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觫觳
义：因恐惧而发抖。

hú sù

蹄奎
义：两条大腿之间的空
间，比喻狭小的地方。

kuí tí

喋唼
义：成群的鱼、水鸟等
吃东西的声音。

shà zhá

财务会计专业就业对口率最高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财务会计专业的毕业生
从事的前5大岗位是财务/审计/税务、销售业务、
行政/后勤/文秘、金融/证券/期货/投资、客户服
务/售前/售后/技术支持。其中，从事财务/审计/
税务工作的比例达到64.17%，也即六成财务会计
专业的职场人士选择了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工作。
财务会计专业就业对口率是所有专业中最高的。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就业对口率最低

数据显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职场人士从
事的前5大岗位是销售业务、电子/电气/半导体/
仪器仪表、行政/后勤/文秘、客户服务/售前/售
后/技术支持、计算机软件/系统集成。其中，从事
电子/电气/半导体/仪器仪表工作的比例仅为
8.93%，而从事销售业务的比例最高，达到
30.88%。不过，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从事
对口专业，月薪大幅度提升比财务类要早3年，工
作年限积累5年时，月薪就会有较大涨幅。

环境科学/环保岗位薪酬高

数据显示，环境工程专业的职场人士从事的前5
大岗位是销售业务、环境科学/环保、行政/后勤/文
秘、建筑装修/市政建设、人力资源。其中，环境科
学/环保和建筑装修/市政建设两个岗位与环境工
程专业相对比较对口，从事这两个岗位的环境工
程专业职场人士的比例分别为16.67%、6.67%。

工程机械岗位薪酬涨幅大

数据显示，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职场人
士从事的前5大岗位是工程机械、销售业务、房地
产开发/经纪/中介、技工、教育/培训。从工程机
械岗位的平均月薪来看，工作年限越长，平均月薪
越高。当工作年限积累至5年时，月薪会有较大
幅度的提升。

计算机专业平均月薪7000多元

数据显示，计算机专业的职场人士从事的前

5大岗位是销售业务、行政/后勤/文秘、计算机软

件/系统集成、互联网/电子商务/网游、客户服务/
售前/售后。其中，计算机软件/系统集成和互联
网/电子商务/网游比例分别为6.92%、6.64%。销
售、行政这两大岗位占比过半。

金融岗位月薪最高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金融专业的职场人士从
事的前5大岗位是销售业务、财务/审计/税务、行
政/后勤/文秘、金融/证券/期货/投资、保险。其
中，财务/审计/税务、金融/证券/期货/投资、保险
这三个岗位与金融专业相对比较对口，从事这三
个岗位的金融专业职场人士的比例分别为
25.30%、25.30%、4.82%，而从事销售业务的比例
最高，达到27.30%。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从金融/证券/期货/投资
岗位的平均月薪来看，工作年限每增加2年，平均
月薪都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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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昌波

“莨菪白醭”、“覗察”、“嬖臣荀
彧”……在不少成年人眼里，这些汉字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然而，这些词语
却被一群初二的学生成功书写。

近日，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赛在
北京举行，掀起了一场汉字听写的热
潮。由海南中学的5名同学组成的代表
队，代表海南省出征大赛。在比赛中，
选手们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不俗的成
绩。

3个月翻烂《现代汉语词典》

据了解，自去年12月，海南中学接
受代表海南出征中国汉字听写大赛以
来，为选出高水平的学生选手，海南中
学在初二年级学生中进行了海选，并进
行了3个月左右的培训及初赛、复赛、
决赛三轮淘汰。最终，综合学生的成绩
排位，谢智愚、刘雨欣、吕浩宇、曾渲棋、
周津羽、王卓等6名同学胜出，组成海
南中学代表队。

“时间很紧，从接到任务到组成队
伍参加比赛，仅仅只有3个月的培训时
间。”海南中学初中部语文科组教师吴
昱是教练组的一员，全程参与了选手词
库训练。“选手们要记下1700页的《现
代汉语词典》，超过十万个词条。”

那么如此短的时间里，选手们是如
何记住大量词汇的呢？

“无捷径可走，唯有实实在在地书
写和记忆。”培训期间，选手们把1700

多页的《现代汉语词典》看了无数遍。
“字典都快被我们翻烂了”，选手们异口
同声地说。

为了在短时间内牢记如此之多的
汉字，选手们发明了适合自己的记忆方
法：刘雨欣喜欢通过文学名著来加强字
词记忆，吕浩宇喜欢将字词归类，将地
名、动植物、服装等各自区分来记，而曾
渲棋则倾向联想记忆方法，“比如我要
记住‘煤炱’，我就想到班上有个同学肤
色很黑，叫他‘煤炱’。”

赛场上的一次次感动

吴昱告诉记者，来到北京后，在赛
前采访中，我们的队员朝气蓬勃的精神
风貌以及有礼有节的言论举止给选手
组导演留下了深刻印象。

“选手组导演对选手进行了长达四
五个小时的采访，评价说，海南中学代
表队的孩子们天真活泼，敢于表达，擅
长交流，是一支富有童心和热情的代表
队。”吴昱说，“于我而言，我看到的更多
是感动。”

在个人晋级赛中，刘雨欣虽然感
冒发烧，但依然带病上场，和其他32
支代表队选手同台竞技中，表现突出，
在三轮鏖战中击败三分之二的选手，
虽无缘总决赛，但她镇定、智慧的表现
受到大家一致称赞，纷纷竖起大拇指：

“带病撑到现在，太不容易了，虽败犹
荣。”

谢智愚是公开赛的第一名，在复赛
中被一个词语难住，没有机会再走下

去。但他离开前，将自己精心准备许久
的成语、释义等资料全部交给了有机会
参加复活赛的刘雨欣。“这是我收集整
理的资料，我没有完成使命，希望能帮
队友走得更远。”

“他们将比赛看作使命，没能走下
去，他们很难过，可是他们最后都选择
鼓励支持剩下的队友，带着他们的梦想
走下去，让人感动。”吴昱说。

领略汉字博大精深

“对于自己在场上的表现并没有过
多的遗憾。但那些不会写的词，提醒了
我要更加注重祖国的汉字，注重祖国的
文化，要更加注重对祖国文化的学习，
不能让祖国文化的传承带就在自己这
一代断裂。”比赛结束后，刘雨欣写下这
样一段话。

近年来，国人对汉字传承的危机
感日益明显，在这个数码时代，一旦离
开电脑，桌上一张纸，手里一支笔，要
想完完整整地正确书写汉字，绝非易
事。

周津羽也表示，近年来，“提笔忘
字”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汉字听写大
赛让很多人重新认识方方正正的汉字
的内涵和传承。“经过集中培训，我们约
掌握六七千个词汇，识字量过万，但对
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字来说，不
过沧海一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海
无涯，以乐作舟，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真
正地系统地学习汉字，这笔宝贵财富将
使我受益终生。”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王姬姮

刚刚接到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
大赛组委会的通知，被邀请8月到北京
大学参加现场作文大赛总决赛，这让年
仅12岁的刚从海师附小毕业的黄文捷
颇为忐忑。这位长相清秀、略带羞涩的
女孩，文笔可不一般，截至目前，已公开
发表作品百余篇，是同学心目中名副其
实的写作小能手。

记者一走进黄文捷的家，就看到桌
子上摆着一本又大又厚的作品集，里面
满满的都是黄文捷被刊登出来的优秀
作品，数量多达近百篇。在动物小说大
王沈石溪主编的《帮作文》、杨红樱主编
的《马小跳》杂志以及《中国少年文摘》
等知名刊物上，她的许多作品都占据着
一席之地。

“皎洁的月光把珍珠般的露珠映
得银光闪闪，晶莹透亮；塘边柳丝在风
中摇曳，宛若碧波荡漾，似青蛇曼舞，
又像一位迷人的少女穿着青绿色的连
衣裙，在对着明镜腼腆地梳妆打扮。”
这段画面感和色彩美兼具的文字，正
是出自写作小能手黄文捷之笔。

整洁的客厅里，摆放一台擦拭得透
亮的钢琴。钢琴顶上，赫然摆放着第九
届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金奖的证
书，凭借《晚霞》一文，她收获了这一最

令她骄傲的大奖。
采访中，黄文捷略显拘谨，但一旦

聊起写作，她便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
“写作是我最大的兴趣。无论什么时
候，一旦有了灵感，我都会马上把它写
下来。”除了中文作品，她的英文佳作也
毫不逊色，经常被刊登在《英语学习
报》、《中国少年英语报》、《学习周报》等
英文报纸上。

“外公对我影响很大。”黄文捷告诉
记者。一直坐在沙发上少有言语的外
公，是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教授，
正是从小受其影响，黄文捷在很小的时
候就爱上了阅读。除此之外，黄文捷的
父亲也会经常带她到图书馆去阅读书籍。

如今，黄文捷的博客在新浪上已经
颇有人气，访问量达到六万多次。不少
文学刊物的编辑还到博客上向她约稿。

年仅12岁已发表作品百余篇，将赴京参加全
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

订单班里，每年数百名定向培养、
专业技能对口的学生源源不断地进入
合作培养企业就业；开设在企业岗位上
的课堂、实战经验丰富的授课老师，正
在“生产”出更多动手能力突出的学子；
知名企业的设计师、工程师、会计师、动
画师等岗位上，忙碌着的是海南软件职
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

连续6年被评为海南省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单位、近3年毕业
生年底就业率均为92%以上、社会用人
单位对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满意率和工
作称职率均在90%以上、2013年底学
院被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推荐参加
全国就业典型经验50强高校评选，海
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海软学
院）打出了一手就业好牌。

政策推动活就业

海软学院毕业生就业前景开阔，
动力十足，源自高等职业教育的优越
发展环境。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国务院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构建以就业
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调要
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
系中的重要位置，让职业教育为国家和
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未来几年，海南对机械制造与控
制、电子操控、通讯工程、软件开发、旅游
管理等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持续加大。
随着海南产业结构优化和国际旅游岛
建设的深化，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是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3年5月30日，省委书记罗保
铭就本报“海南大力发展中职教育纪
实”系列报道作出长篇批示，批示指出，
海南的职业教育大有用武之地，仍需政
府保持投入，提高办学质量水平，社会
各界大力支持，使之越办越好。

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全力推动，
为职业教育创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也
为海软学院赢得市场、服务社会提供了
内生动力。

创新培养帮就业

“从2005年我院寻求校企合作办

学之路开始，到现在动漫设计与制作专
业成功探索校企一体化办学模式，用了
8年时间。”海软学院教务处处长李维
涛称，以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为实践范
例，从“引进企业培训机制”、到“工作室
制”、再到“订单式”及“校企一体化”的
合作办学模式，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
取得新突破，与58家企业进行了深度
合作，企业参与教学的专业比例数达到
84.4%。

据李维涛介绍，动漫设计与制作专
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包括项目引
领的模块化教学和适应企业需要的“工
学结合”的人才培养两个方面。

“这里要注意，应该改一下。”课堂
上，黑龙江牡大动画有限公司派出的讲
师赵宝春正按公司与海软学院签订的
协议对学生进行项目化教学。牡大动
画有限公司引进央视动画项目，根据项
目创作的岗位要求，在校内实行模块化
教学。学生根据岗位需要，进入合作企
业参与岗位培训并进行相应的项目制
作。项目制作完成之后，学生又可以回
到课堂进行学习，保证了知识的不断更
新，人才水平的不断提高。

“课堂学习与工作实践完全不同。”
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的钟铿锐，在英立
科技游戏美工订单班学习近7个月，他
感慨这是他成长最快、感触最深的一段
学习。

各种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
加速了海软学院人才的培养，增加了毕
业生就业自信。

创业扶持促就业

“创业2个月，营业额大概1万 5
吧。”琼海低调网络科技中心创始人林
乃贵今年毕业于海软学院，今年4月实
习结束后返校创业，进驻大学生创业中
心，组建了一支12人的团队，创业开办
了小公司。

开设就业指导必修课、创业教育
选修课，组织每年一届的大学生创业
大赛，每年都请海南省创业培训师针
对创业学生进行 SYB创业培训……
为强化大学生对自主创业重大意义的
认识，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
神，海软学院开展了一系列的创业教

育活动。
不仅是教学指导，海软学院还全力

搭建创业实践平台，发挥好孵化作用。
2009年12月，学院投资近50万元建立
了约300多平方米的大学生创业中心，
可供10个团队创业使用。2013年 3
月，又在澄迈生态软件园产学研基地建
立了近300平方米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可供十多个团队创业使用。

“现在参与创业的学生虽不太多，
但已经带动了一定数量大学生实习就
业，这是我院就业新的渠道。”海软学院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符载冠介绍，目前，
海软学院创业中心的8个创业团队已
为60名在校生和毕业生提供了实习或
工作岗位。

鼓励参赛保就业

“我要从这里起步，在这里展翅翱
翔！”站在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领奖台上，海软学院学子林永生意气
风发，获得该赛事动漫赛项高职组一等
奖的他还没毕业，就已经身价倍增，就
业无忧，成为抢手人才。

近3年来，海软学院学子多次斩获
省内外各项赛事大奖，学生400多人
次共获得100多项省级及以上奖项，
其中，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动漫赛项一等奖、高教社杯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专科组一、二等
奖、“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
赛二等奖、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
大赛二等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高职高专组）二等奖、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三等奖等多项国家
级奖项。

“我们鼓励并全力组织、支持学生
参加各项比赛。”李维涛介绍，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之于职业教育，就像
高考之于基础教育的关系，是对职业
院校学生专业技能的公平检验。通过
技能大赛，将竞赛内容、技术规范、评
价标准融入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和评
价，在真实企业项目、真实工作内容、
真实环境中，进行岗位实践技能训练，
从而培养学生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
就业创业能力。

（蔡倩 赵优）

适应形势、创新培养、扶持创业、鼓励参赛

海软学院打出就业好牌

毕业季·求职季：

哪些专业职场
“钱景”好？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很多要在7月份上岗工作
了。他们的工作平均薪酬如何呢？智联招聘根据
自身庞大的简历数据库，分析了不同专业的职场
人士所从事的岗位需求及薪酬情况，希望这些数
据能够帮助应届大学毕业生更好地择业。

随着暑假来临，各卫视相继推出“文化
汉字”类节目，而这些节目考查的文字难度
也在不断升级。“葳蕤”是央视《中国汉字听
写大会》首场比赛中的一道考题，而该词的
成人听写体验团正确书写率仅为6%。第二
场复赛中的词汇“搴芳”（qiān fāng），意
为采摘花草，例句选用谢灵运的《山居赋》：

“愚假驹以表谷，涓隐岩以搴芳”，上海队选
手陈梦瑶因未能正确书写该词而退出比赛，
成人听写体验团的正确书写率则为零。

原本，《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创意初衷
来自键盘时代更容易发生的提笔忘字现
象。总导演关正文表示，第一季节目制作完
成后，他认为如果仅仅限于对提笔忘字现象
的提醒，那么节目的价值是有限的。所以，
今年节目的目标直接指向了复活那些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第二季前两期节目的难
度也大幅度上升，很多词如果不翻查词典，
几乎很少在日常书面用语中见到。

比赛难度升级后，不少观众也从佩服
小选手“神技”转向质疑这样的听写节目是
应试教育的产物，即便有价值，也应该限定
在常用易错字的范围里，而不该用冷僻字
词为难学生。 (新京报）

汉字类节目频现生冷字
被指难度过高

写作小能手黄文捷

海中学生
登
听写大赛

3个月内翻烂1700页的
《现代汉语词典》，记下十万个词条

心驿站
JY

汉字

海中学子在听写大赛中

怎样教育
好强的孩子？

家长问：孩子快五岁了，他特别好强，做什么都想
强过别人。比如，老师向小朋友提问时，他总爱抢先举
手回答；大人交谈时，他爱插上一嘴；在幼儿园的游戏
和日常生活中，他总是想法引起别人注意；别的小朋友
受到表扬，他就不服气；他喜欢自我吹嘘，好与别的孩
子相比，以显示自己能干等等。但是，他并不常常快
活，有时候埋怨别人不喜欢他。

专家认为，孩子争强好胜，也是一种内在动力，可
以激发培养。但对太好强的孩子，要善于引导，避免挫
伤他的积极性或使好强转为嫉妒。

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在说话、做事、行为习惯方
面，做出好榜样，改掉自己爱逞强的不良习惯。

其次，克服虚荣心。有的父母喜欢在人前显示自
己的孩子聪明能干，让他到处表演，意在博得好评，使
人羡慕。家长要克服自己的虚荣心，也要防止孩子产
生虚荣心。别当面夸奖当着孩子给他评功摆好，还与
别的孩子攀来比去，会助长孩子逞强的毛病。所以，应
当肯定孩子的成绩，但不宜当面说他优于别人。

要务实表扬孩子，要就事论事，落在具体行为和事
实上，笼统地赞扬“好孩子”、“乖孩子”，会使他以为自
己了不起，翘尾巴。

此外，父母要帮孩子发现其他小朋友的长处，学习
别人的优点，使他懂得每个孩子都有长有短，自己也有
短处。 （王黎刚）

7月 19日，一支由全国各地中学
生组成的小型科考队飞赴挪威斯瓦尔
巴群岛，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北极科学考
察，其中，有9名来自华师大二附中、徐
汇中学等学校的上海高中生。北京时
间今天凌晨，这支小队已登上了俄罗斯
的北极科学考察船。

“此行不是简单的旅游，每个孩子
都必须带上自己的课题。让孩子拥有
丰富的科学实践体验，才能激发他们
的科学兴趣。”领队张树义是中国科学
院探险协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院教授，这已是他第7次带学

生进驻北极圈。据了解，在未来的5
天之中，这支考察小队将最远到达北
纬78°到82°间。

近年来，高中生去北极等地进行
科学探究考察已非稀奇事，也有人诟
病这是一项“奢侈的游学”。对此，张
树义坦言，去一趟北极确实花费不菲，
少则七八万元，多则十万元，并非所有
家庭都有这个经济能力。“但是，如果
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孩子能带着课题
前往北极，见识完全不一样的生物环
境，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新民）

人均花费近十万元

九名上海高中生探险北极

黄文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