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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黄一丹

绿树环绕，芳草萋萋。 走在海南职
业政法学院的校园里，仿佛误入了一片
花园。 花草修剪得整整齐齐，路面打扫
得干净清爽，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垃圾。

环视一周，该校学院办公室主任梁
定旭颇有些得意， 将该校风趣地称作
“三无”校园———没有纸屑、没有烟头、
没有垃圾。

精品校园虽小却精致

“为了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生
活环境，我们一直致力于‘精品校园’
的打造，把‘争创海南环境一流院校’
作为目标。 ”该校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经
理张严介绍，目前校内共有 26 名环卫
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为 8 个小时，上班
期间，每位工人都要将自己负责的区域
进行全面清洁，“墙上的蜘蛛网， 犄角
旮旯里的纸屑、灰尘，都要处理干净，不
留一丝脏污痕迹。 ”

“领导重视校园环境，我们也不敢松
懈。 养成习惯后，看到一点不干净心里都
不舒服。 ”自 1995 年起就在该校工作
的环卫工人邢阿姨告诉记者，6 月 5 日
“世界环境日”那天，院领导不仅与后
勤人员展开座谈，还为他们送上了帽子
和防晒霜，并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善待工人， 追根究底是以学生为
本，舍得为学生投入。 据了解，近年来，
该校以推进 “校园环境改造工程”、
“放心食堂”等一系列提升和打造学院

“软实力”的服务工程为契机，不仅对
校内实训室、学生宿舍太阳能热水器系
统进行了建设、改造，还改善、优化了食
堂用餐环境和图书馆阅览条件。今年盛
夏来临之际，该校还在食堂和部分学生
宿舍安装了空调。

“还未等学生呼吁学校装空调，我
们就已经把工作做在了前头。 ”梁老师
表示， 只有凡事都为学生多想一点，先
做一点，才能培养出学生对学校的真正
归属感。

贴心关怀如家般温暖

“她接过我递给的 100 元钱，眼泪
就掉了下来。 ”回忆起一年前帮扶学生
的情景，学生处傅老师还深有触动。 他

帮扶的学生是一名来自甘肃的女孩。这
名学生在 2012 年放假后，为了挣学费
减轻家庭负担， 利用假期时间外出打
工，不幸遭受意外，全身大面积烧伤。原
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而女孩上大学
的计划也只得搁浅。

“学校得知情况后，特别为她保留
学籍，经过一年的治疗，她终于能够正
常入学。”傅老师回忆，因为烧伤还未痊
愈，无法长途乘坐火车，女孩为求学咬
牙买了机票来到学校时几乎身无分文，
“许多老师和我一样， 都或多或少地给
了她经济支持，还为她申请助学金和安
排图书馆的勤工俭学机会。 ”

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和她一样幸
运的学生还有很多———据统计 ，仅
2013年度， 学院奖助学金颁发总额就

高达 398 万元，获奖、受助及获得荣誉
称号的学生达 2152 人次，占在校学生
的 54%；42 名退役士兵及入伍学生得
到补偿学费共 54.56万元……

就业创业全程帮教扶

“目前的生源危机的确给高校带
来了生存压力，但这也是迫使我们自觉
增强高职教育改革的内驱力。 ”海南政
法职业学院院长吴杰所认为，如何能在
生源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对该校提出
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经过多年实践， 该校将解决学生就
业、创业问题的相关工作当成重中之重，
由校领导亲自带头跑就业， 加强与政府
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努力排除就业体
制障碍，千方百计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

“目前，我们在校内注册成立了产
学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在校外还建立了
75个实习就业基地。在省外，我们还建
立了实习就业基地 5个。 两年来，这些
省内外的实习就业基地共吸纳学院
1712 名学生就业。 ”谈到学生的就业
情况，手握自 2008 年至 2013 年以来，
该校连续六年被评为 “海南省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单位”的“成绩
单”， 该校招生就业办陈老师胸有成
竹，“从学院毕业的 2012 届、2013 届
学生 90%以上都考取了安防工程师资
格、会计职业资格、秘书职业资格、计算
机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等职业资格证
书，为他们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就业提供
了有力保障。 ”

■ 本报记者 黄能

“在班上，她就像一个小太阳，发光
发热。 ”在昌江中学初二（5）班班主任
胡健瑛眼里，班长关长珊“令人非常放
心”，她学习成绩优异，在同学中颇具威
信，像太阳般发出亮光，却不独善其身，
而是乐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帮助老师管理
班级事务， 热情帮助其他同学提高学习
成绩，促进整个班级共同进步，像太阳般
发出热量。

这个 “小太阳” 在日前揭晓的
2013-2014 学年度“海南省三好学生”
和“海南省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活动中
获得殊荣，赢得“海南省三好学生”的荣
誉称号。

“获奖当然很高兴，但更多的是一
种激励，增添动力，让自己在学习和管理
好班级事务方面做得更好。”今年 13岁
的零零后女生关长珊告诉记者。

发光的“小太阳”

“她非常好学，学习上不用老师担
心，也不用父母担心。 ”胡健瑛介绍，关
长珊成绩优异， 每次考试都能在年级名
列前茅， 上学期期末更是考出全年级第
一名的成绩。

关长珊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学习法宝，只是比较重视课前预习，通过
预习把需要重点关注的知识点找出来，
然后通过老师的讲解， 以及和同学们的
探讨来有效掌握这些知识点。 还有就是
注重将重要知识点归纳总结， 用个本子
记在一起。

“她在同学中挺有威信的，同学们
因为一些事情闹起来的时候，她喊一声，
都能把大家震住。 ”在同班同学何源看
来，关长珊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能管好
班级事务，是个很称职的班长。

“她乐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助老
师管理好班级事务。 ”胡健瑛介绍，从初
中入学开始，关长珊就一直担任班长，经
常主动向老师汇报班级的情况。 有一段
时间，学校流行起一款名为“三国杀”的
桌游，每次都是四五个学生一起玩，还有
好多学生围观。这让关长珊感到担心，生
怕同学们因此耽误学习， 她积极与班主
任沟通， 并召集其他班干部一起研究解
决办法。

关长珊还热情帮助一些学习成绩较
差的同学。 在她的带动下， 其他学习成
绩好的同学也纷纷参与到帮扶后进生的
行动中来。 从入学以来，初二（5）班月
月都是学校的文明班级， 每学期全班平
均成绩都是年级第一。

发热的“小太阳”

在同学们眼中，关长珊热情大方，虽
然一出口就能震得住大家， 但她不是
“女汉子”，相反，她很细心，经常让同学
们感到很温暖。

同学何传朝成绩不是很好， 有时也
比较调皮， 老师们对他一直感到有些头
疼。 但他却能听班长关长珊的话。 关长
珊跟他在小学就是同学，上初中后，经常
在学习上帮助何传朝。

“班上一些同学很用功，一般晚自
习之后都会留在教室继续学习。 ”关长
珊的老师说，学校晚上 8 时到 9 时半上
晚自习， 关长珊经常在 9 时半以后，留
在教室帮助何传朝学习， 有时候一直到
晚上 11时教室熄灯之后才离去。 很快，
在生活中两人也成了好朋友。

同学钟鹤莹至今还对关长珊的细心
和热情感到叹服。 有一段时间钟鹤莹因
为家里的事情，感到非常沮丧，心情比较
抑郁。 在众多同学包括自己的闺蜜也没
有发现的情况下，关长珊却发现了。一次
放学后， 关长珊主动等着钟鹤莹一起回
家，并且在路上讲一些笑话，采取旁敲侧
击的方式了解情况，开解钟鹤莹，让她慢
慢走出心情抑郁的阴影。

■ 本报记者 周元

英语专业的“男学霸”

6 月 11 日， 海南大学举行 2014
年“大学生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姚遥
和另外九名大学生受到表彰。

英语专业向来是“女多男少”，姚
遥是全班仅有的三名男生之一。 虽然
在语言学习方面， 女生比男生普遍有
优势， 但姚遥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成
为英语专业的“男学霸”。

他连续两年专业综合测评第一，
平均学习成绩绩点在 3.95 以上， 多次
参加全国的英语类竞赛并获奖， 同时
还以优异成绩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英
语专业四级、 剑桥商务英语中级等考
试。 在海大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李翠
霞的眼中， 身为团干的姚遥不仅成绩
突出，还全面发展，他积极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撰写调研报告，尤其是多次担
任国际赛会的英语志愿者， 并组织开
展义务支教、献血等志愿活动。

采访时， 记者无意看到了姚遥随
身携带的笔记本， 上面工工整整地手
抄着英语单词和句子。 “我马上大四
了，准备考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将来作
一名专业翻译或口译员。 ” 姚遥的梦
想，多少与他的英语志愿者经历有关。

英语志愿服务 488小时

2013 年 2 月，斯诺克海口世界公
开赛开赛。 接到学校选拔英语志愿者
的通知后，寒假还没完，姚遥从老家安

徽提前返校了。 通过面试后，姚遥成为
赛场上的引导员， 每天中午 12时赶到
赛场， 晚上要等比赛全部结束才能收
工，有时甚至夜里 11时多才回到学校。

从那以后， 姚遥先后在海南环岛
自行车赛、 博鳌世界青少年高峰论坛
暨博鳌世界青少年艺术节、 亚太经合
组织（APEC）副财长会议、世界基因
产业大会等大型赛会服务， 累计志愿
服务 488小时。

最让姚遥印象深刻的是，2013 年
10月， 他担任环岛自行车赛波兰队的

联络员，“整整 10 天，我与波兰队队员
朝夕相处，全程协调、沟通他们的吃、
住、行问题，了解他们的需求，尽力帮
助解决。 ”

队员住的房间临街太吵， 姚遥知
道后立即出门买来耳塞； 队员们想上
网和家人聊天， 他又帮大家买来手机
卡；队员要回国了，他又忙着为他们预
定返程的酒店和机票。

姚遥的贴心和敬业感动了波兰队
的队员们， 他们已经将姚遥当做队里
的一员。 临行前一晚，领队 Piotr 送给

姚遥一件波兰队的橙色队服，并约定下
次来海南参赛让他再“归队”。

做志愿者的时间长了，姚遥又开始
考虑一个新的问题：现在的英语志愿者
每次都是临时选拔，重复劳动、耗时费
力， 能否在全省建立一个英语志愿者
库，统一面试、收录，今后一有活动，直
接在库里挑选？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今后的国
际性赛会将越来越多。 我愿意作海南
的英语‘麦克风’，也希望英语志愿者
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姚遥说。

姚遥多次在省内举行的重大比赛和活动中当英语志愿者———

愿做海南的英语“麦克风”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打造精品校园、营造家庭氛围、提供多渠道就业服务

为了学生动真情

“小太阳”
关长珊

走近海南省优秀学生干部髶

海南环岛自行车赛、斯诺克海口世界公开赛、博鳌世界青少年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APEC）副财长会议……随着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不断推进，如今在海南举行的各类大型国际性会议或赛事越来越多。作为对外沟通的桥梁，英语志愿者的身影也越

来越多活跃在这些会场和赛场上，海南大学 2011 级英语专业学生姚遥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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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暑期马上就要到了， 记者日前走
访海口各大高校发现， 如今同学们之
间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 暑期实习去
哪儿？ 实习岗位怎么找？

实习岗位供不应求

“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每年到了五
六月份， 都会提供一些实习机会给在
校大学生，但往往都是供不应求，无法
满足在校大学生们的需求。 ”海口某
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林老师告诉记
者。

林老师说， 前几年都是将近毕业的

大四学生找实习单位的比较多， 但这两
年来，越来越多的低年级学生也希望获
得实习机会。 暑假成了很多大学生集中
实习的黄金时间。

“当前由于就业压力日趋加大，一
半左右有实习经历的学生第一次实习
都选择了大二暑假。 ”林老师说。

实习期短，报酬不高

大学生提前进入实习阶段却造成
了另一个问题， 由于实习生实习时间
普遍较短， 企业不愿在实习生身上投
入资源， 因此大多数实习生找到的工
作技术性不强，报酬不高。

“大部分公司要求实习期不要少

于 3 个月，甚至半年，目前我们只有 2
个月暑假， 只能找到一些酒店服务员
或者去企业流水线上工作的机会。 ”海
口某高校食品专业大三学生小王告诉
记者， 去年暑期他去一家槟榔加工厂
实习， 简单机械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接
触到很多行业的锻炼， 繁重的流水线
体力劳动一个月仅有 1200元。 据有关
招聘调查显示，46.5%的大学生的实习
期都少于两个月， 实习期为半年及以
上时间的仅为 27.6%。

海口在路上创业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负责人程川表示， 大一大二学生实
习期较短， 使得学生和用人单位均处
于尴尬境地。 对于实习生而言，很难在
短时间内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对于实

习单位而言，他们在实习生身上投入了
一定的资源，较短的实习期他们并不能
为公司创造一定的价值，而且实习生的
频繁流动也不利于工作的交接。

专家建议拓宽实习渠道

针对目前很多学生找不到实习岗
位的问题，程川建议，大学生应该试着拓
宽自己的实习渠道，不光要靠学校，也可
以通过师兄师姐找到实习机会。同时，实
习地点不应该只局限于家庭所在地或者
学校所在地， 还可以去机会较多的北上
广深等大城市寻找实习机会。 与此同时，
他建议大学生在找实习岗位时， 最好在
未来所希望从事的行业领域。

大学生暑期实习岗位少工资低
专家建议：应拓宽实习渠道，最好在未来所希望从事的行业实习

关长珊。 本报记者 黄能

孩子偷看成人网页怎么办
专家：父母要从正面和孩子讨论

有关性的问题

近日， 张先生无意中发现儿子浏览了成人网
站，这令张先生头痛不已。如何能让孩子不再浏览
成人网站，海南中学符老师认为，孩子偷看成人网
页的行为是不对， 但父母可以从正面和孩子讨论
有关性的问题，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
对的。

符老师说，其实面对孩子浏览成人网址，父母
一定要镇静，不能回避，更不能简单、粗暴地责怪
孩子。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对性的好奇非常正
常，而在现今社会中，要禁止孩子接触性信息几乎
不可能。 与其让孩子从自己的同伴或者成人网站
那里学到性的知识，还不如父母开明、坦然地同孩
子讨论有关性的话题，帮助孩子掌握性知识，并培
养孩子对性信息的分辨能力， 逐步引导孩子树立
正确的性道德观念。

符老师说，要想孩子信赖父母，父母就要放下
心理高度，和孩子保持心灵上的一致。父母可以诚
实坦白告诉孩子自己那时对性也有过同样的好奇
心。而对性有好奇心是很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不
必为此怀有罪恶感。 父母的坦诚可以让孩子向父
母打开自己的心扉。通常来说，孩子起初看到那些
网页时也会既害怕，又害羞，更会觉得很不舒服。
但孩子怕父母的责怪，不知道也不敢和父母交谈，
所以他们也有沉重的心理负担。 如果父母能够和
孩子坦诚地沟通，更容易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王黎刚）

中国农大校长
腾办公室做实验室

近日，中国农大校长柯炳生向记者证实，该校
所有校领导在西校区的办公室均已腾退，其中，他
本人的办公室已被用来作为植保楼实验室周转使
用。

校长信箱是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和校长、 职能
部门沟通问题的渠道之一。 6 月 11 日，该校农学
与生物技术学院卓同学给校长柯炳生留言称，听
闻朋友所在的实验室，已搬到西区主楼 702，“那
意味着校长您把自己的办公室贡献出来。”“作为
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农人， 我为农大有如此高风亮
节的领导，感到肃然起敬。 ”卓同学写道。

6 月 13 日，署名为“柯炳生”的回信显示，为
节俭办公，提高办公用房效率，自今年初起，所有
校领导均腾退了西区专用办公室，改为其他用途。

“这个是我本人的回复。 ”柯炳生说，该校共
有 11 名校领导，长期以来，每人均在东、西校区
各拥有一间办公室。 （新京报)

武大学霸情侣
同时考取美国名校

武汉大学一对学霸情侣毕业前同时被美国数
所知名大学录取。 近日，武大学子点赞称，相互激
励充满正能量。

这对学霸情侣是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
应届本科毕业生饶子健和袁定一。日前，饶子健先
后收到了康奈尔大学等 9 所美国名校的录取通
知， 袁定一也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等 6所美国名校
的录取通知。 两人决定同时选择在全美金融工程
专业排名第一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读研。 虽然卡内
基梅隆大学同时录取了两人， 但并不知道他们是
情侣。

这对学霸情侣也被人羡慕地称为 “神仙眷
侣”。“觉得他们两个人非常合拍，互相监督，生活
学习很有规律”、“两人只要没课就相约图书馆。
在周末和期末考试周的时候，如果想找他们俩，去
图书馆保准没错。 真心很羡慕他们，一起努力、一
起奋斗、一起向前”……这些都是身边同学对两
人的评价。 （武汉晚报）

周杰伦的《蜗牛》
“爬”进中小学教材

据悉， 语文新版教材小学一、 二年级和初中
一、二年级目前已经通过教育部验收。而此次语文
出版社最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 被曝出现较大
而有趣的变化，被相关修订者称之为“是脱胎换
骨的”。比如，一年级语文第一页是导学部分，《我
爱学语文》取代了原来的《我爱上学》；二年级上
学期第二课，歌曲《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教
材； 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居然收录了台湾歌手周
杰伦的歌曲《蜗牛》。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称， 现在语文教育最
大的问题就是假，“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是品
生课、 社会课、 自然课、 科学课， 但就不是语文
课。 ”呼吁“真语文”思路编教材。 语文出版社小
学语文部主任郑伟钟介绍，语文版小学一、二年级
语文教材修订，一是减少了篇目，四册教材共减少
15 篇，约占原课文总量的 10%；二是更新部分课
文，修订版教材新换了 29 篇课文，占全部课文的
25%。 新换的课文更注意文质兼美， 贴近儿童生
活，符合一、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利于学生
审美情趣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中青报）

J Y
热点扫描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学生在上课中。 海政供图

姚遥活跃在博鳌世界青少年高峰论坛暨博鳌世界青少年艺术节上。 海大供图

J Y
心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