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我既是市法院的人民陪审员，
又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但双重身份
得到了统一，那就是我把陪审的许多
案例应用到教育教学中。”近日，儋州
市民族中学党支部书记黎秀奎接受
采访时如是说。

尽管是暑期，但黎秀奎仍在忙着
准备参加陪审的相关资料，并分门别
类地进行整理，以备9月开学后在教
育教学中“信手拈来”。

陪审案例应用于教学

“听了黎老师有关防范网络诈骗
的课，我有两点启示，一是对网络诈
骗不上当，二是不参与这样的犯罪活
动”……这是在黎秀奎的课堂上同学
们的发言。

黎秀奎是儋州市民族中学政治
课教师。一次课堂上，他向学生告知
了刚参加的一起网络诈骗案：该市那
大镇许某等3名“90后”，受雇于外号

“阿明”的男子，将关于“中国好声音”
栏目组场外观众奖的虚假中奖信息
群发给一些QQ邮箱用户，共骗取关
某艳人民币7300元。此行为触犯了
刑法相关条款。

儋州那大、木棠、南丰等镇网络

诈骗活动曾一度猖獗，黎秀奎将身边
的案例拿来用于教学，从心理和空间
上都贴近学生，使得容易流于空泛说
教的政治课堂变得生动活泼。

开设校园模拟法庭

教学楼前的场坝上，1000多名
学生屏气凝神地旁听一起抢劫案审
理。在庄严的国徽映照下，审判长、
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和公诉
人、辩护人等个个神情冷峻；作为高
中生的犯罪嫌疑人王乙、李天，则低
着头坐上了被告席。

其实，这不是真实的案例，而是
儋州市人民法院和民族中学联合开
设的“少年模拟法庭”，相关人员由该
校学生扮演。

此次模拟法庭的基本案情是：
2013年12月27日23时许，某高中学
生王乙、李天从网吧出来想搞点钱宵
夜，于是由李天放哨，王乙潜入育才
中学抢得两名学生130元钱和1部手
机。依照刑法有关条款，一审判处被
告人王乙有期徒刑 2年，并处罚金
800元；判处被告人李天有期徒刑1
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元。

“参与模拟法庭的审理使我对法
律产生了兴趣，马上就要升高三了，
我考大学时打算报考法律专业。”当

时扮演审判长的学生吕才艳告诉记
者。她说，开庭前收集了大量法律资
料，并到市法院旁听庭审，深感审判
长要主导法庭的整个局面，才能传递
正能量。

扮演李天的薛同学感慨地说，原
以为只是在外面放哨不会犯罪，但经
历此案后对法律产生了强烈的敬畏
之感。学理科的他，也对法律产生了
兴趣，希望以后在校园模拟法庭中扮
演其他角色。

难忘悔罪少年的热泪

与人民陪审员已结缘5年之久的
黎秀奎，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十分关
注，尤其难忘2011年参加的一起陪
审案中，一名悔罪少年流下热泪的场
面。

那是一起涉嫌强制猥亵妇女的
刑事案件，3名被告人分别是24岁、
22岁、16岁。休庭时，16岁被告人的
母亲挪到前排，拿出苹果和牛奶塞过
去，儿子顿时热泪盈眶，接着是母子
抱头痛哭。此情此景，令人动容。然
而，法律是公平而威严的。

看着那个未成年人最终获刑，黎
秀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痛心不已。

正是这种痛心，促使黎秀奎在儋
州市民族中学大力推广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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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陈艳婷

李明：
最美“国际汉语人”

怀揣梦想，一路前行，六载春秋，
他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汉
语国际事业。一次又一次地远赴国外
任教。从泰国到菲律宾，从约旦到柬
埔寨，用他的实际行动讲述了何为一
名真正的国际汉语人。他的名字叫李
明。

或许他不是一位尽责的儿子，不
是一名称职的父亲与丈夫。因为远赴
国外任教，他已整整六年没有陪伴父
母在家过年；儿子出生时没能陪伴在
妻子身边，感受初为人父的幸福时刻；

由于远离家乡，在农村
的父亲把儿子在国外
的工作合影挂在炕头，
在向邻里的夸耀中寄
托满满思念。

然而，他却是一名
受人敬仰的最美“国际
汉语人”：作为工作同
事，在志愿者生病的紧
急关头，他通宵陪护，
主动献血500CC；作为
管理教师，他长途奔波
探望登革热发病志愿
者，却不幸感染，险些
把生命留在异国他乡；
他曾连续两年国家汉
办考评结果为“优秀”；

他在马什拉克学校将汉语教学纳入常
规教学体系；在约旦的两次YCT考试
中，他的学生全部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
……说起那次在菲律宾的经历，他尤其
记忆犹新。

“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李明介
绍，2010年 8月，菲律宾某中学志愿
者老师突发登革热，他得知后立即长
途奔波赶过去探望，并照顾患病志愿
者生活，不料，在独自返回马尼拉途
中发现自己也感染了登革热。“当时
我一个人赶到了医院，紧急抢救后保
住了生命，在医院打了八天的吊瓶。
虽然此后体质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
是我无怨无悔。如果还要让我选择
一次，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照顾
他们。”

2008 年 ，在 泰 国 期 间 ，作 为
SARASAS RANGSIT学校第一位汉
语教师，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更快地
学习汉语，他自编教材，探索了一种适合
他们的教学模式。平时，他还注重校园
文化建设，组织全校升旗前五分钟的中

文晨读，传统节日带领学生动手做宣传
中国文化的展板以及在父母亲节日带领
学生用中文给家长写信等等。在他的不
懈努力下，这所泰国的学校掀起了一股

“汉语风”，这让他无比自豪和欣慰。
“You have been a ray of

light at school。”（意：给学校留下了
一道耀眼光芒）这是他的同事给他的
评价。因为他积极学习泰语，个人工
作能力突出，与同事间建立了融洽的
关系，成为学校老师交口称赞的好老
师；在学生眼里，他是大家“见过的所
有国家老师中最好的老师”；在志愿者
后辈心中，他既是管理教师又是可亲
可敬的“老大哥”；在几个驻外使领馆
的评价函中，他都被予以最棒的评语。

王华：
传播汉语有使命感

现为海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副院长的王华，是2006年作为第一届
志愿者教师被派往印度尼西亚任汉语
教师的，那一年，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他
来不及等到孩子出生，便选择远赴印度
尼西亚任教，但因此也获得了难忘的经
历。

王华说，汉语在印度尼西亚被列
为第二外语，汉语水平考试（HSK）考
点遍布主要城市，学习汉语成为当地
全日制学校的选修课之一。不过，初
到印尼，他还是有点不适应。王华任
教的学校在一个叫作百顿的小镇上，
这里的人们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
所以，男生和女生是在不同区域分开
授课的；当地每天都有多次祷告，有时
用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古兰
经》……

成就感从被接纳的时候开始。温

文尔雅的王华讲述了一些经历：“有一
次，我被带去拜访当地的‘长老’，相当于
国内民办学校的董事长职位，没去之前，
听闻他是一个比较严肃、不太好说话的
人，可没想到我们初次见面交谈便很投
机，气氛活泼而融洽。”“还有一次，我接
受当地学校的广播台采访，并演唱了中
国歌曲《老鼠爱大米》，没想到深受当地
师生的喜欢，之后学校还经常会在节目
里插播中国文化故事。”“慢慢地，学校掀
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这让我十分
开心。”

王华还告诉记者，他还给他的学
生们每人起中文名字，并用一个月的
时间记住了所有人的名字，这让他与
学生们相处时倍感亲切。他的学生后
来有一些来到中国，并一直与他保持
友好的联系。

为很好地完成外派任务，即使在
妻子临产的时候，王华也没能回到国
内，当他完成所有工作回到家第一次
看到自己的孩子时，孩子刚好满100
天了。

因为工作认真，王华在印尼赢得
了当地教师同事的尊敬。在他即将离
开印尼百顿小镇时，将近30名师生来
到他的宿舍与之惜别，回忆当时的情
景，王华一脸感动。

当问及此行最大的感触,他说：
“出去后，才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人的
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没
有国家软实力的输出，我就没机会走
出去，这对每一位志愿者教师都是很
好的锻炼机会，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
识，增强责任感等。而选派汉语教师
志愿者赴国外进行任教，很大程度上
也提升了中华文化软实力，树立中国
的国际形象，促进文化交流和有利于
世界和平发展。能为此贡献自己一份
力，我感到十分荣幸。”

黎秀奎既是陪审员又是教师，他的愿望是“少年
学生误入歧途的案例越来越少”

在教育教学中“以案说法”

学龄前儿童提前入学现象逐渐增多，这不仅
给学校的正常教育带来一定困难，还直接影响着
儿童的健康与发展。提前入学，对于少数天资聪
颖、智力超常的儿童来说，确能促进智力的发展；
但对于大多数学龄前儿童，不但无此必要，甚至有
害无益。

儿童的智力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大多数学
龄前儿童的大脑未完全发育成熟，身心也正处于
发展阶段，要他们去进行力所不能及的正规学习，
会带来诸多弊端。

学校的教学活动是根据各年级学生的年龄特
点制定的，而低龄儿童的心理与其他学生总相差
一定的距离。由于难以接受所学的知识，孩子必
然对学习产生厌恶情绪，甚至把学习当成惩罚，最
终导致厌学的恶果。成绩处于后进位置，会给孩
子的心理带来极大压力，使孩子产生强烈的自卑
感，因而在公共场合不愿讲话，不敢自我表现，总
觉得自己是一只“丑小鸭”。这必会影响孩子个性
的发展。在低龄儿童眼里，其他同学都是大哥哥、
大姐姐，自己理应受到关照与爱护。而稍大的同
学暂未具备这方面的素质，有的同学甚至会恃强
凌弱，这使“学校是儿童的乐园”这一概念在孩子
的头脑中淡化，心头只有恐怖的阴影，以致有的儿
童不愿进校。 （王黎刚）

幼升小儿童
提前入学有弊端
家长选择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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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来我省派出了1176名志愿者
赴泰国、菲律宾、美国等国教汉语

从海南走出去的
“国际汉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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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让孩子进厨房？

最近一期的《爸爸去哪儿2》中，郭
涛和张亮带着石头、天天奔赴草原，除
了各种经验交流外，“厨神”张亮和黄
磊也上演了一次厨艺大比拼。不同于
第一季爸爸们做菜时的狼狈，这一季
的爸爸们可都是“有料而来”，萌娃们
也参与了做饭，家长和萌娃的交流场
景也多集中在厨房，相信明星爸和萌
娃们在厨房油烟中手忙脚乱的样子一
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在中国家庭里，厨房是孩子们的
一个禁区，厨房油烟重、刀具危险成为
了孩子们被爸妈拒之门外的理由。然
而在上学期三亚市第一幼儿园家长游
园日开展的“快乐厨房”活动上，没有
父母的担心和呵斥，而是浓浓亲情在
教导与合作下流露出来。

“快乐厨房”活动上，孩子们穿着
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围裙、戴着小袖套，
在父母的指导下进行烹调，“孩子学会
了怎样打鸡蛋才能避免蛋壳不掉进碗
里、还有怎么淘米、洗菜、切菜。”家长
树女士说。

国外的家长们非常注意培养孩子
从小就做简单的家务。在美
国，4岁的小孩已经开始走入厨
房。幼儿园开设很多烹饪课，
老师会带孩子们一起烤饼干、
打果汁、拌沙拉等，做一些不使
用明火的简单餐点。在阿根
廷，每个小朋友在幼儿园里都
有一顶印着自己名字的厨师
帽，孩子们还会把在幼儿园里
做的各种小点心带回家。其实
对于孩子们来说，烹饪也是一
种很有趣的游戏。

但在“要不要让孩子进厨
房”这个问题上，中国父母有更
多不同的看法。有的家长很赞
同国外的方法，认为孩子“自己
动手做饭”的能力应该从小就开
始培养；也有人觉得有必要培养
孩子独立自理能力，但未必要进
厨房。

70后爸爸小程表示，自己小时候
需要照顾弟弟妹妹，做几个小菜难不
倒他，但是结婚后和老人一起住，老人
承担起了做饭的工作，或者时不时地
全家就下馆子吃，感觉孩子离厨房很
远，“孩子现在8岁了，连蔬菜的品种
都分不清，更别谈做饭了。”小程翻看
微信朋友圈，看到有朋友在秀孩子的
厨艺，他很羡慕，但是他认为，培养孩
子独立自理能力的途径还有很多，不
一定要在厨房进行。

而浩浩的妈妈陈女士则认为厨房
锻炼很有必要。“应该教会孩子照顾自
己，要不长大住校了，自理能力差的话
很让人担心。”对于浩浩在厨房的表
现，陈女士很骄傲，“他上一年级的时
候，我就让他在厨房里帮我打下手，后
来在我的指导下，他学会做一些简单
的菜，例如炒鸡蛋、煎火腿，他都能做
得很好。”陈女士说。

对于孩子进厨房，其实许多家长
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三亚瑞海幼儿
园园长梅振英有多年学前教育经验，
她认为，提高孩子的自理能力，让孩子
进厨房也是未尝不可的，但前提是父
母一定要在旁边指导和看护。

省教育厅供图王华（左）在印尼教汉语

李明在泰国开展汉语角活动

超4成毕业生求职毁过约
今年毕业生对薪酬要求渐高

就业、考研、留学、创业以及“待业”，如今的
年轻人拥有更多的选择，这让他们对上班工作

“意兴阑珊”。“前程无忧”近日发布的《2014高校
毕业生就业状况》报告显示，尽管2014届毕业生
比2013年多出28万人，但超过一半的名校毕业
生希望起薪每月至少6000元，比上一年高出了
近9个百分点。

毕业生对薪酬要求渐高

《2014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报告显示，在选
择雇主时23%的学生最看重“良好的商业品牌”，
之后依次为“有助于个人发展的管理团队”和“鼓
励创新、尊重个性的文化”。而在薪酬方面，毕业
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211”和“985”重点院
校中52%的毕业生要求起薪在6000至8000元
之间，38.8%的学生理想起薪在2000至4000元
之间，另有9.7%的学生理想起薪在10000元以
上。

就业最向往互联网行业

报告还指出，2014年大学毕业生中七成人优
先考虑就业，但是“211”和“985”学校的毕业生明
确一毕业就工作的人员比例仅38%。互联网行
业对毕业生的吸引力最大，快速消费品和房地产
行业名列二、三。调查显示，大学生平均参加8.4
家雇主的面试获得自己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其中

“211”和“985”院校的毕业生为7.8家。不过，在
求职的过程中，46%的受访学生称有毁约经历，名
校学生的毁约比例更高。毁约的理由包括薪酬、
路程、工作环境和不喜欢面试官等，更有不少学生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与此同时也有
27%的毕业生称有企业毁约现象。 （北京晨报）

JY
心驿站

我省自2006年以来，
开始选派汉语教师志愿者
赴国外进行任教，主要面
向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
学、琼州学院等院校招募
本科应届毕业生、在读研
究生、在职教师，经选拔、
培训、考试后，分批派往各
国，任期一般为一年，主要
派往的国家有泰国、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
美国等，截至今年8月11
日，合计共录取派出志愿
者1176人。

编者按

大学生“最佳雇主”出炉

三大行业炙手可热
据零点调查公司15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2014年大学生“最佳雇主”评选的前10位分别
是：阿里巴巴、中国移动、中国银行、苹果、中国电
信、华为、百度、中石油、腾讯、国家电网。其中，民
企4家、国企5家，几乎旗鼓相当，外企仅剩苹果
一家。

与2013年相比，中国电信、华为、腾讯和国家
电网4家企业是首次上榜，分别取代了微软、谷
歌、联想和宝洁的位置。零点指标数据在今年春
季展开了覆盖7个城市20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
按照提及率排序，产生了“大学生最佳雇主50强”
榜单。在上榜的50家企业中，36家是2012年世
界500强企业，占比达72%。国企优势比去年更
强，从19席增长至26席，占半壁江山。而外企优
势不保，从去年的19席降至今年的12席。民企
则以阿里巴巴、华为、百度为代表，共12家入选，
同去年持平，其中阿里巴巴取代微软，成为大学生
心目中最佳雇主第一名。

金融、能源和汽车制造业是50强中最炙手可
热的三大行业。金融业中，“五大行”中有四大行
入选，即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能源业则以石油、化工、钢材行业为主，有中
国石油、中国石化、上海宝钢和武汉钢铁入选。而
汽车制造业分别为一汽集团、广汽集团、东风汽车
和上海汽车。

此外，21.7%在校大学生提出“政府机关”作
为心目中的“最佳雇主”，几乎与2013年比例持
平。本次调查中新增的对“政府雇主”进一步考察
结果显示，最受欢迎的政府机关是政府办公室
（18.1%），教育局（13.2%）、交通局（7.4%）、发改
委（7.3%）和人事局（7.1%）等职能部门紧随其
后。其中，教育局和发改委尤其吸引研究生群
体。 （新华网）

■ 本报记者 林容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