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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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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131

师说心语

热点
难忘大学好时光
■ 常要中

考入大学的那年秋天，我去学校报到，交完学
费后，兜里仅剩五十块钱。

这五十块钱，是母亲在风雨中跑了整整十五
家后，才给我借到的。拿着这沉甸甸的五十块钱，
我知道，这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可又远不够我一
个月的生活费。

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是我们这个家族里近百
年中唯一一个能吃“皇粮”的人，父母内心的欢悦，
自不必说。为了给我筹措学费，家里的粮食已经
卖完。当时的我，除了一身衣服，已无物可当。要
想维系四年的大学生活，最好的办法，就是勤工俭
学。

那几年，学校附近有的是工地。我周末又有
的是时间。于是，我就去那里找到施工队老板：

“星期天给您打工，要不要？”大多数老板比较喜欢
没什么要求的打工仔，再加上我看上去身强体壮，
什么样的重活脏活都愿意揽，所以碰壁的机会不
是太多。

活找到了，接下来就是拼命去干。周末，风风
火火干上十几个小时，我就能领到二三十块工钱，
下一周的生活费就有了保障。

周日下午，是不能再干的，在火辣的阳光下发
狂般地运砖拉灰，我浑身早已湿透，衣上沾满泥
浆。晚上还有自习，我要先洗掉一身难闻的水泥
味，再走进教室，拿起心仪的书本。

和我一起在工地挥汗如雨的，都是农民工兄
弟。他们干活利落，性格豪爽。只是在收工的夜
晚，他们望着街道上的车水马龙，盯着住宅楼里透
出的不属于自己的灯光时，眼中才流露出对家的
向往和对艰辛生活的惆怅。他们关心的，是家中
父母和妻儿的衣食；我难忘的，是爹娘对我满怀期
待的目光。

有一个假期，我每天都拽着载货近千斤的拉
车，在两个相距三公里的工地上来回穿梭，从晨
星未落开始，一直干到满城灯火辉煌。那段时
间，特别是在晚上，我独自一人低头拉车行走在
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上，脸上的汗水在闪亮的灯
光下不断跌落。但不同的是，我有自己不能丢弃
的尊严。郁达夫说，他是“绝交流俗因耽懒，出
卖文章为买书”，而我，是在用自己的汗水，滋润
着难得的读书热土。四年间，除了去工地找活儿
干外，我还到仓库装卸货物，给人送报纸，也做
过家教……

用汗水挣来的钱，是舍不得乱花的。有时，为
了节省一毛钱，我宁愿多走两三里路，去买一把面
条；即使再渴，我也一直固执地认为喝一瓶矿泉水
是种奢侈。

有了生活的资本，在学校的日子里，最重要
的，就是读书。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藏书甚富，穷
四年之功，如饥似渴也难以读完。为了能多借几
本书，我办了两个借书证。晚自习后，我还要借着
洗手间昏黄的灯光，读上一两个小时。

一次去图书馆借书，一位新来的管理员给
我介绍周作人的小品文。一位老管理员告诉
他：“你最好让这位同学自己来选，因为咱们的
古典文学和民国时代作家的藏书，他已基本读
完。”

值得庆幸的是，大一时，经朋友介绍，我认识
了省报主编李老师。当我第一次拿着自己写的几
篇文章拜访他时，李老师说：“你就按着这种风格
写下去，三年后再来找我。”大四那年，当我再次把
一篇散文交到李老师手里时，几天后，那篇文章便
出现在报纸副刊的头条上。

四年的大学生涯结束了，弹指间又过去了十
多年。前天，收到一位厦门大学毕业的学生来信：

“老师，我很骄傲能像您一样，大二时不但没再向
父母要过学费，每年还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往家里
寄钱……”

读到这里，我心头一热，历历如昨的大学生活
画面，再一次迎面扑来……

（作者单位：五指山市五指山中学）

一次难忘的尝试
■ 邢蓝予

两年前，班上好多同学都有
自己的宠物，我也让妈妈给我买
了一只鹦鹉。妈妈一开始嫌吵，
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

妈妈给我买了一只蓝色的
鹦鹉，我好奇地端详着它：它有
一张尖尖的小嘴巴，两只眼睛黑
豆一样滴溜溜转。它边吃东西
边嘀咕，十分有趣，我给它取名
叫“蓝精灵”。

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里养宠
物。这只小鹦鹉太可爱了。到
了吃饭的时候，我拿着鸟粮，

“哗”地一下倒进“蓝精灵”的食
槽里。它一看见吃的，就扑棱着
翅膀凑过来，小鸡啄米似地吃个
不停。不一会，鸟粮就被它吃得
一干二净，它瞪大眼睛看着我，
好像在说：“还要吃！还要吃！”
我哭笑不得，“原来它还是个吃
货啊！”

更有意思的是，每次我一弹
钢琴或听音乐，“蓝精灵”都会站
在鸟架上，叽叽咕咕唱个没完，
叫声时高时低，忽快忽慢。它那
份投入的神情真让人感动，我想
这就是鸟类的歌谣吧！虽然听
不出里面的节奏和旋律，但我每
次都不会去打扰它，让它尽情地
歌唱。

有一天，我把鸟笼放到阳台
上，“蓝精灵”望着辽阔的蓝天激
动地叫个不停，这时刚好有一群
白鸽飞过，它看得出了神，对着
鸟群啾啾地叫着，眼神里充满向
往。我心里一紧，莫名地有点难
过。

过了几天，我正在弹钢琴，
竟然没有听到“蓝精灵”的伴奏
声。我感觉有点不对劲，跑到阳
台一看，鸟笼里居然空空如也，
有两根铁丝被挤开了。我顿时
愣住了，“蓝精灵”竟然飞走了，
也不知道它哪来的勇气。我望
着蓝天发呆，忽然想起“蓝精灵”
前几天望着蓝天的眼神。我叹
了口气：或许这也挺好的，天空
才是它的归宿。

这次饲养宠物的经历让我
明白了：任何东西都束缚不住自
由的灵魂，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别
人追求自由！

真是一次难忘的尝试。
（作者系海口市滨海九小西

海岸校区六年级（4）班学生）

■ 张成林

大学毕业了，接下来怎么办？
毫无疑问，就是该工作了。说得文
雅点，这是人生由一味索取到做出
社会奉献的重要转变；说得现实点，
这是养活自己、自我谋生的必由之
路。然而，每年毕业季，总有相当一
部分学生在择业上心存“佛系心
态”，在本该忙着求职的时候，却呈
现出一副极超脱的样子，再加上还
有“慢就业”这个略带褒义的词可以
利用，更是助长了一些学生对求职
的漠然。

按理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道路选择、人生规划，本无需旁人
指指点点。可是，那些“慢就业”
者，不妨扪心自问，到底对未来有
怎样的规划和选择？事实上，有多
少人“慢就业”只是为了逃避、掩
盖、躲避日渐加剧的就业竞争，掩
盖自身的“本领恐慌”。或许一句

“慢就业”，就能把自己说服了，可
是成年了依然不能独立生存，对父
母怎么交代，周围的朋友又会怎么
看？你们又有多大力气能背负起

“啃老”“无所事事”“学而无用”等
标签？

再则说，“慢就业”慢到什么时
候才是头呢？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
实，那就是就业压力将逐年增大。

据报道，明年高校毕业人数将增至
800多万人，“史上最难就业季”将一
直沿用下去；而且人工智能正加速
兴起，人们的就业形势无疑会更加
严峻。另外，职场毕竟跟学校不同，
在校学习内容大多变化不大，而职
场可谓日新月异，离职三月就有落
伍之感。面对如此形势，奋起直追
尚恐有失，我们还有何理由观望拖
延？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基于当前
本科教育现状，以及就业形势的严
峻，毕业生选择缓就业很多时候也
是无奈之举，可以理解，但这毕竟不
是长久之策。身处当今社会，工作
是安身立命之本，逃避不得。与其
不就业或者“慢就业”，倒不如直面

现实，扯掉各种借口和伪装，从此刻
做起，哪里不足补哪里，为求职就业
早作积极打算。当然，无论是学校
还是社会，也别总拿“慢就业”概念
来搪塞自身教育以及就业工作的不
足。

在本该担责任、出力气的时候，
万不可拿“慢就业”来一味逃避。有
些话，父母没法说，朋友不好说，但
我们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鲁迅先
生曾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
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
们不妨把赤裸裸的现实扒开来，迎
着严峻的现实“闻鸡起舞”，向着自
身的短板对症施策，以更加积极昂
扬的姿态，奋力去书写青年人应有
的精彩故事。

“不主动积极就业，选择‘慢就
业’并非良策。”胡海强认为，很多毕
业生选择“慢就业”，看起来是为人
生创造缓冲期，以后再争取更多机
会，实际上却是一种逃避就业的表
现。与其用时间做赌注去赌未来，

不如拿出步入职场的勇气，主动迎
接就业挑战。

雷小明则提醒，大学毕业生在
择业时，应该选择能够让自己不断
成长和进步的工作平台，不应过度
看重福利待遇和工作的稳定程度，

要在不断发展中求稳定。千万不要
因为害怕就业，而错过应届毕业生
就业的最佳机遇期。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相关负责人
建议，大学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应
将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职

业生涯规划教育应当贯穿大学生涯
始终，而不是只在学生即将毕业的
时候才匆忙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要
与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专业、理
想相结合，让毕业生能够在适合自
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慢就业”并非良策

快言快语

■ 本报记者 侯赛

2018 届全国
普通高校毕业生预
计有820万人。记
者日前从海南大
学、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等我省高校了解
到，目前各大高校
的冬季校园招聘已
接近尾声。

记 者 采 访 发
现，许多“95后”大
学生求职紧迫感明
显降低，开始出现
“慢择业”现象。此
外，许多大学毕业
生在就业选择上，
呈现出多元化趋
势，网络主播、自媒
体运营者等新兴职
业备受青睐。

记者走访各大招聘会发现，与
前几年招聘会上大学生挤破头投简
历、着急定下工作相比，今年的“95
后”大学生表现颇为淡定。一些学
生已经握有单位或企业的录用通
知，但是并不着急签工作合同。

海南大学大四学生李晓峰告诉

记者，虽然已有数家单位向他伸出
橄榄枝，但他并不着急定下工作。
他认为，参加年前的招聘会是感受
行业冷暖的重要机会，也是检验自
己能力的一个机会，最后的工作去
处还要再考虑一下。

对于一些毕业生的观望心态，

招聘企业也感受颇深。参加海南大
学招聘会后，一家民办培训机构相
关负责人梁先生告诉记者，虽然投
简历的大学生不少，但是最后签订
协议的寥寥无几，该公司的招聘计
划目前完成量不足20%。

据海南大学招生就业处不完

全统计，该校 2018 届毕业生中，
包括出国出境、保研与签订三方
协议的学生，目前就业率约为
32%。记者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和海南师范大学了解到，目前这
两所高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也基本
维持在三成左右。

不少学生青睐“慢就业”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就业创业与
校友办副主任胡海强告诉记者，该
校2017年招聘会共有200多家企
业参与，但很多企业都招不到人，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95后”毕业生们

“不着急就业”。
据胡海强介绍，近期参与该校

招聘会的招聘企业主要有三大类：
实业企业类、酒店服务类和民办教
育类。从月薪待遇来看，房地产企

业大概为每月4000元—6000元，
酒店服务类企业 2000 元—3000
元，教育类企业2000元—4000元。

“众多大学生择业时，一是考虑
薪资待遇，二是考虑工作强度。从
薪资待遇来看，目前房地产类企业
稍高，但是工作强度较大，而酒店服
务类和民办教育类企业，薪资待遇
则偏低。”胡海强表示，很多生活条
件优越的“95后”，在校期间每个月

的生活费大约是2000元。让他们
去干月薪2000元工作，还要承担租
房费用，有人对此并不情愿。

记者随机采访后发现，有一成
左右被访学生选择“不就业”或者

“慢就业”，其他毕业生的去向也是
五花八门：有的继续读研，有的选择
创业，有的则选择当网红直播，有的
直接回老家结婚生子。

和稳定的“铁饭碗”相比，很多

“95 后”在就业选择上以“兴趣为
先”。海南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就业
管理科副科长雷小明表示，对于很多

“95后”毕业生来说，公务员、国企等
所谓的“铁饭碗”不再有太多的吸引
力。据不完全统计，去年该校报名参
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还不到毕
业生总量的一成，更多“95后”希望能
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职业，例如网络小
说写手、自媒体运营、做网络主播等。

“95后”找工作“兴趣为先”

别把“慢就业”当成逃避自立的借口

海口城西中学
举行书法比赛

1月5日，海口市城西中学，168名师生参
加硬笔字和毛笔字比赛。

据了解，海口市城西中学以打造“翰墨书
香”校园为载体，以构建书法教育特色学校为
办学目标，通过“双写文化”（写字写作）进课堂
活动，引导学生“写一手好字，写一篇好文，做
一个好人。”

城西中学将书法课纳入校本课程研发，建
立校本书法教育课程标准，要求学校师生共同
接受书法教育。该校规定每位教师每月都要
交两张毛笔字和一张硬笔字作业，把写好“三
笔字”（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作为教师的一
项基本功。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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