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多帆船赛事和帆船课程为我省青少年打开一片新天地

扬帆破浪恰同学少年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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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古柳村教育基金会
奖励34名优秀学子

教得好没论文
也能评教授了！
多地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在改革

没有一篇“达标”论文却评上了教授，最近，南

京林业大学理学院教师蒋华松成为该校凭教学专

长晋升教授的第一人。

类似这样不单纯以论文来评职称的高校越来

越多。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百余所高

校进行了职称评审改革，逐步打破长期以来“唯学

历、唯资历、唯论文”的评价导向。

蒋华松从教33年，公认课讲得好，但因为缺

少论文，在副教授的岗位上一待就是12年。今年

3月，《南京林业大学教学专长型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条件（试行）》出台，在对教学专长型老师进

行职称评聘时，不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考核内

容。没写一篇“达标”论文的蒋华松终于评上了教

授。

近几年，国家接连出台关于改革高校教师

评价制度的文件，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

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办、国办《关于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教育部、人社部《高

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等，均明确提

出，改变“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人才评价

标准。

各地高校结合实际纷纷进行探索，调整评价

指标，高校长期被诟病的“教得好不如写得好”的

情况正在发生改变。记者梳理发现，高校职称评

审改革主要集中在几方面：

——不唯论文，看教学水平和具体成果。江

苏不少高校规定：在对教学专长型教师进行职称

评聘时，不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考核内容，重点

考察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北京建立高

校职称评审代表作制度，从“评论文”改为“评成

果”，教师可从论文、论著、精品课程、专利等不同

成果中，任选最能体现能力水平的作为职称评审

的主要内容。

——不唯资历，看代表成果和实际贡献。南

通大学90后教师葛明政，2018年一进校工作就

享受校聘教授的待遇，跨越了任职年限的门槛。

葛明政目前已在多种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

20多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8篇，

影响因子大于10的就有3篇，还拥有6项发明专

利。

——不搞“一刀切”，特殊教师岗位单列单

评。南京理工大学设传学院教师姜斌是学校第一

位实验教师型教授。“这在以前是不太可能的。”姜

斌说，现在学校专门设立实验教师岗，解决了职称

晋升的问题。暨南大学不仅把教学型教师单独评

审，还把思政、实验室教师等以前难评或没机会评

正高的岗位单列单评，拓展这些教师职业上升通

道。

不过，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推进改革还面

临诸多难题。

有教师认为，教学专长型教师的评价标准

难以量化，存在虚化、放水、看人情、走关系的风

险。过去对论文的硬性要求虽有缺陷，但还是

客观标准，如果依赖同行、学生打分，主观性太

强。还有一些专家认为，改革应防止从一个极

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片面强调论文到单纯重

视教学。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贵等专家表示，

职称评审改革是大势所趋，但亟待建立更加细化的

标准，构建更加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体系和方

法。

（据新华社电）

8 月 17 日，2019 青少
年OP帆船国际城市联赛暨
摩纳哥OP级帆船赛中国赛
（以下简称青少年OP帆船
中国赛）在三亚举行。在为
期两天的比赛中，来自厦
门、深圳、苏州、海口、琼海、
三亚等地的近50名小选手
在三亚扬帆起航，争夺前往
摩纳哥的6张赛事入场券。

近年来，我省部分中小
学校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
资源优势开设帆船课程，或
者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
方式，聘请帆船俱乐部教练
到学校开设帆船课程。此
外，随着世界青年帆船锦标
赛、青少年OP帆船国际城
市联赛等赛事在海南相继
举办，我省越来越多青少年
有机会接触帆船、了解帆
船，爱上帆船运动。

惠君老师：
您好！今年 9 月，我将升入高

中。眼看着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我
突然陷入紧张和焦虑中。我能想象
得到高中生活充满了压力，我担心自
己一开始会乱了阵脚输在起跑线
上。请问在高中的新环境中，我该如
何以不变应万变？请赐教，谢谢！

——一名不知所措的准高中生

准高中生：
你好！从今年9月起，你就要从

初中生转变为高中生。这个过程中，
你要积极主动地适应新环境、新角色
和新任务，这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
程。

事实上，适应是生命永恒的主
题。人生的每一次转折都可能伴随
着适应困难。人们在适应期内可能

会感到沮丧、孤独无助和手忙脚乱。
心理学上将这些不适、不安和焦虑等
症状统称为适应困难或适应不良。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是适应新环境和
获得成长的必经之路。在一段时间
内，忙乱是必然的。如何与忙乱和谐
共处而不被其所困，你需要找到以不
变应万变的定力。我建议你从以下
四个方面进行积极应对。

1.觉察并接纳自己的情绪。首
先，你要对新环境可能带来的困扰提
前做好心理准备，保持对情绪的敏锐
觉察，接纳所有合理的情绪。进入一
个陌生的环境后，很多人都会感到忙
乱不堪、应接不暇，因此产生焦虑不
安、孤独无助等不适感，这是正常合
理的情绪反应。人们无须为此感到
自责、自卑和自我否定，而是要坦然
接受这些情绪的存在，节省与其抗争
的能量。你可以试着积极定义困扰
自己的情绪，向经历的一切学习，把
关注点转向自己力所能及的建设性
事项。例如，在情绪混乱无法做难题
时，不妨做一些简单容易的功课来稳
定自己的情绪。

2.给情绪一个安全出口。当消
极情绪降临时，请学会给情绪一个安
全的出口。所谓安全的出口，至少要
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无伤，二是舒服，
三是有滋养。情绪出口的底线是用
不伤害自身和他人的方式宣泄情绪，
做到不伤人害己。要尽可能选择一
些健康积极、让身心舒畅又有营养的
情绪出口，比如倾诉、听音乐、运动、

做手工、看电影和观赏风景等。
3.对新环境做出积极响应。解

决情绪问题后，你要在行动上对新环
境做出积极响应。面对新环境最聪
明的做法是积极行动起来，留心观察
并主动适应新环境。你可以尝试以
下方法：第一步，寻找可利用的资
源。留心观察环境中可借鉴和利用
的资源，包括家庭资源、学校资源、老
师资源和同伴资源等；第二步，努力
从忙乱中找到规律。了解学校功能
室位置、规章制度、作息规律、宿舍生
活秩序等，从中寻找与之相适应的生
活规律；第三步，根据规律建立新的
生活秩序。根据学校要求和你发现
的规律建立新的生活秩序。当你的
生活节奏与学校要求相适应时，你就
摆脱了忙乱的生活节奏。

4.用喜欢的方式安抚自己。忙乱
的环境容易使人的情绪产生混乱和
波动，此时最好的安神剂是你所热爱
的事物。当你因为忙乱而焦虑时，去
做一件你喜欢的事犒赏自己，让你的
情绪稳定下来。

兴趣爱好是人们自助的良药。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人无癖不可
交也，以其无深情也。”我认为，人无
癖好还有一大隐患，那就是少了一条
自娱自救的路。如果你平时有一些
兴趣爱好，请一定要继续保持；如果
你目前还没有任何兴趣爱好，请想办
法培养一两个可持续一生的兴趣爱
好。生活中，能时时安抚你、让你活
得幸福愉悦的，大概就是这些看似无
用的兴趣爱好了。

孩子，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
永远在变。所以，最明智的态度就是
顺势而为，从中学习不忧不惧与变化
共处的经验。升入高中正好给你提
供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与其纠
结于新环境的忙乱，不如省下力气充
实自己，学习一些实用技能。专注做
好自我修炼的功课，尽可能充盈和强
大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有足够定力应
对世界的变化无常，在不确定的环境
中活出笃定与自在。

惠君
（作者系海师附中心理教育中心

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特级教师）

新生如何适应高中新环境？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比赛当天，风浪较大，我见到
了很多水母。”孙牧晨对海南日报记
者说，“参加帆船运动，让我见到了
不一样的大海。有时，大海很冷酷，
几个大浪就能把小船吹翻。但是，
在等风来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大海
的温情。”

长期参加帆船运动让孙牧晨的

皮肤变成了古铜色。她对此却不以
为然，“能与大海亲密接触，一切都
值了。”

7岁的李婀娜是北京市海淀外
国语实验学校海南校区一年级学
生。身材瘦小的她近日在三亚参加
了青少年OP帆船中国赛。

“孩子目前的体重约20公斤，

一艘 OP 级帆船的重量约 35 公
斤。比赛前，她要拖着帆船到岸
边，完成绑帆、安装斜杆等步骤。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困难，但是她成
功做到了。”李婀娜的母亲徐女士
自豪地说，学习帆船不仅能开阔孩
子的眼界，也让孩子变得更加坚强
勇敢。

“帆船运动是一项集竞技、娱
乐、观赏和探险等内容于一体的水
上运动，能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
提升团队协作和应急能力。”三亚
阳关帆船帆板俱乐部教练王宏振
表示，帆船是一个媒介，孩子们通
过帆船运动能看到更加广阔的世
界。

“海南四面环海，发展帆船运
动拥有天然优势。”苏州西曼帆船
俱乐部教练李志安说，在苏州，孩
子们大多在湖里进行帆船训练。
为了参加青少年OP帆船中国赛，
俱乐部教练带着 10 名参赛选手
提前来到三亚练习，以便更好地
适应赛事场地。

10岁的孙牧晨是天津市逸阳小
学五年级学生。去年暑期，她开始
在海口风帆航海俱乐部上帆船课。

“海南有广袤无垠的大海，在这里玩
帆的感觉很好，以后我还要继续过
来训练。”孙牧晨说。

“提起三亚，人们的脑海中就会
浮现阳光、沙滩、大海、椰林等场
景。三亚这座拥有热带滨海风光
的国际旅游城市，一年四季都可以
开展帆船运动。”中国帆船帆板协
会执委魏军说，国内外大型帆船赛
事相继在三亚举办，也为青少年接
触、参加帆船运动提供了便利条

件。
据介绍，近年来，三亚举办了

“OP帆船游学夏令营”“三亚OP帆
船进校园”等活动，众多三亚中小学
生踊跃报名。

“从2016年起，三亚市第九小
学、第二中学、凤凰中学、天涯中学等
中小学开展试点，将帆船知识普及、
实践操作等内容纳入学校体育教学
体系，为三亚发展青少年帆船运动打
下了坚实基础。”三亚市教育局体育

卫生与艺术教育科科长王卷雄说。
无独有偶。上个月，我省首个

中小学校帆船帆板训练基地在海
口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揭
牌。海口市教育局授予海南华侨
中学、海口海港学校、海口市滨海
第九小学、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4
所学校“海口市帆船帆板运动特色
学校”称号，并将在这些学校进行
帆船帆板训练先行试点，学生可免
费接受相关培训。

绑帆、安装斜撑杆、结绳、调整
帆杆和斜拉器……8月17日上午，
三亚市凤凰中学初一学生李吉伟熟
练地在海边组装帆船，为参加青少
年OP帆船中国赛做最后的赛前准
备。

“两年前，我在学校参加帆船课
程学习，发现自己对这项海上运动
很感兴趣。”李吉伟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此后，他又利用假期到帆船俱
乐部进行更系统的专业学习，驾驶
OP级帆船的技术有了很大提升，并
陆续参加了一些帆船比赛。

如今，我省越来越多青少年像
李吉伟一样接触并爱上了帆船运
动。

今年3月，第10届环海南岛国
际大帆船赛举行。在参赛的100多
艘帆船中，近50艘为海南青少年驾
驶的OP级帆船。众多帆船赛事的
举办，加上“帆船走进校园”等系列
活动，为我省青少年提供了更多在
海上乘风破浪的机会。

正值暑假，许多面向中小学生
的夏令营活动在海南举行，帆船、帆
板等海上项目备受青睐。日前，三
亚海南亲水运动季青少年OP帆船
夏令营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开
营，来自山东、福建、广东等地的20
名青少年在此感受帆船运动的魅
力。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司南
杯大帆船赛、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克
利伯环球帆船赛……三亚市旅文局
调研员唐嗣铣表示，随着众多大型
帆船赛相继在海南举办，国内外专
业帆船选手纷至沓来，不少帆船爱
好者也前来观赛和参加帆船运动。
得益于日渐完善的游艇码头等基础
设施，我省青少年帆船运动也取得
了长足发展。

越来越多青少年扬帆起航
得益于基础设施日渐完善，
帆船运动取得长足发展

发展帆船运动海南拥有天然优势
众多赛事落地三亚，一批训练课程在我省部分中小学试点

在小帆船中见到更大的世界
帆船运动是集竞技、娱乐、观赏和探险于一体的运动

近日，在教练指导下，学生们
在海口学习基础帆船运动知识。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刘彬宇）近日，临

高县波莲镇古柳村委会古柳村教育基金会筹资

3.3万元，表彰奖励该村34名优秀学子。

在古柳村宗祠，海南日报记者看见了古柳村

教育基金会历年捐款明细表,每名村民每年至少

捐资20元，外出干部和乡贤每人每年至少捐资

2000元。这些捐款用于资助村里考上大学和重

点中学的优秀学子。

据介绍，从2009年起，古柳村村民和外出干

部10年来一共捐资120余万元，资助了279名大

学生和160多名重点中学初一、高一学子。今年，

古柳村有1名优秀学子考上研究生，9名学生考取

本科院校，7名学生考上专科院校，17位学生考取

重点中学。

在古柳村教育基金会和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刘

剑三的积极倡导下，“崇尚教育，奖优助学”活动已

成为古柳村的传统活动。10年来，该村每年8月

都会举办表彰资助大会，激励古柳村学子奋发图

强，争取更大进步。

刘剑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年8月学校开

学前，古柳村都会在村宗祠给学子们颁奖，让他们

感受到家乡父老的殷切期望，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将来为国家富强和家乡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近日，2019青少年OP帆船国际城市联赛暨摩纳哥
OP级帆船赛中国赛在三亚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