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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特别报道——

学习是学生绕不开的话题，即便是
在暑假也是一样。其实，生活中处处都
是学习。长长的假期里，有一部分孩子
就是通过自学，获得了许多课本之外的
技能。

新学期开学就要升入二年级的洪祎
恩小朋友，暑假和爸爸一起玩起了显微
镜。总是喜欢问“为什么”的他，被夏天
的蚊子骚扰，由此想到“蚊子为什么喜欢
吸血”等问题。爸爸就引导他，好好利用

今年六一节的礼物——显微镜，自己观
察，寻找答案。于是，祎恩抓来蚊子，制
作成玻片标本，并在对光、观察等过程
中，学会了显微镜的操作方法，也找到了
自己想要的答案——“原来，蚊子的嘴巴

是一根吸管，所以它能从我们身上吸
血。”祎恩爸爸说，生活中有许多学问，思
考和探究是学习的最好方法，孩子在这
个假期找到了这一学习状态，这也是孩
子暑假最大的收获。

这个暑假，孩子们居然“解锁”了这么多新技能
琴棋书画类、家务劳动类、运动健身类、知识技能类……假期里学到的东西真不少！

■记者朱颖华

假期转眼就结束了，长
长的两个月里，孩子们的大
部分时间是用在了玩手机、
打游戏、做作业，还是用在了
锻炼身体、认识社会、学习技
能呢？

记者在朋友圈做了一个
小范围调查，发现孩子们的
暑假可不只是“玩”和“作业”
哦！大部分孩子在爸爸妈妈
的引导下，主动学习了书本
之外、课堂之外的东西，度过
了一个收获满满的假期。

开学在即，一起来盘点
一下这个暑假的收获吧，看
看孩子们都“解锁”了哪些新
技能！

一、《分析与思考》
黄奇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定价98元。
本书是黄奇帆教授在复旦大学关于中国

经济的讲座合集。12次讲座，根据主题分为
“宏观调控”“基础货币”“资本市场”“房地产
发展”“对外开放”“中美经贸”六个部分。此
外，本书还收录了黄奇帆教授回顾他亲身参
与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件的4
篇文章作为附录。书中所谈的都是改革开放
进入新时期以来的重点、热点问题，从现实出
发，运用经济学理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为
推进新时期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了深
入的思考。全书深入浅出，既有学理上的深
刻性，又有丰富的例证，表述生动，保持了演
讲的特色，富有吸引力，可读性强。

二、《洞见》
罗伯特·赖特著，北京联合出版社，定价

78元。
本书是美国进化心理学家、全球百位影

响力思想家之一的罗伯特·赖特多年研究与
实践所成，是一本通过进化心理学理论来印
证佛学观点，进而帮助人们发现更真实的自
我、收获人生大智慧的哲学类书籍。它将佛
学中的哲学思想和现代心理学、进化心理学、
现代脑科学等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相互印
证，洞见事物的真相，让人能够真正体验到世
界的本原之美。书中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
通过进化心理学的知识求证佛陀当初说的关
于人类的五大认知真相，所指出的问题与每
个个体生命息息相关，如：幸福感、爱情、友
情、性，以及抑郁、焦虑等情绪。

三、《逆流而上》
刘媛媛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定价48元。
本书是写给千万年轻人的成长激励之

书。作者不惧生活，始终向上，在逆境中活出
丰盛耀眼的自己。从寒门女孩到高分逆袭北
大，再到获得《超级演说家》全国总冠军，作者
将亲历、亲闻之事，把成长的困惑和生活的现
实、功利、残酷等拆开来给你看。书中有6篇
干货满满的方法论文章，分别附在每一章的
文末，让读者在收获激励的同时，学到制定目
标、规划时间、提高自控力等切实有效的方
法。当你在逆袭路上怀疑自己的坚持的时
候，你要相信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
是希望你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
的故事。

四、《怪诞故事集》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浙江文艺

出版社，定价45元。
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

尔丘克的最新小说集，由十个故事组成。从
现代的瑞士，到三百多年前的波兰；从中国的
寺庙，到想象中的未来……每个故事都诡异
且荒谬，很难猜到下一页将会发生什么，但在
怪诞之下又似乎潜藏着人类生活的蛛丝马
迹。小说集融合了民间传说、童话、科幻、宗
教故事等元素来观照波兰历史与人的生活。
本书同时收入了作者在瑞典学院领受诺贝尔
文学奖的演讲《温柔的讲述者》及授奖词。

五、《正常人》
（爱尔兰）萨莉·鲁尼著，上海译文出版

社，定价49.8元。
康奈尔和玛丽安在爱尔兰西部一个小镇

长大。在学校，康奈尔备受欢迎，玛丽安则被
视为怪人，独来独往。然而，一次令人怦然心
动的对话，改变了两人的关系和他们今后的
人生……人怎样才能改变另一个人，人如何
才能说出内心感受让别人真切感知？作者用
出色的心理描写和温柔细腻的文笔，探索微
妙的阶层关系，初恋的激情、脆弱与危机，家
庭关系和友谊复杂的纠缠，为当代小说注入
新生力量。

六、《清单，再见小肚腩》
清单编辑部，中信出版社，定价79元。
在越来越多人追求饮食健康、身材匀称、

减脂健身的大背景下，清单选择了一个较为
独特的切入点：想瘦下来但又不反弹，应该怎
么吃？全书共分三大内容板块：理论篇、实操
篇、工具箱，还附赠好物清单和减脂手账，将
营养学科普简化为容易理解的营养公式，再
从贴近实际生活情境的角度出发，给到操作
性很强的饮食建议和实践方法。

以上图书由萧山新华书店推荐
市心桥新华书店地址:市心南路86号（市

心桥头）
服务热线：82624222
网上书城：http：xiaoshan.zxhsd.com
以上图书市心桥新华书店均已面市

■记者 朱颖华

说起裘栋梁和项利军这对伙伴，萧
山十中的很多同学和老师都知道。在学
校，两人形影不离，既是同桌，也是好兄
弟。因为患有先天性肌无力症，项利军
日常的如厕、行走都需要有人帮助，高中
三年，裘栋梁就一直当项利军的“双腿”，
背他去上厕所，背他来回寝室。

这些天，两人都在家准备着高考后
的志愿填报。裘栋梁在考虑学校和专业
的同时，也为项利军的大学生活筹划起
来。他说，希望在大学找一个好兄弟照
顾项利军。

高中三年为患病同学当“双腿”

高一时，裘栋梁和项利军被分在同
一个班级。开学第一天，项利军坐着轮

椅在父亲的护送下走进教室。这一幕印
在裘栋梁眼里，让他心头一震，他决定帮
助这个行动不便的同学。他对项利军
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双腿！”在随后的
三年中，裘栋梁真的履行了这句承诺，成
了项利军的另一双腿。

裘栋梁主动承担起背项利军去上厕
所以及来回寝室的任务，还帮项利军整
理课桌、递送作业……每次上厕所，他都
在一旁守着，等项利军方便完，再耐心地
帮忙收拾、整理衣裤。

进入高二，因为选择的选考科目不
同，裘栋梁和项利军眼看就要被分到不
同的班。裘栋梁放不下自己的伙伴，在
征求了父母和老师的意见后，主动要求
改变选考科目。这样两人就又到了同一
个班级。

相处的日子越来越长，两人的默契
也越来越深，有时只需要一个眼神，裘栋

梁就能知道项利军想要做什么。

一个接一个同学加入帮忙队伍

裘栋梁热心照顾同学的事令人钦
佩，而项利军克服巨大困难坚持学习的
精神也令人感动。高中阶段，项利军的
成绩始终排在班级前三，裘栋梁的成绩
也长期维持在年级前列。两人的故事开
始影响身边的同学和老师们。

班主任李超专门把他们的座位安排
到了第一排，并召开了一次班会，号召大
家一起帮助项利军。

高三时教室搬到了五楼，当项利军
“双腿”的任务更加重了，班上的同学一
个接一个加入帮忙队伍。特别是班上的
男同学们，他们纷纷站出来，和裘栋梁一
起当起了项利军的“双腿”。

项利军非常感激同学们给予的帮

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是太幸运了，
他们用友谊驱走了我生命中的黑暗。”

希望有人在大学接下这一棒

今年高考，裘栋梁和项利军原本约
定要报考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但高
考成绩揭晓后，两人的分数不在一个批次。

想到不能再亲自照顾这个朝夕相伴
了整整三年的好兄弟，裘栋梁实在有点
不放心。记得有一次，项利军在教室里
突感胸痛气闷，难受地趴在桌子上不能
动弹，幸好他第一时间跑去通知班主任，
并和老师一起把项利军送到医院抢救。

裘栋梁说，如果没法和项利军继续
上同一个学校，他想在大学找一个好兄
弟帮忙照顾好项利军。他相信，大学里
也一定有和他们全班同学一样真诚帮助
项利军的人。

高中三年，他背着同学上下课；大学阶段，他想找人帮忙接力

裘栋梁：谁能在大学替我照顾好兄弟？

新书架

80后、90后的爸爸妈妈，对孩子素
质教育的重视，可以从给孩子选择兴趣
课这件事上看出来。身边80%以上的孩
子，都至少有一门作为特长来培养的兴
趣爱好，特别是琴棋书画类的，比如，钢
琴、古筝、架子鼓、围棋、书法、绘画等。
孩子们平时功课忙，到了暑假，不少家长
就会考虑给孩子“加课”“加项”，以期在

集中式训练中获得更快更好的提升。
南都小学105班丁妙妍小朋友的兴

趣爱好是阅读。她喜欢每天做完作业看
一会儿书，晚上睡前再看一会儿书。暑
假里，妙妍把坚持每天阅读定为自己的
小目标。除了在家看书，她还经常和妈
妈一起到新华书店去看书、找书。不知
不觉中，妙妍在这个暑假一共读了10多

本书，还创造了一项属于自己的小记录
——一口气读完一本“米小圈”。一心想
让孩子养成阅读好习惯的妙妍妈妈，开
心地说，这是妙妍在暑假成功“解锁”的
新技能哦！对于一个一年级小朋友来
说，一口气读完一本书可不是容易的事，
算得上是一个新的突破了。

信息港小学三年级的小喏同学，写

得一手工整美观的好字。她从一年级开
始练习硬笔书法，已经连续练了整整三
年。今年暑假，妈妈给小喏加报了一个
毛笔书法课程。从最基本的握笔、运笔，
再到笔画、字形，因为有一定的硬笔书法
功底，小喏练起毛笔来进步特别快、兴致
特别高。小喏说，她又找到了一件自己
喜欢的事。

生活中，不管男孩女孩，会干家务活
的孩子，肯定加分。因为，家务劳动也是
一种生存技能。

北干小学603班的干琳喆就是个爱
劳动的小暖男。暑假里，家里每天擦席
子这个活，他全包了；收拾碗筷、擦桌子、
倒垃圾这些活，他也会帮忙。正赶上家

里新房装修，妈妈在网上买了个鞋柜，爸
爸工作忙，一直没时间装，干琳喆就自告
奋勇地和妈妈一起动手。平日里就喜欢
玩乐高和动手实践的他，帮着妈妈看图
纸、找配件、搭木板，干得可认真了。只
是，因为第一次使用电动螺丝刀，用得不
太顺手。而且，电动螺丝刀转动速度快，

让他有些害怕。在看着妈妈操作了几次
后，他才掌握到使用窍门，开始跃跃欲
试。后来，安装过程变成了他装，妈妈给
他打下手。新鞋柜终于在他手中诞生
了，干琳喆自信满满地对妈妈说：“哈哈，
以后再要装个柜子什么的，就交给我吧，
保证完成任务。”

暑假期间，很多爸爸妈妈都有意识
地培养着孩子的劳动意识和做家务的技
能。二年级小朋友戴艺微在妈妈手把手
地指导下学习拖地；三年级的倪嘉源跟
着妈妈学会了包饺子；五年级的王麒沣
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快乐的暑假，总是少不了运动和健
身。坚持体育运动，不仅能增强体质，还
能磨炼意志品质；而且，也有利于在开学
后以最棒的状态投入崭新的学习生活。
因此，趁着暑假，不少爸爸妈妈把孩子们
的运动计划安排了起来。

新学期即将进入所前二小成为一名

小学生的瞿骏逸小朋友，暑假里和爸爸
一起在游泳馆学习游泳。有课的时候，
瞿骏逸每次都准时到课，一课不落。一
期课程下来，他掌握了蛙泳的动作要领，
还能分次完成25米长的泳程。最后一
节课，在教练和爸爸的保护下，骏逸已经
能在深水区独立游动了，成功完成了初

步入门的预定目标。
北干小学504班的单修齐同学，平

时就喜欢运动，打篮球、爬山、远足，一直
是他和爸爸妈妈坚持的运动健身方式。
今年暑假，他希望来一次有意义的远程
骑行，考验一下自己的体力和耐力。于
是，7月的一天，他和爸爸妈妈，一人一

辆单车，环千岛湖骑行。整整一个多小
时里，环湖路面地势高低起落，有的地方
上坡难度特别大，妈妈都忍不住下车推
行了，而修齐却毫不放弃，坚持自己骑行
通过。“运动的精神在于坚持不懈。”妈妈
说，她相信修齐通过暑假这次单车骑行，
已经在身体和精神上获得了新的提升。

琴棋书画类 兴趣爱好一样都不落

家务劳动类 会干活的孩子更加分

运动健身类 锻炼好身体磨炼好品质

知识技能类 思考和探究是学习的最好方法

北干小学504班的单修齐完成了千岛湖骑行

六年级的干琳喆学会了装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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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二年级的洪祎恩
学会了用显微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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