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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满人生，值根在快乐的青少年 

                    李同生 

 

“青灯有味，儿时难再”，孩提岁月占着令人留恋

与人难忘的地位。 

 上次我们主要谈的是发现自己的确很笨的那天，心

情很好。因为承认笨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我们并以

“6+8”的计算方法为例，使学生和家长们从一个简简

单单的计算中进一步得知，承认笨是学习知识﹑培养才

能的最大自我动力（《剑桥园地》第十期）。 

 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是个相当复杂的多元体。我们

每一个人在这个多元体中显得非常渺小。 但是，人的

心灵世界却无限宽阔。这就是生命的可贵之处。自生长

到营造以后的美满﹑安和﹑祥乐的人生，教育是至关重

要的。如果生活就是教育，那么，教育的定界不仅限于

学校。特别是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资讯极度发达，虽

然各种知识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更换着，但网络的发展

使得当今的孩子们即便不走出家门也可以知晓天下事。

这就减少了他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如何使孩子们在当

今世界学好知识的同时也培养出他们重情重义的性格，

相信是许多家长的努力目标之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字（尤其是繁体字）

更说明了她的伟大。中文的“找”字，在找什么呢？当

然是在找跟它相近的字。哪一个字最相近呢？那就是比

它多一撇的“我”字。人这一生不就是一直在寻找自我

吗？当你找到自我的时候，应该就是你远离烦恼﹑困扰

的时候和成功﹑幸福的开始。 

 培养孩子从小就学着认识自己，将会对他一生的幸

福有极大的帮助。只有拥有了认识自己的能力，才知道

自己适合干什么，能做好什么。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

知之明。自出生以后，多方的帮助对他/她的成长固然

重要，但是，在被培养和教育的同时，如果他/她也一

直致力于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那她/她会

更快的走向成熟﹑走向自立。让人感到担心的是，目前

在国内，年轻人成熟所需的时间似乎越来越长。动物成

熟所需的时间只是它一生的二十五分之一。而人类不

然，人类由幼稚走向成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不仅与人

类思想的复杂化有关，而且，环境的影响也减缓了这一

成熟的过程。人有时会有非理性的行为。他不是不知道

自己那样做是错的，但仍然要做。这就是不成熟的表现。

人生的最初阶段是无自我的。孩子是通过复述大人的语

言来学习说话的。那时，别人做什么孩子就做什么。别

人有什么他要什么。他并不在意这是否是他所喜欢的或

需要的。做大人的大概经常听到自己的孩子要吃东西或

要看电视是会说：“人家要吃”，“人家要看电视”等等。

我们也知道这里的“人家”其实是指孩子自己。这是分

不清自我和他人的表现之一。等到某一天他开始用第一

人称来明确表示自己的意愿，只要他所需要的，而并不

是别人有了以后他才要的，那时就离成熟不远了。因为，

那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开

始认识自我的时候，是他心灵得以解放的时候。 

 在童年，我母亲常讲故事。我印象最深是她讲的一

个希腊童话。童话的名字叫《水仙花的故事》。故事讲

的是一位俊美的男孩叫那西瑟斯。他不爱任何人，只爱

他自己。有一位女孩子非常爱那西瑟斯。她的名字叫

“Echo”—回音的意思。作者的寓意大概是即便有人爱

那西瑟斯，爱他的那人也只能做他的回音或就是他的回

音。有一天，那西瑟斯走到湖边，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影

像。啊！多俊美的男孩呀！他就有一股冲动，要将影像

与自己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奋不顾身，跃入水中。结

果，当然被淹死了。此后，湖边长出美丽的水仙花。讲

完故事后，妈妈感叹到：“多可惜呀！这么英俊的孩子

为了自己的影子淹死了”。当我给自己的孩子讲这个故

事是，才恍然大悟，彻底理解了故事的深刻含义。故事

告诉我们，人在水中的倒影因水面的波动而不清晰。那

就给了人想象的空间。有些人会按自己的欲望来想象自

己的影像。想与自己的影像结合其实是想与自己不切实

际的欲望结合。那样的话，自然也会象那西瑟斯一样结

局凄惨。给女儿讲完故事后，我说了和妈妈一样的话：

“多可惜呀！这么英俊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影子（而不是

真正的自我）淹死了”。 

 人生多种多样，是永远把自己包在一个包裹里，与

外界隔离，平平静静的安安全全的自我欣赏，还是认识

自我，掌握自我，从而超越自我，从包裹挣脱出来去畅

游人生历程，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讲过：“生命的列车只卖单行票，

没有来回票。人生只能勇往直前，永远无法后退”。在

这个规律下培养孩子相信对所有的家长都是一个极大

的挑战。祝天下所有父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挑战，

用心培养儿女，使他们有一个圆满的人生。 

 

教师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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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 2006 年暑期班笔记 

 单 岚 

 

“孩子们，祝贺你们取得了优异的成绩！2006 年剑

桥暑期班结业式现在开始！＂随着汤晓老师亲切的

话语，五个班的孩子们，分别登上舞台。他们有的

朗诵古诗，有的背诵儿歌，有的演唱歌曲，有的弹

钢琴，有的拉小提琴…… 快看！骄傲的“大公鸡＂

上台了，他一定要和辛勤工作的“小蜜蜂＂和“小

青蛙＂比美，他那骄傲的神态，清晰的讲述，逗得

台下的家长和孩子们开怀大笑，快乐的课本剧《骄

傲的大公鸡》表演结束了。一群小班的孩子走上了

舞台，别看他们年龄小，他们朗诵的诗歌可是字正

腔圆，“一去二三里，烟村四五家＂“我想知道所有

的问题＂。伴随着稚嫩的诵咏，他们还以手语的方

式表示出不同的数字。孩子们的表演赢得了台下一

阵阵的掌声。高年级的孩子，就是不一样。他们的

朗诵清晰流畅，举手投足之间，但见少年英姿勃发

的风采。 

 

恍惚间，我怀疑眼前的孩子真的是在这里长大的，

他们平时经常使用的语言是英文，而并非是中文中

文对他们来说是第二语言呀。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到

了，暑期班开始的第一堂课上。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老师。＂自我介绍之

后，我听到窃窃的私语。“山老实＂“三老师＂…… 

怎么给我改姓了？我疑惑地看着孩子们，而他们也

正用清澈的大眼睛看着我。我们明白了，我要从拼

音开始，帮助孩子们读准字音。第一堂课，就在

“b、p、m……a o e……＂的读诵中结束了。 

第一天的课程结束后，汤老师召集全体老师反馈一

天的课堂学习情况，我们每位老师都详细地讲述了

当天的学习。大家根据各班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

初步制定了各年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后来，

这就形成了一种惯例，每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老

师都会聚在一起，反馈孩子们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情

况，介绍下一周的学习进度。老师们在相互的交流

中，传授经验，完善教学。 

为了能让孩子们，学到既实用，又有意义，既有趣

味，又增长知识的内容。全体老师群策群力，根据

孩子的程度，自己编选教材。我们低年级选用的是

国内上海和北京的小学教材，以及《语文报》上的

内容。而高年级学习的内容就更丰富了。他们的教

材涉及阅读与写作，程度也就更深了。课堂上，孩

子们很喜欢我们为他们准备的教材。他们觉得这些

内容，不同于他们以前学的中文教材，而又有相关

的联系，学习起来不很吃力，有意思。除了中文的

学习，我们还有数学、美术、手工、音乐和体育课

的学习。每天家长来学校接孩子的时候，孩子们总

是自豪地向父母展示自己的作业夹子，因为，那里

有他漂亮的中文作业，有他出色的数学练习纸，有

他今天刚学会的小诗和歌曲，还有他彩绘的图画作

品及小制作。每当这个时候，快乐与自信的神情总

是洋溢在孩子们天真的笑脸上，而欣慰与欣喜的感

受也总是激荡在父母和我们老师的心中。 

 

“游泳去了！＂在炎热的夏季，酷爱游泳的孩子们

总是期待着每日下午的游泳时间早点到来。我们班

上的孩子都很爱游泳，每次去游泳的孩子都有十几

个。为了孩子们的安全，每次带孩子们去游泳的时

候都是一位老师，两位助教陪同。由于场地的限制，

每次都要分批。没有轮上的孩子，我们其余的老师

和助教，就带他们到学校附近的公园去玩。不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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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碧波中畅游的孩子，还是在绿草坪上嬉戏的孩

子，下午的活动时间总是他们最开心、最快乐的时

候。看着他们或一起踢球，或一起游戏，或一起追

逐，或一起欢唱，那份快乐的心情真是溢于言表。 

孩子需要参与各种活动。因为在活动中，他们可以

学到很多课堂上学不到的东西。我们的暑期班为孩

子们创设了这样的机会。每次的郊游活动，不仅给

孩子们开阔了视野，而且也锻炼了他们交往的能

力，独立思考的能力，团结协作的能力。孩子们来

到自然博物馆，那新奇的科学知识吸引着他们，驻

足思考；孩子们来到动物园，欣赏多姿的自然世界，

感受生活的多彩；孩子们来到水族馆，聆听来自大

海的声音，感受水世界的奇妙；孩子们来到喷泉嬉

戏，在欢笑间，加深感情，增进友谊。 

 

快乐的暑假，快乐的暑期班…… 

 

“单老师，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班了 ！＂清澈的童音

唤回了我的思绪。低头看去，那因兴奋而涨红的小

脸写满了欢乐。“好！看你们的了！＂迎合上那自信

的大眼睛，我给予了肯定的答复。 

 

台上孩子们尽情地诵读，开心的欢唱。台下老师们

的脸上露出了由衷欣慰的笑容。十周来的奔波，十

周来的辛苦，十周来的耕耘，在今天，我们得到了

丰厚的收获。 

 

唱吧！跳吧！让我们一起期待来年的相聚！ 

 

 

 

 

 

 

 

 
单  岚 （三锐班教师） 

 

什么是“Sunrise＂？那是日出时，天边最美的朝

霞；那是黎明中，天界最靓丽的曙光。它预示着新

的开始，崭新而生动、新奇而快乐。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三锐韵语游戏识字教学时的

感觉，而当我真正执教三锐韵语游戏识字教学班

时，这种感觉就更加的真切了。 

 

记得那是第一堂课，我站在孩子们面前，看着那一

双双天真烂漫，充满新奇目光的大眼睛，我知道他

们渴求的是快乐、新奇的学习。对于在这里长大的

孩子来说，中文的学习是全新的，不同于他们平时

的语言。如何引导孩子们乐于学习、主动学习中文

呢？三锐韵语游戏识字教学提供了一个很好的媒

介。通过我的课堂实践，我的感受是：享受韵文，

带来快乐；广博识字，激发快乐；参与游戏，增进

快乐。 

 

享受韵文，带来快乐。 

伴随着宇宙苍穹画面的展现，动听的韵文朗诵吸引

着所有人的视听感官“远古遥邈，宇宙苍茫。天穹

寥廓，辰宿列张……＂。这就是三锐韵语游戏识字

教学提供的教材。它采用四字一句，隔句押韵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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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展现出生活的不同方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诗歌最为普遍的就是押韵的特

点。所谓“韵＂，就是指优美动听的声音，它来自

于中文语音中的韵母。在诗歌辞赋中，按照一定的

规律，将某些句子的末一字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

字，那么就会使诗歌音调和谐优美。这就是“押韵＂。

押韵的特点使诗歌读起来朗朗上口，在不经意间就

能把它背诵下来，而且能长久的储存在记忆中。这

就是为什么在多年以后，我们还能诵咏出“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

下扬州＂。 

 

韵语有利于提高人的记忆效率，三锐韵语游戏识字

教学就是将散乱的汉字有规律地排列起来，把繁多

庞杂的汉字变得集中精练，富有节奏，成为易记、

易诵的四字短语，便于联想和记忆，同时每个汉字

均有特定的应用环境，记忆时不易混淆，回忆再现

的信息量大。在中国古代蒙学读本中，这一方法曾

经延续了数千年。而今，在现代教育中也得到了充

分的印证。享受韵文诵读带来的快乐，感知中文学

习的乐趣，这就是这本与众不同的教材，带给孩子

们的礼物。现在，我们班上的孩子都能清晰地诵读

出远古篇的韵文。孩子们的父母为孩子的进步感到

高兴和欣慰，他们说，这么长的内容，我们大人都

不能完全独立地诵读，孩子能独立诵读，真是太出

色了。 

 

四字一句的方式，易于孩子们的诵读。同时，也指

引孩子们感知，中国汉字的独立性。课堂上，我和

孩子们一起欣赏、一起背诵。每当这个时候，你可

以看到孩子们专注的神态，感受到孩子们快乐的心

情。班上有一个很可爱的小女孩，开始，跟着我诵

读的时候，她不是很大胆，读的声音很低。毕竟对

她来说中文是全新的。我采用字字接龙的方式，例

如从“春萌夏长＂的“长＂开始诵读，进而是“春

萌夏长＂的“夏、长＂诵读，再次是“春萌夏长＂

的“萌、夏、长＂诵读。最后是“春萌夏长＂四个

字都能诵读出来。慢慢地，她喜欢上了诵读。诵读

的声音也响亮了起来。 

 

广博识字，激发快乐 

有关研究结果告诉我们，3─8 岁是儿童识字，培

养基本阅读能力的黄金期。处于这一阶段的孩子，

他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空白的磁盘，对于他们来

说，记忆不是负担，而是一种生理需要。同时，此

阶段的孩子也正处于文字符号的敏感期，他们可以

不费力就能认字。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儿童识字和识图一样，识

字和儿童的心智发展是完全吻合的。＂（华东师大 

张明红）这说明，儿童识字与成人不同，他们是直

接记忆，是一种“模式识别＂。成人由于有一定的

知识背景、人生阅历和经验，在记忆汉字时是分析

和逻辑记忆，经过分析、理解之后才能真正认识汉

字。儿童却不同，由于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和阅

历，完善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力，他们识字就像是

一种照相机式的认读，把一个个汉字整体输入大脑

识记，而不去分析理解字的偏旁部首、表音、表意、

等各种内在的结构关系。这也就决定了，儿童直接

识记时大脑接受的信息量小，因而速度快，效率高。

尤其是汉字，其形状和结构的特点符合直接记忆的

要求。香港语言学家，安子介先生曾指出：汉字是

平面化的方块图形文字，以象形字为主流，单字识

别率高。 

 

在我教授的远古篇中，教材一共收录了 272 个汉

字，字无重用，它们分散在 10 篇课文中，其中大

部分为常用字。每堂课，我们诵记 12 句韵文，认

记 16 个汉字。 而作为三锐韵语游戏识字教学的全

套识字教材则包括 12 篇章，3600 个汉字，其内容

涵盖天文地理、道德伦理、政治经济、历史变迁等

等多类知识。 

 

如此广博的识字量，孩子们能接受吗？答案是肯定

的。我们班上的孩子平均年龄为 3.5 岁。最初进入

课堂时，孩子们觉得所学的东西很新奇，有趣。于

是，他们就乐于进行以后的学习。当他们能从“远

古遥邈，宇宙苍茫＂一直诵读到“侏罗白垩，史前

蛮荒＂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溢于言表，他们知道自

己能认读很多中国字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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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我及时地给予孩子们不同的奖励，激发

起孩子们快乐学习的兴趣。他们不仅在课堂上大声

的诵读韵文，字字识记不同的汉字，而且还能在家

中，利用三锐韵语游戏识字教学提供的辅助学习材

料──小书童学习机，自主练习。 

 

班上有一个小男孩，他的学习热情极高。在很快进

入教材学习后，他就能主动的利用 CD 提前预习所

学的韵文。课堂上，当我引导孩子们背诵韵文时，

他就能主动背诵了。识记单个的汉字是一个难点。

但是如果把单个的汉字放在一个熟悉的语言环境

中记忆，那就不成问题了。还是这个男孩，他能主

动背诵韵文，因此，当我出示韵文中的某个单个汉

字时，他就能联想到那句韵文，进而读出我所出示

的单个汉字。例如我讲解“星＂时，他就能从刚刚

背诵的“星空灿烂＂中得出“星＂的读音。 

 

另外，还有的孩子，在课堂以外的地方发现了他们

认识的汉字，就主动地读出来，这一点不仅激发了

孩子快乐学习的兴趣，也让他们的父母吃惊不小。

有的家长告诉我，在去餐馆吃饭时，孩子从菜单中

指读出学习过的汉字“牛＂（蝎蟹牛羊）。还有的家

长说，孩子从家里书架上找到了带有“方＂的书（乾

坤八方）。而且，有个小女孩开始要求父母讲解那

些字的意思什么，怎样写那些字。由此看来，孩子

主动学习的欲望是在潜移默化中被激发了起来。他

们对中文的学习有了兴趣，感受到了学习中文的快

乐。 

 

参与游戏，增进快乐。 

 
游戏是儿童最乐于参与的，他们对游戏乐此不疲。

从我多年的教学实践中，我感受到，在游戏活动中，

儿童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且这种学习完全符合

因材施教的教育古训。每个孩子都是带着快乐的心

情进入游戏活动的，他们在与同伴的游戏中，遵守

游戏规则，规范自我行为，学习与人交往的方法。

因此，游戏是儿童成长中不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三锐韵语游戏识字教学中，引入游戏的内容，主

要源于课堂上，孩子的年龄较小，他们集中注意的

时间需要老师调控。如果在孩子无法集中注意时，

还在讲授知识，那么结果只能是削弱孩子们的学习

兴趣。因此，在集中诵读韵文与集中识记单字之后，

要组织孩子们做游戏。引导孩子在动态的游戏活动

中巩固所学的内容，增进学习的乐趣。 

 

我带领孩子们玩“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菜蘑菇＂

“摘水果＂“字宝宝找妈妈＂“跳房子＂“击鼓传花＂

“悄悄话＂等各种各样的游戏。为了使游戏生动有

趣，我还制作了各种卡片，如小豆子、大西瓜、黄

柠檬、水蜜桃等，还有各种头饰，如小熊、老狼、

星星、兔子等。既然是游戏就有获胜的一方，因此，

我准备了小奖品。凡是在游戏中答对的孩子，都会

得道一项奖励。这样的方式增进了孩子们快乐学习

的兴趣。他们都能主动参与游戏，并在游戏中巩固

所学的内容。 

 

记得孩子们最爱玩的是“老狼，老狼，几点了？＂

的游戏。游戏中，我扮演“老狼＂。当我带上“老

狼＂的头饰，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时，他们开心的笑

了，蜂拥到我的身后。游戏开始了，孩子们说：“老

狼，老狼，几点了？＂ 我回答：“1 点了。＂孩子

们快乐地继续说：“老狼，老狼，几点了？＂我装

作看表，说：“7 点了！＂孩子们立刻四散跑开，找

到自己的座位坐下。“老狼＂一定要抓住一个跑得

慢的孩子，这样，他就要回答“老狼＂的一个问题，

才能回家。这时候，我就会出示一张字卡，提问这

是什么字。能回答的孩子就回家，不能回答的孩子

就请求其他同伴的帮助，回答后同样可以回家。这

个游戏，不仅帮助孩子巩固了刚刚学过的新字，而

且，锻炼了他们快速反应的能力，增进了他们之间

相互帮助的友情。 

 

到今天，我们已经完成了远古篇的学习。在三锐韵

语游戏识字教学中，我和孩子们渡过了一段难得的

快乐时光，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的成长，倾听他们流

畅地诵读韵文。我认识到中文学校董事会当初决定

开设三锐韵语游戏识字教学班的远见卓识；我感受

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 

 

    这是什么？这就是 Sunrise，快乐 Sunr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