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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千古情辣椒节吃辣大赛总决赛在三亚
千古情景区举行。 据悉， 参加决赛的部分参赛者
是全国各地预赛中决出的冠军， 此次一同登上吃
辣椒擂台， 展开角逐。 最终， 来自江苏的一参赛
者以1分钟时间吃掉34个朝天辣椒获得冠军。

点评： 过度食用辣椒会导致胃肠黏膜破坏，
特别严重时会导致胃肠出血等， 建议多听医嘱，
尽量不要进行吃辣比赛等不健康活动。

吃辣比拼
挑战者吃34个辣椒获冠军

12月18日， 西安理发师李浩和5个从事美发
的朋友， 开了一家慈善公益理发店， 对65岁以
上老人、 残疾人、 环卫工免费。 这家店1年要亏
损23万， 老人们纷纷求收费。 老板说暂不考虑，
可以用其他13家店的收入贴补这家门店， 想尽
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社会做贡献。

点评： 坚持必有收获， 善良终有好报！ 让爱
继续， 让温暖继续传递……

西安小伙开公益理发店
1年亏损23万仍坚持

■本期点评 博雅

12月24日 ， 西安一位消防员因着急出差 ，
穿着制服打了关师傅的出租车。 下车付费时， 关
师傅却坚持不收费， 一踩油门就离开了。 关师傅
表示， 消防战士都在危急的时刻为咱老百姓挺身
而出、 赴汤蹈火， 自己只是做了件小事， 也是暖
暖他们的心， 感谢他们。

点评： 点赞！ 更为的哥的友爱和善良感动！
这个冬天， 因为有你们， 而更加温暖。

近日， 浙江萧山一位大爷给75岁的老伴庆
生， 礼物居然是一车零食。 大爷听外孙说， 现在
的年轻人谈恋爱注重 “仪式感”， 在外孙的建议
下他准备了一车零食。 大爷说爱人辛苦了大半辈
子， 她永远是他心中的小姑娘。

点评： 希望老人永远幸福， 身体健康， 因为
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消防员打出租车
的哥给免单

期末考试不写卷子， 而是孩子们去 “超市”
买东西， 或者去 “医院” 扮演小患者。 看看孩子
能不能数对找零的钞票， 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
说清自己的病症……这样另类的考试思路， 让家
长们倍感欣喜。 笔者认为， 这才体现了小学低年
级教育的初衷。

又到了期末， 正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说大部
分课本上的内容已经学完， 最近老师们留的作业
多都是复习， 或者卷子改错。 我开始担心期末考
试， 忙不迭地又找来不少复习题目让孩子作为课
外练习， 期望孩子能考个 “脸上有光” 的成绩。
没想到， 孩子说： “今年期末考试不做卷子。”
那怎么考呢？ 通过孩子的描述， 我才知道原来学
校安排的考试是走进生活， 让孩子们学以致用。

去年一年级的孩子们考的是 “超市购物 ”。
“超市” 就在学校， 收银员都是老师扮演的。 孩
子们要根据清单， 拿对商品， 并根据商品价格算
出总价， 给对钞票并告知收银员正确的找零———
这就是数学考试！ 语文考试是在 “医院 ” 进行
的。 小病人都要回忆自己上次得病的症状， 表述
出自己是何时发烧的、 什么时候咳嗽、 是不是肚
子疼？ 老师们扮演的医生， 则是根据小病患的表
述和两人交流的过程， 来判断孩子的语言表达和
理解能力。 真的太有意思了！ 女儿对这样的期末
考试并不恐惧， 还颇有些期待， 她经常拉着我复
习认识人民币的各种币值。

作为家长， 我个人非常欣赏学校期末考试创
新的做法。 这样的考试方式让孩子们知道了学习
知识的目的， 让孩子们了解了自己学习后的成
长———你看数学是有用的， 它让你由什么都得依
靠家长， 变成了可以自己买东西的小超人； 您看
语文是有用的， 你能组织自己的语言， 能让其他
人很快明白你的意思。 知识， 让你强大起来、 自
立起来。 这样做也给酷爱习题的家长们一个提
醒———我们逼着孩子学习， 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
道不是让他们好好生活吗？

其实女儿上学以来， 作为家长， 笔者已经逐
渐感受到现在学校教育的变化。 首先， 是教材内
容更实用。 认表、 认识货币， 这些以前由家长来
教的生活常识走进了课本。 英语教学提前了， 更
重视口语和听力， 很多学校在小学阶段就有外教
口语课程。 第二， 孩子的身体素质更受重视。 体
育课的设置甚至多过语文数学， 学校还长期监控
孩子的视力情况。 第三， 学校更为重视学生心理
健康， 强调家校合作。 在女儿上学的这三个月，
笔者发现学校设有心理咨询师， 为有思想波动的
孩子做辅导。 校长在这个学期已经与一年级的
300多个家长全都见过了面， 学校的心理咨询师
还对家长进行培训， 培训内容是家长如何跟孩子
说话。

临近期末， 女儿却没有 “挑灯夜战” 攻战题
海。 她其实更紧张新年联欢会上， 她要表演的舞
蹈能不能跳好， 因为 “几乎每个小朋友都有节
目， 我不能太差。” 现在的孩子确实活得不轻松，
然而成长之路必然是艰辛的， 不轻松并不意外。
诚然， 社会对教育的诟病没有停止， 社会上有关
教育的弊端屡屡被披露。 然而作为家长， 我却感
受到了这些向好的改变 ， 希望我们的教育能
越来越好， 让孩子们用尽力气走的是一条更加
宽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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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买一车零食
为75岁老伴庆生

圆明园喜添
6只黑天鹅小宝宝

近日， 圆明园曲院风荷景区传来喜讯， 黑天
鹅家族又添新成员。 6只黑天鹅宝宝中2只出生
在21日， 4只出生在22日， 和 “冬至” 有着妙不
可言的缘分， 常年拍摄黑天鹅的摄影发烧友们给
它们取名为 “冬至”。

点评： 欢迎你们！ 祝宝宝们新年快乐， 平安
长大!

期末考试不做卷子
教改的路子终于走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