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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小棕熊和利利
■ 陈子含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里，小棕熊正在家里
冬眠。突然，在小棕熊的洞口出现了一个小
朋友。小朋友看到洞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熊，
就想带它回家。

小朋友刚把小棕熊抱上车，小棕熊睁开
了惺忪的睡眼，这时它看到周围陌生的环境，
它叫道：“你是谁？这是哪儿？你干嘛抱着
我？！”说着，它便从小朋友的怀里跳起来。

小朋友说：“你好，我叫利利，我看见你在
森林里的一个洞里睡觉，那时你看上去很冷，
我就想把你带到我海南的家去。我们现在在
我爸爸的车上，他去找吃的了，等他回来我们
就走。”

“海南是哪儿？”小棕熊问道。利利说，
“那里一年四季都很暖和。到了那里，你冬眠
时就不会感到冷了。”慢慢地，小棕熊的表情
变得不那么紧张了。

利利的爸爸回来了。当他准备踩油门开
车时，后备箱那里发出了一声巨响，就像是大
炮发射的声音一样。利利爸爸赶紧下车查
看。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鹅毛大雪，
就像给大地盖上了一床白色的大棉被，一棵
大树被雪压倒了，砸到了汽车的后备箱。小
棕熊急忙下车，轻轻推了一下，这树就滚到地
面上去了。利利和他爸爸异口同声地对小棕
熊说：“谢谢你。”“不客气。”小棕熊说。小棕
熊和利利父子俩出发去海南了！

到了海南，小棕熊看到了椰子树、大海。它
觉得这里很美，非常开心地对利利说：“利利，以
后我就跟着你住在海南了。”它又对利利爸爸
说：“您能不能教我开车，这样我想家时就能开
车回家了。”

就这样，小棕熊开始了在海南的生活。
当然，小棕熊也会开着车回北方住，又在冬天
即将来临时回到利利在海南的家。

（作者系海口市琼山区第二小学学生）

你的孩子
是“隐形”留守儿童吗？

■ 刘玲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一位年轻的母
亲开着名车送女儿到贵族小学寄宿。母
亲对孩子说：妈妈为了赚更多的钱，将来
送你到更好的学校学习，没时间陪你，你
恨妈妈吗？女儿说不恨。接着女儿又对
妈妈说：等我长大了，也赚很多的钱送你
去最好的养老院。母亲听后一脚刹车停
在路边放声痛哭。

看到这个帖子，令人唏嘘不已。一
谈到留守儿童，人们通常会想到农村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然而，如今城里也出
现了很多“隐形”留守儿童。平时，父母
为了工作把孩子交给奶奶、姥姥或者为
了方便让孩子直接住校。还有太多的
家庭，孩子坐在沙发这头看动画片，爸
爸在沙发那头玩手游；孩子在玩乐高，
妈妈在旁边看手机逛淘宝。饭后，和孩
子出去散步，父母一手牵着孩子，一边
还不忘看看有没有人给自己的朋友圈
点赞。

说起留守儿童，我就曾经有过类似
的个人经历。父母为了生弟弟，把我和
妹妹分别寄养在奶奶和外婆家。我从
小和堂哥堂姐一起长大，总觉得自己是
外人，受了欺负也不敢吱声，一年难得
见几回父母。一次，堂哥堂姐捉弄我，
把房门锁住不让我进屋。晚上，打完牌
回来的奶奶开门才把我抱回家。那样
的经历在我心里留下的阴影是无法磨
灭的，委屈无人诉说，对于父母的责怪
怨恨更不会减少。那种渴望与别人亲
近又害怕和人走得太近的感觉至今挥
之不去。

在大城市生活的父母，或出于生活
的压力，或出于工作的限制，或想要给孩
子更好的教育环境，把孩子托付给老人、
亲戚或托管学校“寄养”。他们少则一周
见一次孩子，多则半年甚至更久才和孩
子相聚一次。这些父母为了给孩子最好
的物质条件拼尽了全力。但是，一旦孩
子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再多的物
质也无济于事。

有些爸妈说，“我知道这样对孩子不
好，但工作实在忙，没办法。”为事业打
拼，不是对孩子撒手不管的理由。请问
各位爸妈，平时真的挤不出一点时间陪
陪孩子吗？很多家长总是害怕孩子输在
起跑线，拼命赚钱给孩子报各种补习
班。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孩子最需要
的是什么？

温馨的陪伴以及父母的爱，是一个
儿童成长必不可少的心理营养品。年幼
时父母的高质量陪伴，可以帮助孩子建
立安全感。有的孩子虽然生活在父母身
边，物质条件优越，但是缺少父母高质量
的心灵陪伴，依旧是“隐形”留守儿童。

我认为，每天哪怕只有半个小时
和孩子相处，只要是全心全意、专心致
志地陪伴，都是有意义的！父母永远
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永远是孩子最
好的学校。多陪陪孩子吧，别让孩子
的心“留守”。

家长课堂 ■ 刘希

表姐来我家串门，看到我家蕊蕊在认真
地写作业，不由称赞道：“蕊蕊真乖，才小学
二年级就不要家长陪同写作业了，不像冬
冬哥。每天不守着他就不写作业，头疼死
我了。”冬冬是表姐家的孩子，马上就要小
升初了。

“这么大了还要父母守着做作业，是不是
你太闲了？”我跟表姐打趣道。表姐说：“我哪
里闲啊，一天忙到晚，回到家两腿都软了。可
是，做完家务还要做‘监工’，我不监督他，他
就不做功课。从冬冬上小学一年级起，我每
天晚上都要陪他写作业，真是累坏了。”

听到这，我明白了，冬冬要父母陪伴才能
写好作业的坏习惯，都是表姐做“监工”惯出
来的。父母长期的监督，让孩子没了学习的
主动性。他觉得反正有家长提醒，不监督他
就不做作业。长期以往，孩子就对家长产生
了严重的依赖。

蕊蕊刚上学时，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
“监工”，每天陪她写作业。两个月后，我问
她有哪些作业，她一问三不知。每次做作
业都必须我陪着，我一不在她就溜出去玩，
完全把作业当成了负担。尽管我多次强
调：“你是帮自己学习，不是帮我学的。”她
听后，总是很不情愿的样子。我这才明白，
我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就是问她“作业做了
没”或者“快点去写作业”，这种习惯其实是
害了她。

此后，我不再过多监督她做作业，偶尔会
抽查一下她的作业，给她辅导一些知识点。
一次，她忘了做作业，被老师批评后很不高
兴。渐渐地，她在学校开始认真抄作业题，回
到家就开始做作业。我不做她的“监工”，自
己感到轻松的同时，她的主动性反而提高了。

不要扮演孩子的“监工”，让孩子主动去
学习，让他们自己去承担自己的责任，完成自
己的任务。这样的孩子，才能成为独立自主、
有责任心的孩子。

去年5月，海南华锦旅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华锦
旅业集团）积极响应国家旅游局

“万名旅游英才计划”，走进海南师
范大学旅游学院举行首次宣讲会，
倡导与学校共同建立“校企合作共
建人才”的新模式。

宣讲会上，海南师范大学旅
游学院2010届毕业生吕玉博，讲
述了自己初入华锦旅业集团担任
导游的工作经历，提醒同学们成
为优秀导游需要具备的技能。

“海南是国际旅游岛，旅游企
业众多，我们想把在校课程延伸到

企业中去，为企业培养高素质、高
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同时也为大学
生实习、实训、就业提供更多空
间。”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
长陈才说，宣讲会结束后，海师旅
游学院便与海南华锦旅业集团举
行校企合作签约仪式暨“华锦班”
开班仪式。

“‘华锦班’是全新的办学模
式，华锦旅业集团选派优秀员
工加入‘华锦班’授课老师的队
伍中，通过校企合作发展、产学
研深度培养的方法，全面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

充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生产
力。”陈才说。

陈才表示，学校其实更重视企
业“平台留人，长期规划”的思路。
校企合作就是校企双方技能知识
体系的对接。校企合作可以使企
业得到人才，学生得到技能，学校
得到发展，从而实现学校与企业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的双赢结果。

除了“华锦班”，未来，海南师
范大学旅游学院还将与企业合作
推出“导游班”，培养企业需要的应
用型人才。

建立“华锦班”提升校企技能
为促进校企合作深

入开展，我省 2016 年正
式启动海南省 12大重点
产业人才培养联盟创建
工作。目前，该联盟涵盖
了全省 12所高职院校、6
所本科高校、3所中职院
校。

校企联姻 让学生走向更大舞台 家有儿女

别做孩子的“监工”

■ 本报记者 郭畅

校企合作，在教
育行业并不算一个
新词。

近几年，海南很
多学校不断探索校
企合作模式，与企业
共享信息资源，实现
了学生在校所学与
企业实践的有机结
合。

记者近日从省
教育厅了解到，为促
进海南省校企合作
的深入开展，省发改
委、省教育厅联合研
究制定了《海南省十
二大重点产业人才
培 养 五 年 行 动 计
划》，成立了“海南省
互联网人才培养创
新联盟”，于2016年
正式启动海南省十
二大重点产业人才
培 养 联 盟 创 建 工
作。校企合作内容
包括开展各类优质
互联网人才培养课
程建设；整合学校、
企业、行业、科研院
所资源，加强产学研
用合作；推进校企人
员互聘互派工作，实
现业内交流与合作
共赢等。

“海南省各高校
坚持市场化导向，融
入区域产业发展，与
企业的合作办学体
制不断深化，共同构
建学生、企业、教师、
学校‘四方受益’的
互惠共赢机制。”省
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朱双平表示，校企合
作搭建的交流平台，
推动着海南省产教
融合进一步发展。

“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上得
了讲堂，下得了车间，既能讲课又
能指导实训操作。”海南科技职业
学院副校长彭德福说，为了打造这
样的“双师型”教学团队，学校通过
校企合作这个桥梁纽带，坚持“走
出去、请进来”，提倡“要上讲堂，先
下企业”，要求专业教师带着任务
到企业车间、带着技术去交流。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的学生就
业率连续三年保持在96%以上，与

‘校企合作’模式密不可分。”彭德福
说，近年来，学校通过与厦门天马微

电子有限公司、一汽海马集团等大
型国企合作，建立了18个实训中
心、125个校内实训室和102个校
外实训基地，为“工学结合、理实一
体”教学模式的实施和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可靠保障。

其实，“工学一体、产教融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现代学徒
制试点的核心内容，学校与合作企
业根据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长
规律和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共同
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教
材、设计实施教学、组织考核评价

和开展教学研究。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也在不断

推行现代学徒制，引导学生培养
‘工匠精神’，企业通过师傅带徒形
式，依据培养方案进行岗位技能训
练，能够真正实现校企一体化育
人。”彭德福说。

此外，彭德福还介绍，学生进
入专业实践阶段后，安排他们到对
点企业进行较长时间的顶岗实习，
也能让学生掌握全面的操作技能，
逐步开发自己的创新思维，增强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推行现代学徒制 引导学生培养“工匠精神”

近年来，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通过境外校企合作模式，不断向
新加坡、迪拜、马尔代夫等地的企
业单位输送人才。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胡慧思，毕业后到马尔代夫国际机
场免税店工作，并担任马尔代夫国
际机场免税店品牌大使。

“我们成功推荐200多名学生
到境外企业去实习工作，目前主要
合作的企业有新加坡时代书局、新
加坡松下电子有限公司、迪拜山图
集团等，学生可通过所学专业，选
择适合自己的实习岗位。”海南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吉家
文说。

“境外合作企业工作环境好、
薪酬水平高、发展空间大，非常有
吸引力，学生在工作中容易脱颖而
出，除了胡慧思，我校毕业生邓晓
静在迪拜山图集团担任餐饮部副
经理，毕业生艾莉在新加坡卡地亚
集团任销售部经理。”吉家文说。

除了境外校企合作模式，海南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还以“三企进校
园”文化建设模式创新“第二课
堂”，以培育“企业家精神”为特色
实施“第二课堂”。

吉家文介绍，“‘三企进校园’
文化建设模式是指通过‘企业家进
校园’‘企业进校园’‘企业优秀文
化进校园’的途径，进行校企文化

融合的方式。依据经济管理类专
业、学生特点和就业方向，学院通
过精心设计，把‘企业家精神’校本
化，具体归纳为‘创新、创业、敬业、
奉献、诚信、担当’等品质，确定了
把培育‘企业家精神’作为校园文
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我们经常邀请企业家到学
校的‘经贸讲坛’授课，定期进行
职业礼仪操大赛、创业自强之星
评选等活动。”吉家文说，实践表
明，这一系列活动有效帮助学生
跨越了从学校到企业中间的文化
门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与适
应能力，让高职院校学生保持高
就业率。

探索境外校企合作模式

百名青年
海口举行成年礼

身着汉服，
倡导传统文化回归

11月 19日，海口琼台书院。来
自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琼台师范学
院等海南各高校及全国各地的100名
18岁青年，身着汉服举行了一场特别
的传统成人礼仪式。

据了解，成人礼是我国流传已久
的古礼。所谓“男子二十弱冠，女子十
五及笄”，表示一个人从孩童、少年进
入了成人的新阶段。此次活动旨在通
过汉服成年礼仪式，倡导传统文化的
回归。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迪拜实习。图片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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