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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MPAcc
教育发展论坛海口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罗晋京）11月9日至10日，
第九届中国MPAcc（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发展论坛在海口举行，来自全国MPAcc高
校及科研院所的300多位专家学者相聚椰城，围
绕财务会计案例教学、财务管理案例教学等内容
进行交流。

本次论坛研讨的主题以“案例教学”为中心，
旨在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的高级财会人
才，有利于完善海南高级财会人才培养机制以及
会计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对有效解决海南高级
财会人才稀缺问题和全面提升财会人才培养质量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此次论坛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M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海南大学承
办，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协办。

■ 张成林

花鸟虫鱼、风起叶动、日落禽息
……面对自然，我们的学校、老师一再
强调，要多加亲近、切身感悟。可一回
到日常教育里，灵动多彩的自然常常沦
为课本课件里静止呆板的画面。学生
本该对自然全方位的感知，只能沦为视
觉上的粗浅认识。这种“自然缺失”，会
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身心的不良影响。
近日，有媒体报道，为改变这一现象，深
圳市作出规划，到2018年要将该市的自
然教育中心由当前的9所扩展到16所，
以增加孩子们和大自然接触的时间。

教育需亲近自然，其实古已有之。
孔子曾言，“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
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说到做到，常常
与弟子乡野郊游，临事而教。“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俨然
一幅边游边学的生动情景。而反观眼
下，芸芸学童中，还有几人能跟着老师
一起漫步乡间、亲近自然。万千宠爱
下，众多孩子在温室中学习、生活，稚嫩
的心智还没亲近自然，便已被幽闭起
来。

或许，有人会说，当今科技发达，不
接触自然不代表不能认识自然。诚然，
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让人们可以置身
于类似真实的幻境，但视频里的树叶再
美，终难有大地落叶的触感，教室里的
调色板再鲜艳，终抵不过大自然的五彩
斑斓。再则说，一叶障目，往往自以为
是。大自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生态系
统，我们在室内对一枝一叶的粗浅认
识，终难对事物有系统、整体把握，反而
有损孩子认知能力的提升。

更让人心痛的是，很多孩子如今非
但接近不了自然，还一味沉迷于虚拟的
网络世界。手机、游戏几乎挤占了孩子
全部的课外时间，一个手机几乎可以满
足孩子所有的欲望。他们不在意外面
的日月星辰、花开花落，只热衷于虚拟
世界的杀伐攻防。谈起游戏，他们大多
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可身处田野，却麦
苗、韭菜傻傻分不清。长此以往，缺乏
了自然教育熏陶，现在的孩子再精于现
代科技，也只是个不健全的人。

教育重在引导，可面对自然教育的
缺失，我们的教育多处在失声状态。亲
近自然就要走出校园，走出校园就难保
不出意外，在众目睽睽之下，学校显然
不希望有任何的节外生枝。再则说，在
应试教育“唯分是从”的语境下，自然教
育倘若放在考试成绩的天平上，显得微
不足道。但教育不能太功利，应该引导
家长多带孩子走出去，或者像深圳那
样，借助强力推进自然教育。

自然，是我们生活的原点。长期以
来，面对现代科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
华，我们的自然教育常常沦为无足轻重的
点缀。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
育欠自然一个拥抱。我们期待越来越多
自然教育中心的出现，期待自然教育能够
真正走进学校、走进家庭，让孩子们更多
地亲近自然，感知自然。

由于身边的听障朋友很多，
蔡殷对他们人生的酸甜苦辣感
受颇深。有的听障朋友曾跟她
讲述自己去医院看病的痛苦经
历。一些医生碰到听障患者，会
直接拒诊。还有的听障朋友因

便秘问题去看医生，医生却因为
不懂手语让他去进行全身CT检
查。

蔡殷与听障朋友在路上进
行手语交流时，也经常会遭遇
路人异样的目光。社会上部

分人对听障人士的不理解不
接纳，让很多会打手语的孩子
在公共场合也羞于用手语交
流。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现有听
障人士约16万人，由于受教育

程度不同，并不是所有听障人士
都能读懂手语。

“听障朋友们努力地学习手
语，希望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人
们应该学会包容他们和他们的
语言。”蔡殷说。

“90后”手语老师蔡殷：

指掌之间传递爱与感动
作为十九大开幕会的电视

直播手语翻译，周晔用不停变
换动作的双手，将近三个半小
时的大会内容实时传递给听障
人士，创下了国内媒体直播手
语翻译时间的最长纪录。周晔
的走红，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
用手“说话”的手语翻译们。

海南省特殊教育学校有一
位“90后”老师蔡殷。她不但
是许多学生的手语老师，也是
我省众多助残活动中的手语翻
译。11月7日，记者走进海南
省特殊教育学校，倾听特教老
师蔡殷的故事。

■ 本报记者 侯赛

11月7日下午，淅淅沥沥的
小雨中，蔡殷撑着一把红雨伞向
记者缓缓走来。一个身着蓝色
校服的学生突然来到蔡殷伞下，
帮她捏肩捶背，两个人一边笑一
边用手语交流着。“你看，我们的
孩子多可爱。”蔡殷笑着对记者
说。

2012年，蔡殷从南京特殊
教育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来
到海南工作。她从一开始的
不习惯到慢慢融入工作，5 年
时光就在与学生一天天的相
处和奔波的手语翻译工作中
悄悄溜走。

“听障朋友们经常找我帮

忙，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很好！”大
学主修听力障碍专业的蔡殷，因
为经常与听障朋友交流，成了手
语翻译专业的旁听生。

由于擅长手语翻译，除了完
成日常教学工作之外，蔡殷还为
众多有残障人士参与的公益活
动担任手语翻译。银行、机场、

酒店等单位培训员工时，也会请
她开展手语教学。

出席的活动多了，蔡殷也被
越来越多的听障人士所熟知。
只要有蔡殷出席的活动，听障朋
友们会首先上前给她一个大大
的拥抱，因为她是最懂他们的
人。

“要接纳一个人，首先要接
纳他的语言。”对蔡殷而言，生命
的前15年，用嘴说话是再自然
不过的事，但从步入大学起，她
与世界的沟通，又多了一门语言
——手语。

目前通行的《中国手语》相
当于手语词典，共收录了5586
个常用词汇。这些词汇，蔡殷需
要一一记忆，做到见词即可翻译
为手语。

对听障朋友而言，手就等于

他们与人沟通的“嘴巴”。刚刚
学习手语时，蔡殷感觉自己的
双手很笨拙。为了能熟练运用
手语，蔡殷常常练得手指抽
筋。久而久之，她平时看书时，
也会习惯性地手舞足蹈“翻译”

成手语。
“信息的有效传递，在无声

的世界显得尤为珍贵。”蔡殷坦
言，每当在翻译活动现场，看到
听障朋友“明白了”的眼神，她会
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第二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
全国总决赛团队赛决赛举行

海南代表队获亚军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曾中笑）11月10

日，第二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全国总
决赛团队赛决赛在北京举行，海南省代表队凭借
出色表现获得亚军。

第二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由教育
部全国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北京外国语大
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
法网承办，是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精神的
重要举措和生动形式，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
讲好宪法故事，增强宪法意识，成长为具备社会主
义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活动自2017年 6月开展以来，各地精心组
织，不断创新宪法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在全国青少
年学生中掀起了更为广泛的学讲宪法热潮。在青
少年普法网上参与活动的学生人数达到了3100
万人次，成为在校师生关注度最高、参与面最广、
影响力最大的学生活动之一。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
东省、重庆市、海南省的6支代表队在小组赛中表现
优异，突出重围并获得晋级全国总决赛团队赛决赛
的机会。

三令五申，学生仍打
擦边球

近年来，大学生在校养宠物的
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海南不少
高校校园内也不时有猫狗穿行，特
别是节假日期间，这些“留守宠物”
或流浪动物总会让学校后勤人员很
头疼。

大学生在校养宠物是否符合规
定？通过查阅各高校的《学生手
册》，记者发现，海南绝大部分高校
均将不能在校养宠物写进其中，海
南大学更是曾经发出《在教学区、办
公区、学生宿舍区饲养宠物物的通
知》，禁止学生养宠物。

海南大学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俞花美告诉记者，每年新生入学
时，都会接受学校组织的入学教
育，其中《学生手册》是重要的学习
内容，而《学生手册》里有明确规

定：“禁止在宿舍区内饲养各种小
动物或宠物”。除了提前教育，学
校还会组织管理人员每周对宿舍
进行排查，检查的重点就是是否饲
养宠物及是否使用大功率电器
等。对校内养宠物的学生，一经发
现将进行劝导，要求其尽快妥善安
置宠物，屡禁不止者或将面临违纪
处分。

但是，虽然各校三令五申，还是
有学生“顶风作案”或“打擦边球”。
采访中，部分高校学生向记者透露，
他们身边仍有同学在宿舍悄悄养宠
物，或是定点定时在宿舍旁给动物
投食，宠物小则为蜘蛛、金鱼、仓鼠，
大则为鸟、猫、狗等，有时确实会给
其他同学带来困扰。

呼吁大学生在校不养宠物

“在校大学生养宠物是一种极
不负责的行为。”海南省众善关爱小

动物志愿者协会会长徐艳容告诉记
者，由于大学生时间精力有限、毕业
去向不定等原因，绝大部分校园宠
物都没有办《养犬登记证》或定期检
疫，最终会面临被饲主遗弃甚至痛
苦死去的命运。

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业
务指导大队副大队长周平表示，近
年来，城市警察支队屡屡接到有关
流浪动物污染环境、威胁人身及扰
民等问题的投诉电话，并对部分因
病失控、攻击性强的流浪动物进行
过控制。他们参与这次公益活动就
是为了呼吁大学生共同出力遏制流
浪动物继续扩张。

其实，大多数大学生也不赞成
在校养宠物。“一方面分散了学习精
力，一方面影响他人生活，最后还要
为了毕业后如何安置宠物费神。”海
南师范大学学生张宇琦曾在朋友圈
里看到同学因无力饲养宠物欲转让
的信息，“宠物如家人，很多大学生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对宠物负
责呢？”

徐艳容说，众善协会2013年成
立至今已经开展了近40场“爱护动
物 善待生命 保护生态”科普宣传
走进中小学校园活动。该协会今年
11月起与高校社团共同开展“做负
责任大学生 在校不养宠”活动，目
的就是希望从源头上减少城市流浪
动物，为创建文明城市作出努力。
接下来，该协会还将帮助更多高校
成立学生动物保护宣传社团，引导
更多大学生科学对待宠物，善待流
浪动物。

海南中职学校举办
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曾中笑）2017年
海南省中职学校首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11月
10日至12日在海口经济学院举行，全省27所中
职学校的27个剧组参赛。

本次大赛以“筑梦青春·从心起航”为主题，以
情景剧为表现形式，旨在通过舞台表演引发社会
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通过角色扮演引导
中职学生调整心理状态，解决心理问题与冲突。

比赛中，各个剧组分别从不同视角精彩演绎
了当下中职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心理冲
突、困惑或问题。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的《战胜自
我》、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的《醒》和海南省农业学
校的《他们为什么不理我》3个剧目获得一等奖。

本次大赛由省教育厅主办，省教培院和省工
业学校承办。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
征稿启事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稿件来源除本报记者自
采稿件外，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现将本刊开辟
的外约栏目介绍如下：

校长视野：从校长的角度探讨对教育的看法
精彩课堂：老师分享课堂教学
师说心语：老师对学生成长的关注
校园达人：有特殊经历、技艺、事迹的师生
域外传真：海外从教、就读经历见闻
家有儿女：父母分享家庭教育、亲子时光
快言快语：对教育话题发表独到看法
习作：文字、图片均可
回首往师：曾经的老师给自己带来的启迪
我读经典：可就某一点发表对经典文学作品

的看法。
读图：教育、亲子等主题的照片（包括组照）

此外，欢迎社会各界提供新闻线索。
邮箱：2996130659@qq.com
电话：（0898）66810126

大学生校内养宠物成风，公益组织呼吁——

在校不养宠 离校无牵挂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曾中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小
动物以宠物的身份进入人
们的家庭。网络上，“汪星
人”“喵星人”等关键词频上
热搜榜，表明养宠物已经成
为一种“时髦”。

受到外界的影响，尽管学
校明确规定在校学生不能养
宠物，还是有少数学生悄悄将
小动物带进宿舍。这类学生
常因宠物患病或毕业离校而
遗弃宠物，造成学校里流浪动
物日益增加、肆意繁殖。

11月10日下午，海口市
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海南
省众善关爱小动物志愿者协
会携手中国动物保护公益联
盟及海南师范大学萌友保护
协会等社团组织在海南师范
大学开展了“在校不养宠”公
益宣传活动。该校不少学生
社团积极参与其中并将活动
覆盖面向其他高校扩大，令
“在校不养宠”成为海南高校
中一股新的潮流。

用手“说话”用心交流

练习手语练到手抽筋

期待社会对听障群体更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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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家长带领下，与动物亲密
接触，在游玩中增进自然知识。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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