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9月1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周华岚 主编：王黎刚 美编：张昕综合教育周刊B11

JY
心驿站

难忘师生情
JY

近日，我省各大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报到。踏进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学子们最先注意到的，往往是镌刻在校园石碑上，代表学校风骨的校训。
校训作为校园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是一所学校长期坚持的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和精神追求。寥寥数语的校训背后，是一所学校信仰和信念的坚守传承，

它激励和劝勉着一代代师者和学子砥砺奋进。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今起推出《我们的校训》专栏，走进我省多所知名的大中小学校，发掘校训背后的故事，解读校训蕴含的文化传统和深刻内涵。

亲子活动能降低孩子
对电子产品的依赖

最近，张先生很苦恼，自己5岁的孩子迷恋上
了电子产品，经常玩智能手机和平板iPAD。对
此，省直机关幼儿园的张老师认为，父母多和孩子
交流和玩耍，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的干扰。

张老师表示，孩子的视力正处于发育之中，对
于快速闪烁的图像，不适合孩子长期观看，影响孩
子黄斑和视神经的发育，因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
看玩手机和平板iPAD。

他说，父母要陪孩子玩一两项他喜欢的运动，
让宝宝享受运动的乐趣。例如在家里父母和宝宝
一起玩玩具做游戏，一起看有趣的图书，或带宝宝
去旅行。这些亲子活动不仅会让宝宝远离“屏
幕”，还将为父母和宝宝带来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
亲子关系。其次，父母要鼓励孩子和小朋友一起
玩。爸爸妈妈可为孩子准备一些可用于集体游戏
的玩具，如积木、百科图书等，邀请其他小朋友一
起玩不仅能培养孩子的分享合作意识，也能为孩
子长大后社交能力打下基础。

张老师说，父母要多带孩子走出家门，去野
营、远足、游玩，多带孩子亲近大自然。绿色的树
木有益于孩子眼睛的放松，也能有益于孩子的身
心健康。

张老师建立，父母应该给孩子做个榜样，在家
里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父母是孩子的榜
样，父母如果在孩子面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不
仅给孩子提供了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也会促使
孩子效法父母的行为。 （王黎刚）

■ 本报记者 林容宇

9月，一个感谢师恩的季节。在第
30个教师节，记者来到三亚市特殊教育
学校，这里与普通学校不同，没有琅琅
书声和学生嬉闹声，整个校园十分安
静。记者走进学校，36名学生端端正正
地坐着听老师讲课。

老师的手势就是课堂

启聪一班偌大的教室里只坐着8名
学生，他们坐在课桌前静静地看着老师
的手势，偶尔发出一点“嗯嗯”声，表示他
们听懂了。这些孩子，要么先天失聪，要

么后天致聋，在他们的无声世界里，陈林
秀老师的手势就是全部的课堂。

记者见到陈林秀时，她正给学生们
发放营养餐，学生们认真地盯着陈林秀
打的手语，当看到表示自己名字的手语
时就立刻举起手来领餐。“孩子们之前
都没有上过学校，几乎都不会手语。”陈
林秀说，开学十来天了，班上的孩子已
经学会看她用手语点名了，这些进步虽
然不明显，但陈林秀心里就像喝了蜜一
样甜。

“与普通老师相比，特教老师需付
出更多的辛苦和耐心，你想象不到学生
的小小进步带来的成就感有多大。”吴

斌老师之前在崖城中学工作了8年，今
年是他头一次接触特殊学生，由于学生
们生活难以自理，吴斌不得不打起十二
分精神，“吃饭时得和学生一起吃，时刻
关注学生不被食物噎到，学生上厕所，
我站在厕所外等，自由活动时，我们也
陪在他们身边。”吴斌说班上的孩子已
经慢慢熟悉了他，经过几天的住校锻
炼，不少孩子自理能力提高了很多。

学生自制的礼物格外珍贵

每天除了上课，刘红还得为患有自
闭症的学生做康复训练。空闲的时候，

她就与同事们探讨怎样与患有自闭症
的学生相处，并怎样根据每个学生的实
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学习课程。

在教室里，刘红向记者骄傲地展示
着她的教师节礼物，那是她和学生们一
起制作的“板报”。说是“板报”，其实比
普通学校的要简单得多：“板报”的周围
是粉笔勾画的花边，正中央写着“教师
节快乐”几个彩色字，其它空白的地方
是学生们用粉笔灰拍上去的手掌印，这
些掌印五颜六色、大大小小。与其说这
是孩子给她送的礼物，不如说是她给孩
子们的礼物，因为孩子们在制作的过程
中学会了协作、学会了沟通。

拥抱是最温暖的礼物

“ 老 师 ！ 老 师！”“ 老 师 ，他 打
我！”……相对于安静的启聪班来说，启
智班的课堂经常会被学生打断，他们的
先天语言表达能力较差，自我较难控制
情绪，需要老师的耐心聆听。走进启智
一班教室时，他们正在上活动课，钟宇虹
老师正给学生播放动画片。在学生们看
片时，钟宇虹还训练学生保持良好坐
姿。重复，不断重复，这几乎构成了这堂
课的所有内容。钟宇虹说话间，几个孩
子已经走神，快坐不住了。除了上课，
她还要处理一系列的“突发状况”：学生
不听讲发脾气，她还要急忙哄学生。

孩子们很单纯，他们喜欢哪个老师
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爱，这
个教师节，钟宇虹已经收获了12个拥
抱。“一句简单的‘教师节快乐’他们说
起来很吃力，但是他们的拥抱很有
力量。”钟宇虹的眼眶有点湿润。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是一群特殊的老师

孩子的拥抱是老师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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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康德解释，“海纳

百川”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一直以来就强调
的开放、包容、大度和大气的精神；二是得天
下贤才而用之，不光欢迎有才能的老师长期
留校任教，还要通过各种柔性机制，比如冬
季小学期等，请名家前来授课；三是得天下
英才而教之，让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
学子都有教无类。

而“大道致远”中的“道”也被重点赋予新
的含义，“道”是人间正道的“道”，是做事、做人
之道。对老师来说，是为师之道；对学生来说，
是求学之道。只有遵循客观规律和正气之道，
学校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路才能走得更
远，更好，更宽，才能“大道致远”。

刘康德进一步解释，“海纳百川”是手段，
是做事的风格，而“大道致远”的目标则是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
者。

写400字简历
有24个错别字
应聘大学生直接被淘汰

大学毕业的小蔡，怎么也没想到，应聘好不容
易进入复试阶段，竟因为一份手写的简历，直接被
公司PASS掉！

经询问后得知，原来，小蔡在400字简历里，
竟写了 24个错别字，这也成了公司人事主管
PASS掉她的重要理由。9月13日，回忆起此事，
小蔡懊恼不已。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写出这么多错别字。”
毕业于重庆主城一所二本大学的小蔡，这几天有
些懊恼。

她告诉记者，上周五，她到新城区一装饰公司
面试，应聘办公室文员，已经进入复试阶段，只要
过关，即会被该公司录用。“月薪2500元加提成。”
对于这个机会，小蔡发誓一定要抓住。

当天复试的主要内容就是和经理面谈。小蔡
在交谈中，回答的问题都比较得体，也赢得了经理
的好感。交谈后，人事部工作人员拿出一张简历
让她填写，最后有一部分是关于自我介绍的内容，
要求400字左右，小蔡按要求填写后，回家等消
息。

上周六，小蔡接到该公司电话，说她没有被录
取。经询问后得知，原来是她400字的自我介绍
里竟然写了24个错别字，而且经理认为她字写得
不好。对方表示，虽然公司一般用电脑作业，但还
是比较看重书写方面，所以没有录取她。

“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面试工作。好不容易
进了复试，结果却因为自己的失误，丢掉了工作的
机会。”小蔡很是懊恼。

（重庆晨报）

又是一年大学新生入学季！海南大学
环境优美的校园里，这些日子也多了一抹

“迷彩蓝”。朝气蓬勃的新生们身着深蓝色
海军迷彩服，个个精神抖擞，脸上也写满了
步入大学生活后的兴奋与期待。

知道海大的校训是什么吗？9月14日
上午，面对记者的提问，分别来自贵州和甘
肃的2014级环境与科学专业的两位新生不
约而同地笑着脱口而出：“‘海纳百川，大道
致远’。昨天晚上举行的全校新生入学第一
课就是‘我们的校训’。”

既押韵、朗朗上口，又包含校名“海大”
二字的“海纳百川，大道致远”八字校训，让
新生们个个记忆深刻且拥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

土木工程专业新生林方治认为，“海纳
百川”体现的是海大容纳各地学子的胸怀，
而“大道致远”则是希望学子们心怀远大目
标。

而高分子材料与化工专业的新生熊同
学则认为，“海纳百川”是学校期望学子们不
仅要学好专业知识，更要懂得如何与他人交
流，要有如大海般开阔的思维，学会兼收并
蓄。

面对如此内容丰富的解释，这“八字校
训”尽显其深刻和隽永的内涵。海南大学党
委书记刘康德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详述
了这八字校训的来历也揭开了其蕴含的深
意。

据了解，早在2005年，原海南大学和华
南热带农业大学合并之前，原海南大学已经
在校内征集并确定了“海纳百川，大道致远”
的八字校训，契合建设海南大特区改革开放
的精神，这八字校训当时被提出来也主要强
调“开放”和“包容”精神。

两校合并后，经过广泛征集学校老师和
学子们的意见，2011年再次重新确定继续以

“海纳百川，大道致远”为新海南大学校训。

我们的
校训

■ 本报记者 侯赛

侯赛 摄

福建一18岁女生
骑行2000公里上大学

这几天，西南交通大学的大一新生陆享璇成
了学校的名人。一个月前，这位18岁的女生从家
乡福建南平出发，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去2000公
里之外的成都上大学。

当她花了三分之一的暑假时间终于骑到成都
的时候，皮肤已经被晒得黝黑，在新生的人群中显
得尤为特别。

一位学长在微博上透露了学妹骑车上学的消
息，一下子引来围观。有人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
要解释。连她家乡的一个微博也给她取了个霸气
十足的外号：南平女汉子。

这是一段在高考前就开始计划的行程，原本
是作为毕业旅行的，目的地是北京。拿到西南交
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她又把目的地调整为成
都。

随后她开始准备，首先得筹钱。她办了一个
补习班，收了12个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一年级的
学生，教英语、国学、作文，等等。大约一个月时
间，她赚了5600元。

8月4日早晨从家里出发的时候，这位女生在
兴奋之余，心里还充满了不安和“对未知的恐惧”。

她按照平均每天100公里的进度设计了行
程，但第二天就走错了路，骑上了高速公路。直到
看到收费站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走错，并被凶巴巴
的工作人员赶了回去，她委屈得一边骑一边哭。

“要有乐观的心态，但也要有最坏的打算。”她
说。

在江西境内，一个“一看就像坏人”的中年男
子主动搭讪。陆享璇没有拒绝交流，但她也保持
着提防之心：她拍下了对方的人和车的照片，并与
这位自称当地骑游队队长的人聊起了很多骑游的
话题，通过细节确认此人是否撒谎。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开旅店的男子没有坏
心眼儿，他也没有撒谎，还因为骑游的共同爱好，
给陆享璇提供了免费的住宿。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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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八字校训的内涵，海师大党委书记

林北平解释道，“崇德”即主张人要推崇高尚
的品格，以人为本。把它列于首位，体现了
学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办学指导思
想。

而“尚学”主张人应喜爱和注重学习。学
海无涯，学无止境，只有不断学习，丰富提升自
己，才能拥有扎实的基础和渊博的知识，更好
地传道授业解惑。

总的来说，“崇德”与“尚学”，体现了“师
范”这两个字的内在要求，即“学高为师、身正
为范”，只有尚学，才能拥有高学识；只有崇
德，才能让自己身正。

“求是”就是做学问要根据事实、实证，求
索真知或正确结论，着重倡导一种学习、研究
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创新”就是突破墨守成规的思想，树立
起开拓创新的意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进行创造性的发明或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见
解、新方法。可以说，“求是创新”的校训一直
激励着全体海师人与时俱进、克难攻坚。

金秋开学季，海南师范大学大门内侧镌
刻着令人瞩目的“崇德、尚学、求是、创新”八
字校训吸引了诸多新生及家长们的驻足慎
思。

9月14日中午，来自天津的中国古代文
学专业博士一年级新生孙红瑀和母亲在校
训下，拍下她们到海南的第一张合影。

为什么要在校训下合影留念？孙红瑀
告诉记者，正是这八字校训的激励让她更加
坚定了自己未来几年在海师的求学和做人
做事的方向。

“尤其是‘求是创新’四个字，对于博士
研究生来说，做到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孙
红瑀说，目前国内学术造假现象频现，这就
要求做学问的人更应秉承“求是创新”精神，
严格要求自己，要有强烈的求知欲，在做学
问的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勇于创新。

而音乐学专业大一新生阎同学则对“崇
德、尚学”四字更有深刻体会。“我们学的是
音乐学教育，以后毕业都要为人师表，德行
必然是摆在第一位的，而要教好学生，老师
也必须要有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阎同学
说道。

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师范类院校，海南
师范大学的这八字校训箴言有着深刻的内
涵。据海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林北平介绍，
这八字校训是2009年海南师范大学借建校
50周年之机，向全体师生和广大校友征集而
来。在综合各方建议、结合学校办学宗旨和
特色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崇德、尚学、求
是、创新”的八字校训。

林北平说，校训不仅反映了海南师范大
学的办学特色和办学使命，也是长期以来形
成的优良校风、教风、学风的集中表现，更是

“海师精神”的核心内容、汇集了全体海师人
的智慧。

■ 本报记者 侯赛 周元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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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
强调“厚德”，意在期望师生们重视培育

高尚的道德情操，把“增厚美德以容载万物”
作为崇高不变的追求，以“使道德充裕厚实”
为做人的根本，视“厚其德”为“修身”最重要
的一环，铭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于
心，坚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培养具有施爱
于众、奉献于世的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
职业道德。

严谨:
强调“严谨”，意在期望学校及其内部各

组织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严密的科学精
神、严格的组织纪律、严肃的工作作风、严整
的管理秩序。

博学：
强调“博学”，意在期望学校在学术思想、

学术风格、学术观点上应兼容并包、百花争艳。
和谐:
强调“和谐”，意在期望学校在管理中，

把“和谐”作为校园稳定的重要前提。

海南医学院的前身是1947年林筱海先
生创建的私立海强医事技术学校。在67年
发展的历程中，海南医学院校训根据时代背
景几经变化，但不变的永远是“以德为先”。

“厚德 严谨 博学 和谐”走进海南
医学院的大门，八个字的校训便映入眼帘，
每个学生出入学校都会受到一次校训的熏
陶。

海南医学院党委宣传新闻部部长王身
坚表示，海南医学院目前使用的校训是于
2004年底至2005年初，在面向全校师生、校
友及社会人士广泛征集的基础上凝练而成
的。

“多少年来，校训有所变化，但是一直不
变的是校训对海医人的精神影响，以及德为
先的要求。”王身坚说，医生的技术固然重
要，但是在海医眼中，医德高于医技。“视

‘厚’其‘德’为‘修身’最重要的一环，铭记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于心，坚持以德
为先，立德树人，培养具有施爱于众、奉献于
世的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修
个人之身，养个人之德，身在学校，心怀天
下，这才是我们能为社会输送的好医生。”王
身坚说，在如今医患关系紧张的环境下，医
德更是作为一名未来医生的海医学子的“必
修课”。

提起王智，海南公益界的人几乎没人
不知道他。从踏入海南医学院大门的那天
起，王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他做公益活动
的脚步，并获得2012年全国优秀志愿者称
号。如今王智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在
301海南分院从事医务工作，回忆起自己
走出公益的第一步，王智说校训给他带来
了极大的影响。“8个字看似简单，却意味
深长，校训几乎包含了人生全部哲理，入学
第一天校训便给了我一把做人做事的标
尺。”王智说道。

■ 本报记者 马珂 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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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用双手改变命运
琼州学院：明德博学 励志笃行
海口经济学院：海纳百川 经世致用
三亚学院：自立更生 合力更新 有容乃大 不懈则优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南开大学：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北师大：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中山大学：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

哈工大学：规格严格 功夫到家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
中科大：红专并进 理实交融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
中央美术学院：尽精微 致广大

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