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能将二十多位来自不同学校

的高中生集中到一起，其号召人是几名

高中生，他们士贵阳一中新世界国际学

校的梅梦妮、 贵阳第十二中学的韩荣

胜、贵州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学的卢梦

莹、贵阳实验三中的杨昊。

拥有不同学校和性格的四个人，却

都有着一颗跳跃的灵魂。 去年 7 月，刚

满 16 岁的梅梦妮、卢梦莹、韩荣胜，就

自行报名参加了贵阳国际马拉松半马

比赛，当天正逢梅梦妮身体不适，几位

同学互相打气加油，梅梦妮在脚抽筋的

情况下坚持独立跑完比赛。 除跑步外，

平时三人还有骑车习惯，卢梦莹还长期

坚持练拳击，“我们三个明年夏天准备

环台湾岛骑行。 ” 梅梦妮笑着说。

组织发起活动， 是几个同学的最

爱，韩荣胜连续多年在校内外组织大型

COSPLAY 表演， 杨昊多次在校内组织

公益捐书活动。 梅梦妮今年新春时，将

自己两千余元压岁钱全部购买书籍，自

行捐献到农民工子弟学校。 卢梦莹连续

多年将家中衣物捐献到兴义某学校。 高

三毕业后，当一位同学提出想组织一场

捐书活动时， 立即得到其他同学响应。

“我们几个都是长期泡在图书馆长大

的，十分希望能将书本的力量分享给更

多的人。 ” 梅梦妮说道。

正是在这样一种想法支持下，他们

建立了“乐享书 2017” 这个微信平台，

通过联系各自的同学、校友等，共同举

办了这次捐书活动。“韩荣胜人在外地，

还熬夜做海报，卢梦莹生病，在医院吊

着输液瓶写推文，为了这次活动，真的

尽了最大努力。” 梅梦妮说，搭建微信平

台只是第一步，今后每年都要举行类似

活动， 号召更多人加入到公益行动中，

让更多人分享到这个世界的善意。

据悉，昨日的公益演出上，同学们

共收集到 597 本书，捐书活动时间将持

续到 7 月 31 日， 他们希望有意向的市

民自行前往集文里书店捐书。

本报记者 李雯文

捐书：点燃理想之火

“作为家长，应尽量不要给孩子贴不

利于成长的标签。 ” 陈昌海坦言，时下二

胎家庭越来越多，由于新生命的诞生，分

走了大人的不少精力，一段时间内，对于

大宝的关心、情绪的照顾有可能减少。当

正视这个问题后， 作为家长应该尽量呵

护好大宝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多关注

大宝的情绪， 并不意味着对于其无理要

求也一概满足，对其千依百顺。

陈昌海建议， 家长们应该在家里营

造一个温暖和谐的氛围。 让大宝参与到

二宝的日常照料上，让大宝感觉到，新成

员的降临，也有 TA�的一部分责任，也需

要 TA付出爱。 本报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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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爱说谎 家长该咋办

专家：要从孩子的谎话里听出真实的声音

“以前大女儿说话很正常，最近我发现她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先前说的随后问她，她的

讲法又变了。我感觉她学会了说谎话。” 近日，网友悠悠妈妈通过黔学堂邮箱对此问题进行

咨询。 就这一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才上幼儿园 就学会撒谎

家长忧心

“悠悠有点男娃娃性格，平时

行为举止都大大咧咧的。但我最近

发现，她经常会扭捏起来，刚才说

过的话，没过多久她自己又换了一

种说辞。 ” 据悠悠妈妈回忆，不久

前的一天，她去幼儿园接悠悠回家

的路上， 听悠悠略带自豪地说，由

于在班里表现优异，老师特别发给

她一本画画用的图册， 以示奖励。

作为妈妈， 当听到女儿被老师表

扬，还是有些欣喜，可没过几天，在

和女儿同班的家长聊天中，她无意

间获悉，那本所谓老师奖励给女儿

的图画册， 其实班里所有孩子都

有，仅是日常作业，并非奖品。

无独有偶，有一天，悠悠愁眉

苦脸地告诉她，在班里被一个男同

学欺负，她很难过。 为此，作为家

长，她差一点就去找幼儿园。 但凑

巧的是，她刚好和女儿所说的那个

男同学家长互相关注了微信。通过

翻看这位家长的微信， 她发现，女

儿所说的在幼儿园被欺负的那天，

这个男同学根本没有去幼儿园，而

是跟家长出门旅游了。

在察觉悠悠说谎后，她特意将

悠悠找到跟前，当再次问起这两件

事时，女儿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

语，跟之前所说的并不吻合。

“悠悠一天天长大，9 月份就

要上小学了，作为家长，我不明白

究竟是哪里出错了，为什么女儿要

说谎。 ”悠悠妈妈苦恼地说。

专家解读 要正确解读孩子的话

“这种行为我们不把它称之为

说谎， 而是不愿意说出事情的真

相。 ” 贵州海之源心理教育机构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昌海接受记

者采访时解释道：当一个人不愿意

说出事情的实情时，其背后肯定有

原因，作为父母，不应该过多地纠

结于孩子说了什么，而应该多关注

孩子没有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陈昌海表示， 就悠悠而言，告

诉妈妈自己在班里得到了老师的

肯定，获得奖品，其背后是希望妈

妈给予她赞许和表扬。

陈昌海猜测， 在这个家庭里，

悠悠通过这个行为，感觉应该获得

的表扬或赞许有缺失。如果当悠悠

在家庭中获得了足够多的表扬和

赞许后，她自然而然就不再需要虚

构获得别人的表扬了。

与此同时， 悠悠告诉妈妈，自

己在班里被男同学欺负，这件事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欺负” 这个概念，有很多

种解读，同学大声对她说话，有好

东西了不愿意分享等，是否都可以

解读成被欺负呢？

陈昌海表示，就“欺负” 而言，

家长应该先了解事件背后真正发

生了什么，不应该将孩子间正常的

冲突笼统地概括成孩子被欺负来

理解。如果孩子宣称受到了别的不

公平的对待， 那么家长应该反思，

平时对于孩子的支撑是不是偏弱。

二胎家庭 大娃情绪要呵护

20余名准大学生 举办捐书公益演出

现场：学霸讲学习经验

昨日的演出从一场心得分

享开始。 来自北师大贵阳附中的

高三毕业生徐翰章同学， 已经是

香港浸会大学的一名准大学生，

并获得该校罗嘉德奖学金。 常年

浸泡在书本中的他， 对于读书有

着自己的体会。

“读书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

让我更加坚强， 还能树立我的价

值观。 ” 许翰章说道，每当自己遇

到不顺心，特别想发脾气时，他就

会想到《冰与火之歌》中的人物，

珊莎，想到她经历的种种，就会鼓

励自己更加勇敢地面对困境。 这

次高考填报自愿， 他也是因为读

了三毛的小说，受到启发。 他十分

庆幸自己很早便确立了理想，而

不是被动等家长安排。

来自贵阳一中的学霸陈威

霖，以 623 分的高分，提前被复旦

大学医学院录取， 相对于中考分

数 593 而言， 他整整进步了三十

分， 在班上的排名也十分靠前。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合理分配

时间，一定不能熬夜学习。 ” 陈威

霖说道， 在中考完毕后他仍然没

有放松自己， 高一就投入到密集

学习中， 学习节奏上他十分讲究

张弛有度， 在经过一段紧张学习

后，微微放松身心，之后再投入新

一轮学习。 “在遇到一个新题目

时，我喜欢寻根问底，通过网络或

是书本寻找答案。 ” 陈威霖说道，

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习惯， 高考

试卷上的阅读材料他几乎都看

过，考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高潮：吹拉弹唱很热闹

“现实点吧，不要再埋头读书

了！ ” 一场针对读书的辩论式话

剧， 在贵州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

学查雨馨，贵阳实验三中王思霁、

花溪民中鄢姿和贵阳市第十二中

田婉妮的演出中拉开序幕。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 有的人

并未读书也可以轻松过上自己想

要的生活， 那么为何我们还是要

坚持努力读书呢？ 四位同学通过

这部《不想读书吗？对！》话剧，引

发众人的思考，是物质更重要？ 还

是精神更重要？ 精神与物质真的

是互相冲突吗？ 也许四位同学的

演技尚显稚嫩，但从剧本、台词到

走位，无一不是精心准备，他们用

自己微弱的力量感染着他人。

一首男女合唱 RAP《street�

to� book》则旗帜鲜明地说出自己

的主张：“耳边嗡嗡嗡嗡是蚊子的

声音，它在跟我说，去读书！” 这首

同学们自行创作的原创歌曲，插

入不少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段子，

用一种无厘头的方式， 告诉大家

一定要读书。 最后，演出在贵阳第

十二中学获得贵青杯大奖的乐团

演奏中落下帷幕。

除现场表演外， 其他同学也

一刻不闲，大家分工明确，整个活

动过程秩序井然。 当天， 不少家

长、 学生慕名而来， 有的带上书

籍， 想通过这个平台捐献给贫困

学校。

昨日，在贵阳市西河滨商业街集文里书店里，二十余位

高三毕业生举办了一场捐书的公益演出。 据了解，他们想将

书籍捐给贫困学校的学生，把这当成给自己的毕业礼物。

近日，2017 年度中国“好学

生” 英语大赛贵州赛区决赛在

贵阳举行，经过层层选拔，全省

共有 91名选手进入决赛。

本次大赛面向贵州省各个

学校的学生招募选手，同时也有

部分英语爱好者参与，预选赛有

近 400 人参与，经过预选赛的角

逐， 最终共有 91 名参赛选手进

入决赛。

比赛分为小低、小高两个组

别， 参赛选手通过自我推介、命

题演讲、抽单词编故事、即兴提

问几个环节进行，展现自己的想

象力和语言组织能力。经过精彩

比拼， 省府路小学的孙容之、甲

秀小学的张烜华分别获得本次

比赛小低、小高的一等奖。

本报记者 谢孟航

中国“好学生” 英语大赛

★教育资讯

91位选手

进入贵州总决赛

图为“好学生” 英语大

赛中， 一位小选手以特殊的

形式来展示

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南明区

教育局、南明区图书馆联合开展

“亲子共读 21 天” 活动， 借助

“21天效应” ， 鼓励父母为孩子

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引导孩子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此次活动分选书、 共读、授

奖、分享四个环节。 活动中，家长

与孩子共同选一本书为假期阅

读内容， 每天共同阅读半小时，

并通过发“朋友圈” 的形式“打

卡” ；坚持 21 天不间断“打卡”

即为挑战成功，挑战成功者可获

学校颁发“荣誉证书” 。 挑战成

功人数占全校总人数一半以上

的学校， 可获主办方颁发的奖

牌。 在分享环节，将由南明区教

育局、南明区图书馆共同举办亲

子阅读沙龙，邀请挑战成功的家

庭参与，并请专业人士现场进行

阅读指导，帮助家长为孩子制订

个性化书单，传播亲子共读的实

用方法。 赵松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南明区举办

亲子共读活动

一名小朋友与家长一起读书

◆相关链接

匹诺曹（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