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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说“学问之道，求其放心”，
放心，就是失去的心，散漫放纵的心，把那失去
的散漫的心找回来即是学问之道。开学在即，
家长们应该协助孩子找回学习的状态。毕竟
寒假因为走亲访友，吃吃喝喝，或者到处旅游，
作息时间和学习的状态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提前把孩子的状态找回来可以让孩子快速地
适应新学期生活，在学习时更从容。按孟子的
观点，必须把心找回来才能作主体思考，专注
而有恒地学习，才能融会贯通。那么，我们该
如何帮助孩子找回学习状态呢？

先要调整生物钟，引导孩子恢复学习状态。
开学之初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精神状态不佳
的情况。首先，要引导孩子，尤其是低学龄孩子，
制订一个和学校学习生活接近的作息时间表，什
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尽快调整过来。其
次，要注意饮食调理，不要吃得太油腻，多吃富含
维生素的食物。再有，可以让孩子教一家人学习
体育课上的动作。体育运动一举多得，既可巩固
孩子的体育技能，又能增进家人健康；既能增进家
人感情，又能督促孩子养成好习惯；既能使陪伴更
有趣，又能让孩子找到自信。

其次协助学生收心，及时察觉孩子情绪状
况。因为假期中的孩子，没有学习压力，也没
有同学比较，心态整体上较为松弛。有的学校
可能有开学考，一下子把大家带到相对紧张阶
段，如果这两种状态之间有一个过渡转换，那
孩子适应会快一点，好一点。其实开学时班主
任也会循序渐进，增强孩子的适应能力，当然，
家校共育的效果会更好。特别要指出的是，如
果孩子开学前突然出现心慌意乱、浑身疲劳、

注意力难集中、失眠多梦等情况，家长要及时
和班主任与科任老师沟通，做好孩子的鼓励、
支持工作。家长感觉情况严重的，最好让孩子
去玩玩心理沙盘，借重心理专业力量干预，当
然一切要在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

最好与孩子一同总结寒假生活，增加假期
的附加值。总结假期精彩瞬间的过程，也是一
个提高自己、整理思维的过程。尤其是有外出
旅行见闻的，可以让孩子做一个PPT，把图片、
心得梳理一遍，最好鼓励孩子到学校后争取在
课前演讲或者语文课上分享一下。这样既有
利于培养孩子的思维品质、动手能力、表达能
力，也有利于同学深入了解和认识他（她），促
进孩子和其他同学人际互动。

还要想方设法，艺术地提醒孩子做好开学准
备。比如鼓励孩子用专项压岁钱购买文具。购
买各种书、笔、笔袋、橡皮、尺子等工具，可以让孩
子学会理财，学会合理开支，学会选择适合自己的
书籍（如参考出版社的名气、作者知名度、畅销排
行榜、教育专家推荐），培养读书兴趣。

总之，只要做到以上几点，相信您的孩子
在新学期会有更上佳的表现。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在砂纸反复打磨下，有点锈迹的
螺帽焕然一新。然后学着采气工曾涛
师傅的模样，用刀锯片把装在小罐里
的密封脂均匀地涂抹到螺帽内腔，然
后熟练地旋拧到光洁的丝杆上。验收
时，张班长满脸皱纹一下舒展开来，连
声说：“可以，完全可以。”

恍惚间，我像回到30年前，一如
戴上铝盔初上钻台的模样。

山野中飘荡着翠绿和清新，身上的
红工衣成为最耀眼的颜色。2月13日，
大假刚过，余温犹存。根据西南油气田
重庆气矿的工作部署，我和新闻中心两
位同仁便踏上万州作业区高峰场中心
站的路途，开启5天的驻站体验。

作为国内最早的天然气工业基
地，西南油气田公司大部分气田处于
开发的中后期。提高采收率，让国家
的重要能源颗粒归仓，是气田开发大
军永远追逐的梦想。

纸上得来终觉浅，深知此事要躬
行。

5天时间，我们跟随中心站员工一
起资料录取，设备维护，隐患排查，液
体加注。

5天时间，我们和中心站员工在食
堂“打平伙”，一起大跳“海草舞”。

5天时间，我们可以喊上“胖妹”
“熊猫”“张十八”的绰号，随意开上善
意的玩笑，然后一起站在宿舍间的院
坝开怀大笑。

奉献精神是什么？工匠精神是什
么？石油精神是什么？短短几天，这
个答案的轮廓越来越清晰。

和同事们在站上过春节，张班长
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头了。春节，是
镶嵌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浓重的乡
愁。而这样的乡愁，留在站上过春节
最多的记忆，就是被称为“张十八”的
张永树班长招牌式的笑容。

其实，张班长不仅自己有名，而且带
的徒弟也鼎鼎有名。集团公司技能竞赛
金牌获得者、万州作业区大猫坪中心站
的站长赵雷就是张班长嫡传的徒弟。

“张十八”招牌式的笑容感染许多
人，一起驻站体验的新闻中心新媒体
编辑小游连说，要做几个表情包，放在
微信公众号里使用。

“胖妹”其实一点都不胖，面对摄
像记者李成勇的采访镜头，“胖妹”胡
丽娟憧憬的新年愿望是“减肥一定要
成功，因为大家都喊我胖妹”。“熊猫”
真的很可爱，在设备维护保养时，随便
喊一声“熊猫”，熊维鑫就会拎着油漆
桶满场跑动。拖着鼻涕的儿子“小熊
猫”在春节来站上陪自己过年，“熊猫”
觉得很幸福，在院坝里看“小熊猫”逗

“呆呆”，成为他一天最惬意的时候。
没有感天动地，没有豪言壮语，就

这样坚守自己的平凡，固守着自己的
平淡，但是一点也没有丝毫的平庸。

“把有意义的工作当成有意思的生
活”，老吴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老吴
是吴善成，是高峰场中心站两名班长中
的一名，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万州
甘宁镇的人。老吴告诉我，大高峰是万
州作业区和其所管辖气田的代名词。
大高峰管理法的“九言真经”“九得宝
典”“全身工作法”，老吴如数家珍。

老吴说，现在作业区创新了很多
科学的管理方式，不断催生了管理效
益，万州作业区要建设国内高含硫气
田开放的标杆，不学习不创新，就要

“幺鸭子”，走到街上都莫得脸面给乡
里乡邻打招呼。

锁好峰11井的大门，站上指派给
我的师傅曾涛有些神情落寞，郁郁寡
欢。峰11井是一口无人值守井，曾涛
手机里还存留着过去峰11井高产时
的盛况。曾涛说，现在高峰场中心站
每天产量十二三万方，过去高峰场的
高峰期间日产一百多万方，至少七八
十万方。——“衰减得太快，才10年
的时间”曾涛的语音里透满了担忧和
难受。“不过，矿里和作业区想了很多
先进的办法，想尽千方百计让这些气
井榨干吃尽，提高产量。”

短短几天，每个人用最纯粹方式
诠释了他们最直观的认知和理解。

沾着泥土，带着露珠，不仅成为我们
的聚焦点，也成就了我们永远的起点。

在值班室，我们录制每个当班人
员的“值班心愿”，写了开场白，并一字
一句地念给他们。我看见无数双晶亮
的眼睛星光点点……

（作者单位：重庆石油新闻中心）

草地已准备好了
只等待它们美丽的羊群
花丛已准备好了
只等待
幸福的蝴蝶
甜蜜的蜜蜂

一个个冒出地面的竹笋
像一个个音阶
只等春风
来弹琴

一些词语开始复活

比如阳光明媚、杨柳依依……
一些词语开始生长
比如绿草如茵、姹紫嫣红……

在江南水乡
我看见一只燕子
它衔着自己的影子
在水面轻轻划过
水安静得
不敢有一丝涟漪

此时，天空是水做的
白云是水做的
小拱桥是水做的
民居是水做的

连在花香里传来的古琴声
也是水做的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春天来临
（外一首）

杨平

艳阳，花林。一切太过完美。脑子里突然
涌出“华枝春满”的诗句，此刻，没有其它的言辞
比它更贴切。带着一颗在春阳里逐渐轻盈的
心，我品味着眼前这场春天的盛宴，色味俱佳。
满山满坡雪白的梨花，一改倒春寒的瑟缩与清
冷，敞开满怀，盛妆以待。

虽年年看花，却多少年没在一个最适宜的
时候，去细细赏玩开到极致的梨花。今年，没早
一天，没晚一步，我们倾心相遇。缘份，自然是
可遇不可求。

怎能拒绝上天给予的机会？于是，挎上相
机，舍近求远，弃热闹线路直奔清幽小径而去。

大多数人聚集在公路附近的山头上，远离
公路的这几匹山竟然空寂无人。隐隐有游人的
嘻闹传来，和着几声鸟鸣，更显寂静。仰望，一
坡梨花独自开合，植株不算高大挺拔，但虬枝穿
绕，柔韧有力，倒也潇洒自如。衬着背后湛蓝清
润的天空，别具一番风姿。因此在镜头里的它
们，更多了一丝飘逸的味道。

我运用微距模式，适当拉开距离，将镜头聚
焦于一簇开得正灿的花朵上，立刻，背景被虚化
成一片黄色的云雾。那是花朵旁一些黄色的嫩
叶。梨树的叶刚长出时，像小小的婴儿卷曲着
身子，有的显暗红、有的呈现深黄，过几天，才脱
胎换骨变成绿色。前几年来晚了，大多时候，梨
树的叶已经全长出来，绿叶配白花，远看花朵不
够洁净，很是遗憾。但此时的拍摄，倒需要这样
纯粹的绿来衬托，以凸显花朵的清新色彩。逡
巡半天，才在一株树干上找到几片淡绿的叶
子。费了一番周折，一张脱俗的梨花图终于大

功告成。
视图里，梨花花瓣洁白无瑕，浮于浅绿的光

雾中，几乎可以触摸到它娇嫩的质感。点点粉
红的花蕊坠坠立于其中，如清雅素装的美人，正
当年华，一素压群芳。有缕缕暗香袭来。

在梨花林里钻来钻去，看这朵美，那朵也
靓，姿态各异，在热烈的光线下灿然共舞，没有
丝毫疲乏之态，它们随着你步伐的游移，齐齐朝
你的眼底奔来，看久了眼睛发花。真想把它们
全部的美收入镜头中。可无论怎样，取景框里
都是一片杂乱。

身上暖暖的。才觉正午的阳光直直地射
下，远处的天空却显出一片深邃的幽蓝。摄家
谓光线太过是拍摄大忌。但此刻的天空明丽的
色彩明显弥补了这个缺憾。可见得与失，并非
那么绝对。我选定一枝株形优美的梨树，蹲下
从低处仰拍。成簇的梨花紧实地压在枝头，背
景中雪团状的云朵悠游于蓝色天际，虽留大片
空白，视线却无限开阔，花朵的清雅与空间的静
谧跃然片中。艺术需要适当的留白，此言非
虚。只是有时心绪太满，思维浮躁，总想抓住太
多，却遗漏了最原初也是最适宜的构建模式。

有了这样的构思作指导，此后，天空的蓝色
便屡屡出现于片中，也更多地使用了广角端拍
摄远景。没想到效果还好。或一片花树临水照
影，或一坡梨花寂寂立于山冈，或疏枝斜挂于水
田上方作为前景……在这些构图中，寥远的天
空都成为最美的点缀。

边走边拍，来到桃花山。山上的桃花已濒
临凋谢，但娇艳的色彩并未全褪。只见一团红
云飘在雪白的花海之中，再配上蓝蓝的天空，绿
绿的草地，春天的轻快与透明感油然而生。咔
嚓、咔嚓，只听得相机不停地发出动听的音响，
记录下每一瞬生动的记忆。

照片需要留白，心灵何尝不是如此？在春
天的节奏里，在群鸟的吟唱和花儿的拔节里，让
心灵过滤掉那些尘世的杂质，自由畅快地呼吸。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统战部）

照片需要留白，心灵何尝不是如此？在春天的节
奏里，在群鸟的吟唱和花儿的拔节里，让心灵过滤掉那
些尘世的杂质，自由畅快地呼吸。

摄在香雪海

生/ 活/ 随/ 笔

开学时班主任也会循序渐进，增强孩子的适应能力，
当然，家校共育的效果会更好。

寒假归来求“放心”
付新民

风/ 过/ 耳

在值班室，我们录制每个当班人员的“值
班心愿”，写了开场白，并一字一句地念给他
们。我看见无数双晶亮的眼睛星光点点……

驻站 刘渝强

城/ 市/ 漫/ 记

诗/ 绪/ 纷/ 飞

戴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