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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东山岭
■ 温皓尔

今天，爸爸妈妈带我去东山
岭游玩。

来到山脚下，我们看到雄
伟的石门，石门上书写着三个
金色大字——东山岭。金字左
边是一只凤凰，右边是一条龙，
寓意龙凤呈祥。石门底下有许
多火红的灯笼。

走 过 石 门 ，上 了 几 级 台
阶，有一艘石船，船边写着四
个醒目的大字：慈航普度，船
上坐着一个逼真的石人。石
人手握船桨，手肘放在腿上，
头微微仰起，双眼紧闭。石人
是在闭目养神吗？

参观了石船，沿着石阶往
上走，我们看到一些非常矮的
石洞。通过石洞，眼前是两块
巨石。巨石就像一本摊开的大
书，中间倔强地树立着一棵翠
绿的小树，好像绿色的书签夹
在里面。抬头仰望，可以看到
巨石上遒劲有力的大字：南天
斗宿，海南第一山。爸爸妈妈
告诉我，历代文人墨客慕名游
览东山岭时，感慨这里风景灵
秀，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宝。
东山岭的摩崖石刻是万宁乃至
海南的文化瑰宝。

沿着石阶往上走，我们从
两块布满苔藓的石头中间穿
过。这两块石头中间像裂开
了一条缝，最窄处只有三四十
厘米宽，犹如一线天。再往山
上走，半山腰处就是潮音寺。
潮 音 寺 背 靠 石 壁 ，墙 是 红 色
的，瓦是黄色的。潮音寺外面
有一口古老的大铜钟。铜钟
上锈迹斑斑，好像已经在那儿
呆了几百年。每天清晨和傍
晚，潮音寺的僧侣都会敲响铜
钟，祈祷国泰民安、吉祥如意。

东山岭真美！有机会我想
再去一次东山岭，再欣赏一回
它的美景！

（作者系万宁光亚学校学
生，指导教师：熊宇轩）

习作

领英发布的报告显示，“95后”
首份工作在职时间过短，一方面在
于他们更加关注自身感受和自我价
值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当前学校教育与就业市场
之间的落差。由于缺乏对行业、职
业和具体企业的实际了解，学生对
于第一份工作往往期待过高，入职
后对于工作内容和工作节奏都无法
适应。

面对新一代的“95后”员工，如
何“留人又留心”成为企业新课
题。“年轻员工个性独立，这也是他
们求知欲强、追求进步的一种表
现。”智海王潮传播集团人力资源
总监熊艳琴说，企业要通过以下方
式帮助员工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
成长环境，帮助员工找到自驱力；
让员工价值增值；激励员工走向自
我实现。

“单位录用时会看之前的工作经
验，如果在职时间太短或频繁跳槽，
会影响下一次的求职。”有专家表
示，对于刚入职的大学生来说，辞职
要谨慎对待。在没有找到契合自身
喜好的工作时可通过跳槽去“试
错”，但不可过于频繁。

三亚学院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表
示,目前，一些“95后”心态浮躁，在
职场上一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他
们期待通过频繁跳槽来增加收入，
但是结果大多事与愿违。“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对于初入社会的

“95后”而言，学习与历练是他们的
首要任务，频繁的跳槽不利于个人
的长远发展。

曲文勇认为，“打铁还需自身
硬”，“95后”与其消极倦怠、频频跳
槽，不如多花时间修炼长远“内功”。
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才能更好
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跟上时代前进的
步伐。

调查显示，“95后”首份工作在职时间平均仅7个月

职场“闪辞”：个性还是任性？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话题

■ 羊玉秀

如果孩子的学校重视阅读，那家
长就会轻松很多；如果孩子的学校
对阅读不够重视，那家长就要承担起
监督责任。

那么，作为家长，如何让孩子
爱上阅读呢？

首先，为孩子创建一个书香环
境，让孩子随时能接触到书。家长
一开始可以经常带孩子去图书馆、
书店转转，挑选孩子喜欢的读物。
如果孩子独立阅读有困难，家长可
以读给他们听。

其次，帮助孩子选择合适的书
籍。在选择书籍的过程中，家长要
注意倾听孩子的声音，允许他们选
择自己喜欢的书籍。

我的孩子上三年级时，他的同
学中正流行阅读搞笑漫画。我的
孩子也买了几本，和同学们换着
看。我问他：“很好看吗？”他说：

“很搞笑，班里的同学都看，我不能
不看。”我想，阅读应是愉悦的，如
果强行制止，不但会使孩子对阅读
产生抵触情绪，还会阻断孩子和同
龄人的交流，得不偿失。过了不
久，这几本漫画就被儿子打入了

“冷宫”。
此外，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

过程中，最好有一段家庭共读的时
光。比如，午饭后的小时光或是晚
上临睡前的亲子阅读时光。家庭
共读时，不要开电视，家长也不要
玩手机。家长和孩子可以各自阅
读喜欢的书籍，也可以一起共同朗
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亲
子阅读，是最好的增进彼此情感的
方式，对孩子的成长将起到很大的
帮助。

家长要有一颗从容的心，等

待孩子慢慢成长。即使他现在
在班里不那么起眼，即使他的成
绩不那么理想，父母要相信通过
大量的阅读，孩子一定会有进
步。

我的孩子生性愚钝，学前班时
还不会写字，这在“不能输在起跑
线上”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小
学一二年级时，别人家的孩子经常
考满分，他从未考过满分。但是，
我的孩子从小爱阅读。他小学成
绩还是中等水平，小学毕业时在班
里已经名列前茅。现在，他上中学

了，虽然不是“学霸”，但在学习上
不需要我们操太多的心。而这一
切，阅读功不可没。

目前，越来越多的家长都认
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学校所有的
课程都根植于阅读之上，阅读是
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从小培养
孩子的阅读习惯，是家庭教育的
重中之重。就像那首小诗写的那
样——“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
一箱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
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我有
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

9.6万名中学生测评显示：

作业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课外培训到底管不管用？“刷题”能不能提高

成绩？作业时间越长，成绩就越好吗？睡眠质量
与学习质量有多大关联？……日前，长沙发布了
针对全市 252 所普通初中、74 所普通高中共 9.6
万名中学生的《长沙市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综合评
价报告》，以大数据的方式，从侧面给出分析答
案。

测评数据显示，学生品德行为表现良好，学业质量
保持较高水平，整体呈现均衡发展态势，体质健康水平
不断提升，学业负担有所减轻，学习自信心和学习动力
增强，教师专业素养不断提升，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总体
比较满意。

但另一方面，部分学生睡眠时间不足、作业时间偏
长。2017年，长沙市仅有23.21％的初中生、37.01％
的高中生每天睡眠时间达到规定标准，有37.43％的初
中生、26.99％的高中生每天睡眠时间分别在8小时和
7小时以下。

报告显示，睡眠不足会影响学业质量。对比初
高中学业增值前30％与后30％学校的学生睡眠时
间状况，前者睡眠时间测评指数显著高于后者。

与此相呼应的一个结论是，作业时间过长，对成绩
提升没有显著作用。统计发现，学业成绩较好的学校，
其学生每天完成学校作业的平均时间分布在1.5—2.5
小时区间内，而超过3小时以上，学生的学业成绩出现
平缓和下滑趋势。教育部门提醒，学生要合理安排学
习时间，不能盲目“刷题”。

“校外增负”“课外加餐”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
担。统计显示，25％的初中生和13.76％的高中生表
示自己参加了3门及以上的校外文化课培训班。

然而，课外培训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选取学生
参加课外培训比例占前30％与后30％的学校对比显
示，参加课外培训班越多，并不意味着学习成绩越好。
教育部门提醒家长和学生，“不要过分迷信课外培训，
要防止过度补习降低学习兴趣的现象”。

（据新华社电）

物理学家在线公开课
吸引18.5万中小学生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 3节在线直播公开
课，今年暑假累计有全国18.5万名中小学生报名听
讲，上万人参与互动提问。借助新的知识传播渠
道，科学家的眼界与视角给中小学生学习带来全新
启发。

中科院物理所科研人员魏红祥、梁文杰、程金光，
分别以“探索神秘的物理世界”“揭秘纳米材料的奇妙
性质”“压强的应用和探索”3个主题，通过实验视频展
示、模型分析等方式为学生们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据在线直播课程平台“猿辅导”统计，报名听讲的
18.5万名学生中，有约1.5万人来自西藏、新疆、青海等
偏远地区。

“听了课感觉对未来很憧憬，看看手边的物理模拟
题也感觉顺眼多了”，不少学生听完物理公开课后这样
留言、点赞。

魏红祥表示，在权威科研机构与普通青少年之间
搭建起直接交流平台，可以帮助学生们跳出课本学习
知识，借助科学家的视角去观察有趣的科学世界，进而
改变对学习的认知，重新思考学习的意义。这也是在
更广阔的基础上，为国家基础学科研究的未来发展和
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中科院物理所近年来不断探索如何面向青少年进
行物理科学的深度科普传播。该所早前在“猿辅导”开
设的科学专栏，上线1个多月即有超过百万中小学生
浏览。 （据新华社电）

上海试点小学低年级主题式课程

让学生
在“玩玩做做”中学习

绘制学校平面图、制定班级规则、学会报警和画
逃生线路图、为社区服务提出改进建议……新学期，
不少上海小学生将在知识学习之外，广泛参与这类
好玩有用的小任务。记者从上海市教委获悉，去年
11月以来，上海在16所小区先行试点小学低年级主
题式综合活动课程，形成了初步经验。今秋开学，这
一课程将在黄浦区全区试点。

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处长杨振峰说，综合活动课程
就是采用体验、探究、游戏等方式，从学生生活出发选
取主题，设计活动和学习任务，让学生在“玩玩做做”中
学习，引领学生认识、发展自我，参与并融入社会，亲近
并探索自然。

据悉，这一课程目标包括“我与自己”“我与社会”
“我与自然”三个维度，“我与自己”强调认识自己、管理
自己和表达自己，“我与社会”强调遵守规则、乐于交
往、爱国自信，“我与自然”强调喜欢提问、敢于尝试、亲
近自然。

上海市教委表示，小学低年级主题式综合活动
课程是上海深化“零起点”“等第制”的重要举措，也
是治理幼儿园“小学化”、促进“小幼衔接”的重要内
容。

（据新华社电）

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
家有儿女

资讯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你干了多久？

1个月内，22岁的文
昌姑娘陈蔓学就换了两份
工作。今年刚大学毕业的
她，8月29日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前两
份工作做得不开心，也不
想委屈自己。直到第三份
工作，她才觉得挺合适。

近期，知名职业社交
平台领英发布的“第一份
工作趋势洞察”报告显示，
由于更加追求独立自主，
关注自身感受和自我价值
的实现，“95后”的第一份
工作在职时间平均仅7个
月。报告发布后，相关话
题迅速登上网络热搜榜，
引发人们热议。

第一次辞职时，符妹并没有
犹豫太久。1995年出生的符妹，
去年大学毕业后从广西回到家乡
海南。她在三亚一家房地产公司
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房
产销售。“干了8个月，发现自己
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对前途也
感到渺茫，于是就辞职了。”符妹
说。

符妹不觉得辞职是多大的
事，她身边的“95后”伙伴们，很
多人的第一份工作都只干了几个
月。

今年从海南一所高校旅游管
理专业毕业的王泽伟，第一份工
作是旅行社导游，算是“专业对
口”。但是，他只干了4个月，就
选择离职。“现实和理想差距太
大，工作比较辛苦，收入也不尽如
人意。”王泽伟说，他反复问自己

“干这份工作到底图啥”，最后决
定辞职。

“和‘70后’‘80后’相比，初
入职场的‘95后’在辞职这件事
上显得更果断。”海南师范大学新
闻传播与影视学院党委书记陶海
生说。

领英的统计报告显示，职场
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
呈现出随代际显著递减的趋势。
其中，“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
超过4年才换，“80后”则是3年
半，而“90后”骤减到19个月，“95
后”在职仅7个月就选择辞职。

今年，约有850万毕业生
走进职场。许多初入职场的

“95后”，一言不合就“闪辞”。
专家表示，毕业生“闪辞”有更
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在校学习
的理论知识跟不上工作岗位的
实践需求，工作中容易产生挫
折感；二是成长于更加宽容和
优越的社会环境中的现代年轻
人，个性自由，就业之前不为生
活忧心，一旦独自面对骨感的
现实，极易产生巨大的心理落
差；三是将投靠父母作为后盾，
为他们“闪辞”增添了底气。

“工作要找自己喜欢的。”
陈蔓学认为，辞职并不等于任
性，更不等于不能吃苦。频繁
跳槽也不意味对工作“不忠
诚”。

“很多‘95后’将首份工作
视为人生中的‘试错’机会。找
工作，就如同谈恋爱，不合适了
即使再努力，最终也难免分道
扬镳。”陈蔓学说。

陶海生也用谈恋爱来比喻
找工作。“恋爱是一个双方相互
选择的过程。”陶海生说，用人
单位对员工选择的同时，员工
也会对用人单位进行选择。

“每个时代的职场人群所
处环境各有不同。和‘70后’

‘80后’相比，‘95后’的生活环
境更优越。很多‘70后’‘80
后’出来工作后，就要养家糊口

或补贴家用，而‘95后’大多不
用承担这些生活压力。”陶海生
说，在工作中，很多“95后”更
有个性，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
现，例如兴趣爱好的实现、能力
获得发挥等。

三亚亚龙湾瑞吉度假酒店
有近700名员工，“90后”员工
占了五分之二，其中有几十名

“95后”员工（含实习生）。该
酒店人力资源总监罗聪表示，

“90后”年轻员工最鲜明的特
点就是有个性，在工作中有自
己的想法，也敢于表达自己的
想法。他们紧贴时下的网络潮
流，接触到很多前沿信息，对于
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很强。

出生于互联网时代，“95
后”如今获取职业信息和机会
的渠道越来越便捷，更换工作
也变得更加简单和频繁。三
亚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老
师朱永芬认为，“如果在工作
中碰到小困难、小问题就辞
职，可以说是‘任性’。但是，
人才流动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从更加关注自我发展的角度
来看，在跳槽中找到理想工作
也值得鼓励。

采访中，有专家提醒，健康
的职场流动应发生在个人能力
超出岗位需求又无法获得更好
的发展空间时，而不是一遭遇
困难就撂挑子。

许多“95后”一言不合就“闪辞”

跳槽“试错”别太频繁

首份工作在职时间
呈代际骤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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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跳向何方？

薪水低 上司怪癖

距离太远

专业不适 交通不便

无偿加班

辞 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