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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外国语学校 高二（2）班 陈一家

辅导老师赵曦

在盛夏做片春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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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讯教

高考日益临近，一些考生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焦虑症状。相关老师指出，考生面

临考试所表现的焦虑是广泛存在的，是正

常的情绪状态，也是考生面对考试压力所

采取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但过度焦虑会影

响考生的正常发挥。

“眼看着快高考了，孩子说出现了失眠

情况……”昨日，家住商丘状元府邸小区的

市民叶女士称，一个多星期前，她女儿显得

有些焦虑，“闺女的成绩属于中上等，我觉

得她不该焦虑啊！”“后来，我和孩子的老师

一交流才知道，是因为孩子在家的时候，我

经常说‘好好复习，别紧张’，没想到无形中

给孩子带来了压力。”叶女士说，老师建议

她，不可刻意提醒孩子“别紧张”，以防适得

其反。

在走访中还发现，教师和家长都希望

学生们日夜紧张的备战，最终能结出丰硕

的果实。但超负荷的运转和过重的心理压

力，却使考生的身心停留在了危险地带的

临界点上。早晨、晚上、节假日等本应由学

生自己安排休息或娱乐的时间都用来复

习、测验、补课了。有些学校以高考为第一

大事，一些活动毕业班没时间参加了，就连

一周的两节体育课也被挤没了。紧张、单

调的学习使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体质有所下

降，不同程度地患有失眠、神经衰弱等病

症。一位叫蒙蒙的女同学说：“我每天都觉

得好累，真想好好地睡上一天。可一想高

考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老师、家长都在看

着，我们也就只好挺着了，不能让这些年的

心血白费呀！”

商丘市一高原常务副校长、省特级教

师李茂才说，考生面临考试所表现的焦虑

是正常的情绪状态，但过度焦虑会影响考

生的正常发挥。

“过度焦虑不仅会导致考生自我调控

能力下降，自信心不足，也有可能会导致考

生出现注意力无法集中，记忆力下降，思维

迟钝，判断失准的情况，甚至还会导致考生

考试前不能主动复习，拖延时间以及食欲

不振、睡眠失常等。”李茂才说，总结多年的

教学经验，他发现导致考生考前焦虑的原

因有以下几种：父母、老师期望过高，不断

地安慰考生“不要紧张”，但往往适得其反，

无形中也给了考生压力；父母、老师错误地

夸大了高考与考生个人前途之间的关系，

让考生坚信“一考定终身”；考生过于自卑，

低估自己的能力和知识水平；考生考前过

于疲劳，饮食、休息不正常等。

那么，应该如何避免考试前的焦虑

呢？李茂才认为，良好的自我心理暗示可

以有效避免考前焦虑，“考生应对自己有信

心，然后可进行自我调节。”

李茂才说，考生进行自我调节，就要学

会放松自己，可根据个人的喜好听自己喜

欢的音乐，也可以尽情地喝自己喜欢的饮

料或品尝自己喜欢的食物，一句话，做一些

自己想做的事，以达到缓解压力的效果。

“建议考生每天早晨进行一些轻松的锻炼

活动，如散步、慢跑、打羽毛球等，这样有助

于考生调整心态，放松自己。晚餐后同样

活动锻炼一小时再学习，切忌剧烈活动，以

防体力消耗大或伤害身体。晚上11点以前

最好睡觉，不‘开夜车’，也不要睡得过早。

高考前，考生应把思维兴奋点调到和高考

考试时间（9点至11点 30分，15点至17

点）保持一致。”李茂才说，高考前，家长也

不要轻易改变考生的饮食结构，以防给考

生身体带来不适，影响考试期间的正常生

活和学习。

（华伟）

我的奶奶是一个朴素、和蔼、

慈祥的奶奶，可是，无情的病魔夺

走了她的生命。奶奶的溘然长逝

让我痛心不已，我和奶奶之间的一

幕幕往事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历历在目，让我无比怀念。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每年

我都要跟着爸爸回老家好几次。

奶奶只要知道我要回去，就早早地

站在家门口等着我们的到来。一

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她就会打发家

里的大黄狗去接我们。每次到家

后，奶奶就会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充

满爱意地说：“我的小狗娃儿回来

了，叫我看看长高没有！”那只大黄

狗也围着我和奶奶边叫边转，那情

景真是温馨无比。

到了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烤着

大地，奶奶不辞辛苦要给我包饺

子，这可是我每次回来后她的“规

定动作”。和好面后，她就下地割

韭菜去了。韭菜地以前在下沟，后

来挪到了南岭，虽然不太远，可奶

奶年纪大了跑上一趟也不轻松。

奶奶的刀法可真好呀，放在案板上

的韭菜顷刻间就变成了整齐匀称

的小段段儿。接着，奶奶又去鸡窝

里拿回来五六个鸡蛋，放在锅里和

切好的韭菜一起炒，那味道可真香

呀，几里外也能闻到。接下来，面

也发酵好了，奶奶就把面揉成一

团，搓成长条，切成小块，按成饼

形，再擀一擀就可以包了。奶奶包

的饺子小巧玲珑，活像一只只小白

鼠。包好后就该下锅了，这群“小

白鼠”都乖乖地跳进锅里“泡温泉”

了。不一会，煮熟了，出锅了，奶奶

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脸上露出

了幸福和满足的笑，那情景、那味

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每次只要我回去，奶奶都会重

复这样的动作，不管累不累，依然做

下去。现在想来，奶奶对我的爱，就

都被包进那一个个“小白鼠”的饺子

里去了。可如今奶奶离我而去了，

我再也吃不上那样的饺子了。

埋葬奶奶那天我流了很多

泪。就要离开墓地了，我走到地头

的小坡上，想想以前奶奶对我的

好，想想在这世上再也找不到对我

这么好的亲人了，再也吃不到奶奶

做的饺子了，我的泪水就像断了线

的珠子一样又流了下来，我的心里

真像刀割一样难受。我还没来得

及报答奶奶，奶奶就走了，我悲伤

的心情谁能理解？

安息吧，奶奶。孙儿我会好好

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您老人

家的。

辅导老师点评：文章真实而自

然，语言朴素流畅，字里行间饱含

着奶奶对孙子的爱及孙子对奶奶

溘然长逝的悲痛和怀念之情。情

真意切，感人至深。

我喜欢初春的新芽和晚秋的

落叶，因为——一种纯粹。

初春之芽，翠绿之间脉络分

明、如丝如线，阳光下，叶面的气孔

与凹凸清晰可见，仿佛能听见叶脉

间轻微的呼吸声；晚秋之叶，生命

凋零之时虽是枯木干瘪，但却硬骨

风存，片片落叶上的叶脉像是老者

手背凸显的血管，向人们诉说着生

命过程中所历经的风风雨雨。

而夏季之叶，墨绿如油，绿得

沉稳、绿得成熟，早已看不到那独

特的经脉。放眼望去，一片一片如

此整齐划一，但却不见一片片叶独

特。

正因如此，我总偏爱那初春之

芽与晚秋之叶，他们总是那么纯真

而自然。柔弱也好，健壮也罢，初

春之芽与晚秋之叶都在尽力展现

着自己独特的美，自然而然地展现

出千姿百态、仪态万千的春与秋。

那些经脉分明的叶好像在呐喊：

“我是很重要的，即使身边群芳争

艳、各有姿态，我也是最独特的那

个。”

渐渐地，带着童年的印记我长

大了。像那些叶一样，我需要不断

汲取阳光、水分来充实自己，使自

己成熟起来。蓦然回首，我在成长

的路上不断地遗落着属于我自己

的独特。我不再是那个敢说敢唱、

活力四射的孩子，言谈间我添了太

多的顾虑；我曾经为了不想离群显

得突兀，而一次次地在心灵与现实

之间妥协，但过后我却常常一个人

时独自失落伤神。

初春的一片嫩叶，为了生长需

要努力汲取阳光、水分，可最终还

是在盛夏时埋没了自己昔日的独

特。难道人也是如此吗？难道俗

世繁规的打磨是人生的另一种成

长？难道这就是人们说的成熟吗？

我不知道答案，我找不到答

案。但我能听得到内心的声音。

我愿去走一条跟随内心选择的人

生道路，说自己真心又无悔的话，

不再受俗世操纵。

我突然明白：想活出独特而纯

粹的人生是多么难，它意味着一种

倔强的自信、执着的坚守和不沉沦

于俗世的不凡。想独特、纯粹，需

要具有不被压倒的资本。余华曾

说过：“《活着》给人的一个启示可

能包括不去轻易评判一个人的人

生。”或许只有生命将终之时，才能

看清自己的人生，看清自己是个什

么样的人。就像叶落归根之时，叶

子重归纯粹一样。

夏季，我在一片叶的海洋之中

努力寻找一片独特纯粹的叶，倘若

有，令人欢喜；倘若无，反而能更深

地提醒——在盛夏去做一片春叶。

辅导老师点评：校园文字总能

以敏锐的心思、清纯的气息、细密

的笔触抒写青春蜕变的悸动。小

作者徘徊在特殊的人生驿站，单纯

与复杂、清雅与浊俗、自我与随众、

坚守与放弃无不在她如发的心思

中荡起阵阵涟漪。而周遭的变化、

四季的更迭与小作者内心的波动

产生的共振就以一种纯粹天然的

方式释放出来。像清澈的小溪，如

春日的花朵，散发出青春的气息，

读来可人可心。而可贵的是小作

者对文字的自如驾驭，对篇章的精

心布局也可圈可点。文章从自己

喜爱的树叶巧妙入手，通过三个季

节三种不同特征的树叶的细腻描

摹及好恶评判自然引出对人生的

思考，最后再以喜爱树叶收束，完

成了树叶——人生——树叶的循

环。这一循环流程不是简单的重

复，而是在相互呼应中实现了从感

知到理性的深化、从困惑到坚定的

升华。

灵宝市高级技工学校

走近圣贤诵读经典国学
5月21日，灵宝市高级技工学校组织周

末百余名外地留宿学生游览函谷关景区。本

次活动由该校外地学生服务中心组织，各系均

有一名老师参加。师生到达景区齐聚老子金

像前，齐诵《道德经》经典片段，向圣贤致敬。

随后学生们跟随导游按照计划路线参观景区，

认真聆听导游讲解，充分了解名关、名人、名著

的历史。

据悉，该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重视国学

经典的教育。除了要求师生每日诵读《弟子

规》《道德经》《朱子家训》这些常规活动外，此

次走进巨著《道德经》的灵谷圣地——函谷关，

更是为学生提供了走近圣贤的机会，让学生在

诵读中感受经典的魅力，在游览中体味历史的

精彩，让外地学生对灵宝的文化有进一步的了

解。此外，本次活动是该校外地学生服务中心

为留宿学生组织的多彩活动之一，极大丰富了

留宿学生的周末生活，拉近了学生与老师的距

离，让学生感受更多的关爱。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李丽婧）

周口师范学院

“诚信校园行”
小故事讲出大道理

5月23日至26日，由河南省教育厅、中国

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河南

省分行主办的河南省大学生“诚信校园行”第

二届校园短剧大赛在周口师院隆重举行。教

育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涂义才，河南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尹洪斌，国家开发

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张弛，河南省教育厅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宋振，周口师院党委

书记刘湘玉、院长李义凡、副校长毛健民以及

来自全省38所学校的师生观看了比赛。

“诚信校园行”校园短剧，用小故事讲述

大道理，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宣

传了国家的资助政策、普及了个人征信知

识。本次大赛从去年9月开始启动，在各高校

校内预赛和全省7个赛区复赛的基础上，最终

来自全省38所高校的44个剧目进入了决赛。

经过评委的认真评选，周口师范学院选

送的剧目《家访》以作品主题突出、贴近大学生

实际、内容积极向上、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强

等特点荣获特等奖，周口师范学院等30所学

校获得优秀组织奖。大赛还评选出131名优

秀演员、44名优秀指导教师、44名优秀导演，

以及优秀原创剧本奖、优秀剧目奖等奖项。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苏光鸿）

郑州城轨交通学校

举行第三届
省会新闻工作者慢骑赛

5月29日，由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

河南省网络媒体协会主办、郑州城轨交通学

校承办的自行车慢骑赛在郑州城轨交通学校

举行。来自郑州城轨交通学校的上千名师生

为本次比赛提供了义务服务。

与前两届比赛不同的是，来自省会郑州

各媒体的编辑、记者这次要带上爱人一同参

赛，使得慢骑赛更增添了趣味性、娱乐性。据

组织者介绍，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平时忙于工

作，很少有时间锻炼身体，也难于照顾到家

庭。此次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次舒展身心的

机会。承办此次比赛的郑州城轨交通学校是

由郑州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纳入省统招计划

的一所城轨交通类学校，专业培养轨道运营

管理、交通信号、轨道检修、列车乘务等交通

轨道类人才。学校作为中原地区最大的城轨

交通类人才培训基地，已投资数千万元建成

了能满足专业培训需要的实训实验中心。该

校先后与国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建

立了人才合作关系，定向就业，入校即签订就

业协议，解除了学生毕业后就业的后顾之忧，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和好评。

（本报记者郭栓坡）

商丘师范学院

获批河南省现代物流
与电子商务工程研究中心

近日，商丘师院校长司林胜领衔申报的

“河南省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工程研究中心”

被批准列入河南省产业集聚区产学研共建工

程研发创新平台项目计划。这是该校获批的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4个工程研究中心。

“河南省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工程研究

中心”主要建设任务和目标是围绕现代物流

和电子商务协同发展的共性问题，与众创电

子商务产业园及园内企业合作，依托阿里巴

巴商丘产业带，开展电子商务集成应用，在跨

境电商应用、数据隐私保护安全模式、敏捷供

应链管理等方面进行技术研发和应用，充分

利用国家科技部企业孵化器，为产业集聚区

在电子商务、第三方物流、物流信息系统开发

等领域开辟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工程研究中

心的建设对推动商丘师院产学研合作，增强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实现示范性应

用技术类型大学的建设目标将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李辉）

来自爱尔兰的凯瑞和爱德尔去年9月来到汝阳实验高中助

教，从没有走出大山的孩子们，对近在咫尺分外亲切的外籍老师

颇有好感，在亲切的交流中和两位老师更亲近了。5月他们要离

开这里，临别时凯瑞、爱德尔给同学们签名留念。 康红军摄

今天有幸在焦作市孟州河阳办事处缑

村小学观赏了庆“六一”孝道代代传专场汇

报演出，心里的那份记忆又慢慢涌上心

头。那时的“六一”对孩子们来说，最兴奋

的莫过于演节目、去游玩……

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童

年那种简单快乐越来越少。“六一”到来之

际，已经到不惑之年的我轻轻推开童年的

门，穿越时光隧道……

记忆中最让人陶醉的玩具。“70后”的

童年是纯真和质朴的。童年大多是由一些

比较简单的玩具筑成的。每一样都是自己

动手一点一点做出来，所以也格外珍惜和

有价值。不像现在的玩具都是现成的，孩

子玩了几次，要不坏了，要不就是不想玩

了。玩具的流行趋势变化非常快，也使得

如今的孩子更容易喜新厌旧。

记忆中最美好的造型。那时候，海军

色蓝裤子和飞跃牌白球鞋是标准的过节服

装，能穿新的尽量穿新的，没有新的，也会

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戴的红领巾一般是

布的，平时舍不得戴叠整齐放在书包里，但

“六一”那天是一定要拿出来戴上的。

记忆中最奢侈的瞬间。学校门前总有

一辆流动的带篷的人力车，车上载满了五

花八门的小玩意儿。平时只能过过眼瘾，

可是儿童节那天爷爷、奶奶奖励的零花钱，

却足以扮上一次“土豪”肆意挥霍着“巨额”

的零用钱，直到兜比脸干净才满载而归。

记忆里最甜美的叫声。卖冰棍喽……

5分一根，吃冰棍时发出硬邦邦咯吱咯吱的

响声和吮吸冰水儿的吱吱声，叫人现在仍

记忆犹新。吃完还不忘收集冰棍棒子,平

时堆放在课桌兜儿里，一下课便顺手带出

教室，来一个天女散花尽兴地玩起挑棍的

游戏来。

找寻着，不由得我发现记忆深处有太

多太多的童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美

好的童年回忆，才让那时的生活变得丰富

多彩、乐趣无限……其实，那些童年的记忆

虽然已逝去，但长大的我们仍要保持一颗

积极、年轻、宽容、感恩的童心，知足常乐，

热爱生活！

（焦作市孟州城伯镇赵雪芹）

日前，鹿邑县开展“鹿邑名

师、名校长”评选活动，共评选出

闫莉等10名“鹿邑名师”，朱明振

等5名“鹿邑名校长”及12名优秀

教师、优秀校长。该县教体局严

格评审把关，成立评委会，根据评

审条件对参评对象的有关资料、

事迹材料、获奖证书等审查把关，

分类打分。在社会评价阶段，由

该县教体局、县广播电视台共同

组织，利用网络、微信平台、报纸

等媒介向社会公布宣传“名师、名

校长”候选人事迹，通过指定媒体

平台，接受公众投票,本次评选活

动公众参与投票近10万人次。

最后，按照业绩考核、社会评价、

技能考核三项积分之和，评选出

闫莉等10名“鹿邑名师”，朱明振

等5名“鹿邑名校长”,张远军等7

名“优秀教师”，朱洪坤等5名“优

秀校长”。据悉，此次评选坚持师

德表现与实际业务能力并重的原

则，坚持有利于教学教研活动开

展和学校管理水平提高的原则，

坚持城区与乡镇、公办与民办统

筹兼顾的原则。（刘旭张国磊）

5月25日，安阳县人民

法院巡回法庭走进安阳县崔

家桥镇中海中学，公开对一

起抢劫犯罪案件进行现场开

庭审理。通过以案析法，以

案普法的方式教育青少年遵

法、守法、懂法、用法。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家长、媒体

代表以及全镇中小学校长、

中海中学师生和附近学生约

1000多人旁听了庭审。

校长王志良表示，这种

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形式对

学生遵法、守法，用法律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

的教育和促进作用，同时告

诫师生，年轻不是保护伞，校

园侵害法也管，校园欺凌法

律难容，只有守法才有自

由。县法院关工委领导还对

学生进行了普法宣传教育，

法院的志愿者向师生发放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节选材料。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

员薛金山 李铁生）

5月27日，商水县司法局局长带领司法局班子成员冒着小

雨为舒庄乡杨集小学的孤儿、留守儿童送去书包等学习用品，

同时又来到贫困村杨集小学慰问患白血病的女孩杨玉环和16

名孤儿及其他留守儿童。 乔连军摄

育掠影教

□渑池县张村镇初级中学七三班 晟鑫

辅导老师刘有学

难忘奶奶

高考来临，部分考生“焦虑”了
专家建议：良好的自我心理暗示可有效避免考前焦虑

安阳县 巡回法庭进校园 鹿邑县 开展“名师、名校长”评选

忘故事难 找寻记忆深处的“六一”

“六一”儿童节前

夕，河南纤鹤服饰有限

公司为鹤壁市淇滨区

田辛庄小学的孩子们

送来了 40 套量身定制

的校服，让这所只有一

至四年级 40 个学生的

农村学校从此告别“无

校服时代”。该爱心企

业表示，百年大计，教

育为本，希望借助这次

捐助活动呼吁社会各

界更多的爱心人士都

来关注教育事业。

本报记者 何难 通

讯员张宁徐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