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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

理想，这对年轻人
本是个充满激情的话
题，但每一次和现在的
青少年朋友谈起，他们
大多不知所语，下面就
是他们一些稀稀落落的
声音。

“理想？我没想过
自己的理想是什么。”

“我也没想到自己
以后要当个什么样的
人。”

“我的理想吗？就
是中大奖，发一笔财，变成有钱人。”

“我想有一幢舒适的楼房，有一辆靓车。”
“我想当个有权有势的大官。”
“我想有份收入高又悠闲的工作。”
……
跟现在的青少年谈起理想，大部分表白自

己还没有对未来有什么想法，有些说出了自己
的想法和目标，却倾向对种种实惠的追求；有些
说自己长大后要当个“某某家”“某某师”，然而，
他们的出发点不外乎也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
好。

理想是人生的方向，理想是人生的动力，没
有理想，人就会迷茫，就会颓废，理想说起来也
就是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
间，不应浑浑噩噩地走过，我们应该在青少年时
期就树立一种较长远的人生目标，根据自己的
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大致去设想自己要做个
什么样的人。

我们对学习厌倦，对生活感觉茫然无趣，正
是因为我们对学习、对生活缺少认识和理解，没
有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才会产生消极和颓废的
情绪。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理想不应该只是具体
的琐碎的欲望，它应该首先包含着一种服务社
会、服务人类的性质。每个人都是这社会的一
份子，只有每个个体都为社会这个生命体发挥
自己应有的作用和功能，社会这个生命体才能
和谐而有朝气。只有我们每个人首先有服务社
会的意识，使社会这个生命体变得更好，我们每
个个体才能快乐地得到，幸福地拥有。如果生
命只是为了自私自利，那么快乐的源泉也将会
在你的生活中渐渐枯竭。保持快乐的秘密就是
给自己设置适当的目标并用自己真诚的付出去
实现它。追求实惠和让自己活得更好并没有
错，但人生真正的充实并不是自己应有尽有，并
不是自己活得好就彰显出你生命存在的意义。
有胸怀的追求和付出才是幸福和快乐的真正源
泉。

青少年时期树立了自己富于奉献和服务社
会的人生理想才能为自己的成长顺利扬帆，人
生的理想和目标也许会随着成长的不同时期和
阶段有所改变，但只要心中有着正方向的理想
和目标，它就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促使着我们去
为之努力和奋斗。

理想是生命之眼，没有它，我们的前方将一片
漆黑。当然，在理想之路上坚持和前进，也绝对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必须为理想而努力奋斗，不
能因为彼岸遥远，就放弃了承诺和决心。

愿那美好的花季里，盛开的尽是鲜艳的理
想之花！ 洪志功

理想是生命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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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学校不提分，反过来在
外面补习就能提分？一位有二十多年
教龄的高级教师认为，秘诀就在于一
对一辅导，因为一对一辅导更有针对
性，方便因材施教。“也只有一对一，才
能保证学生能提分，这是大班教学无
法企及的。”

一位重点中学校长曾私下透露，每
个班都有几十个学生，面面俱到肯定不
现实，因此，老师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两
头”。“抓好成绩好的与成绩坏的，再用这
两类人激励中间的学生。”

这几乎是教师圈“秘而不宣”的教学
管理经验。“孩子在培训机构，可以找到
众星拱月、被重视的感觉。”王兰介绍

道。她说，除非学生压根一点儿都不学，
或者老师根本没经验，否则，一对一辅导
很难不提分。

“由于与学生沟通存在问题，有经验
的老教师一般很少直接参与辅导和教
学，主要倾向于教材研究。”邓涵之说。
因此，她会邀请有经验的退休“候鸟”老
师担任教学顾问，而非直接任教。

以润芽教育为例。据邓涵之介绍，
教师队伍主要以年轻的精英老师为主，
女性老师居多，每个科目有一个领头羊，
主要培养有一至两年教育辅导经验的老

师，学历原则上要求本科以上。
人才是培训机构的立足之所在。现

实中，“教师资源往往难以共享，通常我
们要花一年时间才能培养出一个高水平
辅导老师，但是教师资源流动性较大，机
构在教师资源储备和培养投入很大。”邓
涵之说。

在她看来，教育辅导和培训是教
育业的附属产品，海南教育相对落后，
教育辅导和培训行业起步较晚，暑期
培训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

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教育部门审

核批准的正规机构较少，“黑机构”和
“小作坊”遍地开花，学校在职教师的
“小灶辅导”明显具有强制性和泛滥
性。

屈志武也认为，在海南开一个培
训机构很简单，租一个房子，取一个名
字就可以开始招生，很多老师都不专
业。“在海南开培训机构的多是在校老
师、大学生、热爱教育事业的、想赚钱
的等等，但缺少真正对教育有见解、有
一套完整管理体系的成熟机构。”

（应采访人要求，本篇报道涉及的学
生与老师，除明确注明身份外，其余均系
化名）

我省公布第二批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名单

每个基地将获
40万元建设经费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日前，
我省启动第二批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的申报与建设工作。省教育厅近日公布了入选
名单。

经过认真审查，省教育厅将农业硕士（园艺
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海南大学
与海南省珠峰林业生态研究所联合申报），农业
硕士（作物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海南大学与海南万钟实业有限公司联合申
报），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海南师范大学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申报），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海南医学院与海南省农垦总医院联合申
报）等4个基地确定为第二批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

基地建设期为3年，建设期间，省教育厅拟
给予每个基地40万元作为建设经费，并适时组
织中期检查和建设期满后的验收。

暑期课外班
你不知道的那些事

暑假尚未来临，
暑期课外辅导班却
早已整装待发，加入
“暑期大作战”，打响
争夺生源的“攻坚
战”。一位有二十多
年教龄的高级教师
感慨道：“只要有考
试，就会有应试；只
要有应试，就会有课
外辅导。”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一小时100-250块钱的补课费并不
是一个小数目，牺牲假期时间学习也未必
是学生甘之如饴之事，但依然有数以千计
的家长，前赴后继地送孩子去补课。

杨丹丹家住海口市万福新村，自小
喜欢画画。为了考上中央美院，她从海
南国科园实验学校，转至北京市中央美
院附中读高中。

虽然在北京读书，每年寒暑假，她
都会主动提出回海口补习文化课。“北
京的补课费太高了，学画画已经花了家
里的不少钱，能节省一点是一点”，她解

释道，“央美对文化课要求比较高，不得
不好好学习”。

为了实现读央美的理想，每逢寒暑
假，杨丹丹每天早晨不到八点便骑电动
车到国贸补习功课，上午三个小时，下
午三个小时。且不说她投入的时间与
精力，光是补习费算下来都令人咂舌。

“我爸爸是做药材起家的生意人，
他读书不多，但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希

望我们能多读点书。”提到父亲，杨丹丹
语气柔和了很多。她说，同为“有钱
人”，她叔叔就舍不得如此“大手笔”供
孩子读书。

很多人以为家长送孩子去辅导机
构，就是为了提高分数，考个好学校。
其实不然，据知情人士介绍：中考、高考
前，确实有不少学生就是为了考试而补
习；但是寒暑假期间，有些补习的学生

的情况往往会更复杂。
有位长期供职于辅导机构的资深

教学主管告诉记者，除了为考试而补习
的学生，培训机构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学
员。比如，自闭症、多动症、注意力难以
集中的“问题学生”以及家长过分溺爱
的“土豪学员”等。

这些孩子，或因其父母工作忙无暇
照顾，或因无法与体制内的正常学校相
融合，还有的是父母格外重视孩子教
育。于是，每逢假日，便会将孩子“托
管”至辅导机构。

有不少在辅导机构任职的刚毕业的
大学生，羞于向人提起自己的职业，甚至不
愿意使用带有公司广告标志的手提袋。肖
楠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毕业于海南师范大
学数学系，曾供职于海口某知名培训机构。

“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富二代’。”肖
楠见学生都在喝一款名为“小茗”的饮
料，她也想试试，却被同事调侃，“算算
你一节补课费能买几瓶饮料。”

肖楠说，她一个月大概有3000多
块钱的收入。戴氏教育海南总校校长
屈志武告诉记者，老师的收入和上课的
课时相关，理想状态下，老师能多上课
的话，收入也可以过万。

“我们公司，收入过万的老师，连谈

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肖楠的同事王兰感
慨道。在她看来，辅导机构中，老师与学
生脱掉了校园这层外壳，彼此的社会属
性更为凸显。“他们拿苹果手机，你用小
米，有些孩子甚至会直呼老师的大名。”

“现在的孩子都很早熟，他们很清楚

自己是过来‘买’你的知识。”肖楠的同事
兼大学校友严淑直言道。她说，辅导机构
里的师生关系，更像是甲方与乙方的客户
关系，学生可以随时炒掉自己的老师。

在这份“有合同约束的师生情谊”
中，老师与学生被定义为“朋友”。采访
中，无论是戴氏教育海南总校校长屈志
武，还是海南润芽教育培训中心校长邓
涵之，均不认可“买卖合同关系”的说法。

暑期培训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

家长一掷千金“投资”教育

有合同约束的“师生情谊”

■ 许存泳

女儿，今天，你拿着一本老师发
给的“我的成长档案”来找爸爸，说
里面有一项“爸妈寄语”须由家长来
完成。我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那
么，爸爸就借此敞开心扉，实事求是
地写下对你的评价和期望。

女儿，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
你已7岁多了，上小学一年级。与
你朝夕相处的2000多天对我来说
是一段无比宝贵的光阴，也是一笔
无比宝贵的财富，爸爸会用一生来
珍藏、回味。

女儿，你天真活泼、聪明伶俐而
又古灵精怪。你学习勤奋、自觉，能
够按照老师、父母的要求，准时作
息，按时到校上课，课堂上认真听
讲，课后积极完成作业。有时你还
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如叠衣服、叠被子、打扫卫生等。你
的努力换来了收获。你不但担任班
级副班长，而且每次考试你的语文
和数学成绩都在90分以上，有时超
常发挥还能考满分呢。你比爸爸小
时候强多了。在我的记忆中，自己
很少考到90分，更别说满分了，在
这方面，你是爸爸的榜样。

女儿，爸爸说了一些表扬你的
话，是不是说明你就没有缺点了

呢？事实上并非如此，细数之下，你
的缺点还真不少呢。下面就让我一
一罗列出来。

首先，你学习时精神不够集
中，爱开小差，马虎大意，心不在
焉，写完作业后不仔细检查，等
等。这些不良的学习习惯将导致
你在考试时容易做错题目，白白丢
分。你在这方面已吃了不少亏。
所以，你要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
逐步把这个缺点改正过来，端正态
度，小心谨慎，认真对待，争取更大
的进步。

其次，你不太讲究卫生。你常
常不洗手就直接抓东西吃。要知
道，如不讲究卫生，你在吃下食物的
同时也吃下了细菌，这样就容易生
病。另外，你还喜欢坐在地上玩耍，
经常把衣服、小手、脸蛋弄得脏兮兮
的。爸爸衷心希望，随着一天天长
大，你能够把这个毛病改掉，做一个
斯文、干净、乖巧的女孩子。

第三，你有时过于任性。对于
这点，爸爸是深有体会的。有时
候，我不顺从你的意思了，你就会
耍性子、发脾气，向我示威。主要
表现为把房间门关起来不让我进
去、不理睬我、不吃饭等等。这让
爸爸很生气。我想，这或许是我过
度疼爱你造成的，我难辞其咎。爱

过头了，有时也会成为害。今后，爸
爸会慢慢改变爱你的方式，帮助你
改正缺点。

最后，也是我最担心的一点：你
有点自私。你有好吃的或是好玩
的，总是想着独自占有，很少想到与
别人分享。女儿，听爸爸说，这样很
危险。自私的习性一旦形成将难以
改正。你需要明白的是，人与人之
间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没有
人会喜欢自私自利的人。你对别人
好，别人才有可能对你好。脱离了
人群，失去了朋友，得不到支援，没
有了喝彩，你的人生将作茧自缚，举
步维艰。因此，女儿，从现在开始，
你要敞开心扉，抛弃私念，学会大大
方方把你手里的好东西拿出来与别
人分享。

女儿，你年纪还小，对爸爸写下
的话可能一时还看不明白，但这并
不重要，因为爸爸会一直陪伴在你
身边，作为你人生之路上的引路人，
与你携手并肩，相互鼓劲。女儿，爸
爸由衷地希望你能快乐成长，刻苦
学习，学有所成，终有一天顺利达到
理想的彼岸，让生命之花绚烂绽放！

加油，女儿！
爱你的爸爸：许存泳

（作者单位：海南省澄迈县农业
机械化管理局）

女儿，我想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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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应试，就会有
课外辅导。 李兰芳 摄

家有儿女

教育动态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历
史博物馆，它以时代为序，将陕西古代
史分为了7部分：史前、周、秦、汉、魏
晋南北朝、隋唐、宋元。馆藏 2000 多
件文物，其中有 600 多件被评为国家
一级文物，有 16 件被评为国宝级文
物。

刚进门，便在展厅入口处见到一
只威风凛凛的石狮。它眼睛瞪得如铜
铃一般大，张开血盆大口，迎接来来往
往的游人。因为它与一般的石狮不
同，四肢是直立的，因此被誉为“中华
第一走狮”。

石狮的左侧，便是 1 号展厅入
口。走了 3 步，便见到了久负盛名的

“人面鱼纹盆”。这是半坡遗址出土
的。它原是半坡母系氏族原始社会
中用来盖在婴儿瓮棺上的葬具。它
的底部还有一个小孔，当时的人们相
信婴儿的灵魂能从这个小孔自由出
入。1号展厅中展出了从史前时期到
秦的文物，有不少精美的青铜器、典
雅的瓦当和珍贵的蓝田猿人、大荔人
的头骨等。

出了1号厅，走上二楼，就是2号
展厅和3号展厅所在的位置了。往右
手边的 2 号展厅入口走，便回到了汉
朝的长安。吕后玉玺、兽首人身杯、鎏
金竹节熏香……这一件件东西的主人
早已化为泥土，而它们却在时间的流

逝中依然保存了下来，在两千多年后
的今天，躺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玻璃
展柜里，向访客诉说两千多年前发生
的故事。

向2号展厅出口对面的3号展厅
入口一望，那些精美的文物使得游人
大吃一惊。3号展厅讲述了盛唐时期
陕西的繁荣，以及唐以后的宋元明清
时陕西的重要地位。色彩缤纷的唐
三彩，展示了唐朝时期人们丰富多彩
的生活；精致轻薄的丝绸，表现了唐
朝时期宫廷生活的穷奢极欲；冰清玉
洁的瓷器，凸显了唐朝时期工匠鬼斧
神工的技艺……不仅如此，唐朝以后
的陕西也很繁荣：三百多个陶俑复原
了明朝时陕西巡抚的场景，那叫一个
热闹！

出了 3 号厅，还有大唐壁画展示
厅，珍贵文物陈列室等地方，但不是免
费对外开放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多、精、
美”，是一个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博物
馆！

海师大附中实验二（1）班 吉善凝

游陕西历史博物馆

（《习作》欢迎学生写生活中温暖
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故事，写新鲜事，
写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要求真实、不虚
构。299613065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