个手指

都擦破了，钻心地痛。 等到秋季开学时，他的手

指僵硬干痛，连粉笔都握不住。 看到这个情况，

懂事的学生都心痛地说:“黄老师，您别写了，领

着我们念吧”。 开学头两个星期，他整天给孩子

们“念”书，结果连嗓子都喊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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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学生少，条件差，硬件设施无法与

城镇学校相比。 但从走上讲台的第一天起，黄

长友就下定决心，村小的教育质量绝不能比城

里差，他教出的孩子绝不能比城里差。 学校缺

少老师，他实行隔年招生，办复式班。一个班两

个年级，今年左边幼儿班，右边一年级，明年左

边学前班，右边二年级。 所有的教学计划都按

照教学大纲来落实，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

术，还有课间操、眼保健操，一样也没少。 为了

加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雷坡村小学坚持每

周一举行升旗仪式，31年来从未间断。

每天晚上，黄长友总要抓紧时间完成两门

“功课”：吃完晚饭到 8 点钟，批改完所有作业，

然后再用两个小时备好第二天的教案，许多时

候晚上总是工作到半夜。 为提高教学水平，适

应不断发展的教学需要，他努力克服年龄偏大

和一人一校的困难，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加强专

业知识学习，2007年拿到了大专文凭。多年来，

他的教学成绩在学区总是名列前茅，年度考核

近 5 年有 4 年是优秀，曾多次被评为乡、县“教

育工作先进个人”，去年还被评为“怀化市德育

工作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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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留守儿童多，学生年龄偏小，任

教以来，黄长友既做老师，又当“妈妈”；既要抓

好孩子们的学习，还要管好他们的生活。

刘桂莲同学的父母都有残疾， 由年迈的爷

爷奶奶看护。 黄长友给她买新书包，叫妻子给她

补衣服，遇到天气不好，还要送她回家。 张吉乐

同学的母亲瘫痪在床，父亲长期务工在外，小吉

乐寄住在外婆家，每天要经过村里的小河。 为了

她的安全， 黄长友坚持每天接她上学， 送她回

家。 一次，在护送小吉乐回家后，他在返校的途

中摔落到 5米高的田坎下， 左腿膝盖骨摔在一

块大石头上，当时痛得眼泪直冒。 第二天，为了

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 他一拐一瘸地先来到教

室，隐瞒伤情继续上课。 但很快被调皮的孩子们

发觉了，他们都说：“黄老师，您太累了，我们给

你放一天假”。

为了学生不流失，在开学前几天，他经常爬

山越岭，走家串户，向家长们宣传《义务教育法》，

听取他们对学校的意见以及小孩上学存在的困

难。 31年来，他教的学生没有 1人流失。 1996年，

邻村的张艳、张佳求两兄妹，举家从沅江搬迁过

来，经济十分拮据，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其父

母抱着一线希望，把孩子送到他这儿。 他为两兄

妹垫交学费、发放新书，还向学区争取助学金。 到

现在为止，两兄妹还欠他 700多元学费。

31年的从教生涯，31年的无悔之路。 从教

以来，黄长友从未期望什么回报，却得到了党委

政府和当地群众的高度评价。 去年，他被溆浦县

委评为“感动溆浦 2008年度十大人物”。 今年 9

月，黄长友被评为怀化市优秀教师。 在表彰大会

上作典型发言时，黄长友满怀深情地说：如果有

可能，我愿意再坚守 31 年，再奉献 31 年，把我

的全部心血和整个生命奉献给山村的教育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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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第 56号教室的奇迹》

主编:�（美）艾斯奎斯 著，卞娜娜 译

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

内容简介：第 56号教室的孩子大多贫困，来自移民家庭，英

语也不是他们的母语。 这些似乎注定平凡的学生却在一个充满

爱心与智慧的老师的培养下，全国测试成绩居全美一流水平，他

们长大后纷纷就读于哈佛、斯坦福等顶尖大学并取得不凡成就。

这一切奇迹的谛造者就是———雷夫·艾斯奎斯老师。这位心灵导

师，教给学生一生受用的技巧，以及人格、信念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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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引导学生了解新词新语，梳理新词

新语产生的途径；

2、 通过探究，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新词

新语的能力；

3、 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流行文化和主流

文化的关系。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语秀我

用新词新语作自我介绍， 明确本堂课

的教学内容。

二、梳理新词新语：“新”光闪亮

师生互动，进一步了解新词新语，弄清

新词新语的含义。

（课件展示：新词新语也就是流行语，指

在一定时间、 一定范围广为传播使用的语

言。新词新语是新时代、新生活的一面镜子，

一张“晴雨表”）

三、 探究：“新”语探源 “新”语心评

1、 探究一：新词新语是如何产生的？

（学生各抒己见，老师明确：伴随新生事

物、新概念、新现象而产生；旧词新用而产生

新的意思；来自外语；来自汉语方言；词语衍

生、缩略而成。 ）

2、 探究二：如何使用新词新语？

运用实例， 让学生体会正确使用新词

新语的妙处。

（明确：使用新词新语会使我们的文字

更生动形象，表达更简洁精练，且富有时代

气息。 ）

运用故事， 引导学生探讨使用新词新

语应注意的问题。

（明确：使用新词新语应注意对象、场

合。 ）

引用文段， 让学生进一步认识新词新

语，适当使用新词新语，维护汉语言的规范

性。

3、 探究三：如何看待新词新语的现状

和未来？

通过具体材料， 引导学生探讨流行文

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明确：1、新词新语反映出流行文化日

新月异的变化。 2、新词新语逐渐被主流文

化所接受，流行文化必将走向主流文化，成

为其组成部分。3、新词新语及其反映的流行

文化能否被主流文化接受需要时间的检

验。 ）

四、作业

请以“我看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为

题，写一篇小论文。

五、总结

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主编郜云雁：

雷夫·艾斯奎斯和他的第 56 号教室， 确实是无数父母向往

的教师和教育圣地。这位令人敬佩的美国教师，用超凡的勤奋和

卓越的教育才能， 解答了他在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思

考。 虽然国情不同，文化背景各异，但我们仍能从书中发现中美

教育面临的许多相似之处。

红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