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多数大学生每月
花费1000—2000元

海南日报记者近期走访我省多
所高校学生后发现，大部分学生每月
消费在1000—2000元，部分学生每
月花费在2000元以上。

三亚学院信息与智能工程学院大
三学生张嘉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
每个月的生活费约为2000元，主要由
父母提供，部分是自己的打工收入，“我
身边的同学每月生活费跟我差不多。”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洋信息工
程学院大四学生王则超说，“两年前，
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000元。近年
来，随着物价上涨，我现在每月的生
活费也增加了几百元。”

移动记账APP挖财记账发布的
《2019大学生消费报告》显示，在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校大学生月
均生活费超过2000元。

“一般来说，每个月2000元的生
活费可以满足大部分大学生基本生

活需求。如果每月向父母要4500元
的生活费，就有点任性了。”三亚学院
一名新生家长说。

大学生生活费花在哪？
男女生消费有别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每
月生活费是1500元，主要花在吃和
玩上。”海南大学学生利佳尧（化名）
说，“除了一日三餐，我每个月还会
付费购买一些网络游戏装备。”

与利佳尧不同的是，海口经济学院
大四学生小箐除了必要的餐饮开支，还
有一部分生活费用于旅游和美妆消费。

除了基本生活所需，有些大学生
每个月还要参加教育培训。“我本科
毕业后想到英国留学，现在每个月都
会参加英语培训班，有时候一个月
3000元都不够花。”我省一名大四学
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大学生消费洞察报告》显示，
2018年在校大学生中，女生和男生在
食品饮料、日化用品等非必要支出领

域上的消费结构有明显差异。其中，
女生在服饰鞋包、护肤彩妆等日化用品
方面的消费需求比男生高，而男生在人
际关系以及个人爱好上的支出比较高。

近年来，部分大学生高消费问题
引发热议，一些大学生存在超前消
费、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问题。采
访中，多名大学生坦言，很多消费都
是冲动消费。如今，移动支付手段越
来越便捷，商家也经常开展各类促销
活动，不知不觉生活费就超标了。

生活费超支了怎么办？受访大
学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们会使用

“花呗”“京东白条”等互联网在线消
费金融产品进行支付。也有大学生
通过兼职打工赚取部分生活费，个别
学生甚至通过非法“校园贷”借款。

专家建议：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如何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消费观和
理财观，已成为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
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王功名认为，大学生生活费标准不能
一概而论，城市物价水平不同，生活
费肯定也会有差异。“除了食宿支出
外，大学生平时还有人际交往、兴趣
爱好培养、教育培训等费用支出。”

王功名认为，针对大学生的生活
费问题，家长和孩子要增进沟通、取得
共识。家长应根据孩子所在城市的物
价水平、学业所需和家庭经济状况等
方面综合考虑，确定相应标准。同时，
要引导孩子树立合理的消费观。

“大学生应该遵循‘量入为出，适
度消费’的原则，避免盲目跟风、过度
攀比。”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工
办主任王飞说，大学生还要避免情绪
化消费，提前做好消费规划，学会理
性消费，避免出现“月初富足、月末拮
据”的现象。

王飞提醒，家长应对孩子的日常
消费情况进行适当监督，与孩子保持
良好沟通关系，防止孩子落入非法

“校园贷”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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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
准》规定小学生课
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00万字，部编教材
也把课外阅读纳入
课程教学体系。因
此，加强学生课外
阅读指导是小学语
文教师肩负的重要
使命，小学语文教
师要通过建立班级
“阅读会”，成为学
生们的“领读者”。

语文老师应该如何领读？

语文老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进
行课外阅读？笔者认为，首先要以
身作则，做个爱读书的老师，培养学
生的阅读兴趣。著名教育家朱永新
教授曾说过，“学校是播下阅读种子
最重要的地方，中小学时期是培养
阅读兴趣与能力最敏感的时期，教
师是教孩子学会阅读最关键的引路
人。”

一个不读书的老师，何以在学生
心中播下阅读的种子，点燃他们的智
慧之灯？语文老师不仅自己要爱读
书，还要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们读
书。我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两本
最近自己在读的书，有时还会摆上一
些我想推荐给孩子们的儿童读物。
上自习课或读书课时，我会把一些课
外书带到教室里阅读，边读边做批
注，以身示范“不动笔墨不读书”。下
课后，孩子们会围过来好奇地问我：

“老师，这本书好看吗？”在我的引导
下，这些书籍逐渐成为孩子们的热门
读物。有时，我会将书中部分精彩故
事片段讲给他们听，然后在悬念处戛
然而止，让他们等待“下回分解”。有
些学生实在等不及，就自己回去找书
来看。

其次，让“师生共读”走进课堂，
指导学生初步掌握阅读的方法，养
成阅读习惯。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不
是放任自流，也不是随意阅读，需要
教师的指导和帮助。

每周四下午是我们班雷打不动
的读书课时间，我们会在课上进行
好书推荐或阅读分享。更多的时
候，我会循环播放一首班得瑞的钢
琴曲，让学生们在轻柔的音乐声中
自由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这样的
仪式感让学生们对读书课充满了期
待。就像《小王子》里所说的：“仪式
能让我觉得某一天某一刻与众不
同。”

这两年，我和学生们一起共读了
《美人树》《夏洛的网》《向日葵中队》
《一百条裙子》等儿童读物。在读书

课上，我向孩子们推荐好书以及阅读
这本书的方法。例如，阅读《美人树》
时，我会让学生们注重积累书中提到
的比喻方式，了解书中童话人物的特
点；阅读《我的妈妈是精灵》时，我让
学生们找出故事中隐藏的“伏笔”，关
注人物的心理活动；读《夏洛的网》
时，我让学生们学习概括，学做批注，
知道怎么把书“读薄”，再把书“读
厚”……

读完一本书后，我和学生们还
会进行读书心得交流。根据共读书
目的特点，我们或举行读书知识竞
赛，或分享读书体会，或交流“心动
句子”……因为共读，我们有了共同
的话题，有了独特的交流“密码”。

再次，开展丰富的班级读书活
动，有效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热
情。我们班举行过亲子共读比赛、
讲故事比赛、读书知识竞赛等活动，
开展过制作读书小报、好书推荐卡
和书签制作评比、图书漂流、图书跳
蚤市场等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为
了促进亲子阅读，我们还邀请家长
们分享家庭亲子阅读经验。这些活
动有助于促进学生完成阅读任务，
让他们不断保持课外阅读的兴趣和
热情。

用晨诵课程推开课外
阅读的大门

孩子的阅读计划应是循序渐进
的，不要一开始就让孩子读名著，这
就好像让一个不会爬的孩子去跑
步。孩子从中不仅体会不到阅读的
乐趣，反而会认为阅读是枯燥与艰难
的，从此望而却步。

平时不妨从简单有趣的儿歌、童
诗童谣开始，把孩子带入课外阅读的
芳草地。用诗歌开启黎明，用晨诵迎
接朝阳，新教育实验所倡导的晨诵课
程值得我们学习实践。低年级学生
可以读诗人林焕彰的诗：“早晨，太阳
是一个娃娃，一睡醒就不停地踢着蓝
被子……”读金波的诗：“微笑是开在
脸上的花朵/微笑是暖和的阳光/微
笑是挂在嘴上的蜜糖/微笑比糖更
甜/微笑比花更香。”

中年级学生可以读雪野的诗：“阳
光下/瓢虫们/开着一辆辆/心爱的小吉
普/在枝头树叶跑道上/展开拉力赛。”
读金子美玲的诗：“向着明亮那方/向
着明亮那方。哪怕烧焦了翅膀/也要
飞向灯火闪烁的方向。”高年级学生可
以读谢尔·希尔弗斯坦的诗：“总得有

人去擦擦星星，它们看起来灰蒙
蒙。”……这些闪烁着童心光芒的诗
歌，不仅可以打开孩子课外阅读的大
门，也滋养着孩子们纯真美好的心灵。

用经典绘本点亮孩子
的阅读心灯

绘本，是图文并茂的儿童哲学
书，是阅读入门最好的读物。2017
年，由省教培院教研员、新教育萤火
虫海南分站站长王琴玉发起的“相约
绘本，与你同行”读书活动，把我省许
多师生带进了阅读的春天。我带着
我们班的孩子也加入活动中。

每周五我们班的绘本课成了孩
子们的节日。我们读《彩虹色的花》，
并制作了绘本口袋书；我们读《田鼠
阿佛》，感受“阳光”“颜色”与“词语”
的美好；我们读《一片叶子落下来》，
体悟生命的轮回与意义……

主题阅读，帮助孩子
走上课外阅读快车道

阅读是多层次的，从课文阅读
到整本书阅读，我们尝到了读书的
快乐。最近我又开始探索适合小学

生的主题式阅读活动。例如，学完
《幸福是什么》这篇课文后，我和孩
子们围绕“幸福”这个主题又一起阅
读了绘本《椅子树》和“笑猫日记”系
列故事中的《幸福的鸭子》。在主题
阅读中，让孩子们领会到以下内容：
学会分享，让椅子树获得了快乐和
美丽。幸福的鸭子“麻花儿”在给予
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幸福。幸福
就在我们周围，幸福就是这么简
单！此后，孩子们又创作了绘本口
袋书——《幸福是什么》，写下自己
对幸福的理解：“幸福是毛毛虫破茧
成蝶。”“幸福是和同学一起说说笑
笑。”“幸福是帮助别人，让别人也
感到幸福。”……

此外，我们还围绕“友谊”这个主
题，读钱万成的诗歌《朋友》，读绘本
故事《我有友情要出租》，读小说《夏
洛的网》；围绕“母爱”这个主题，读诗
歌《心》《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吗》，阅
读绘本故事《我妈妈》和校园小说《我
的妈妈是精灵》等。

阅读同一主题的不同文本，可以
让学生多角度、更全面地理解主题思
想，有效避免零散阅读所造成的知识
遗忘。（作者系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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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幸福的“领读者”
建立班级“阅读会”，让孩子们在阅读中遇到更美好的自己

■ 曾蕊

精彩课堂

人工智能培训师、创客指导师、收
纳整理师……

新职业折射
哪些发展信号？

超过100万名数字化管理师，10万名电子竞技
职业选手，越来越多的收纳整理师……国家统计局
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984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89.5%。其中，新职业
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不可忽视。

这些吸纳就业能力惊人的新职业到底是哪些？

数字科技、消费升级催生大量新职业

随着人们对数据的依赖越来越多，跟数据相关
的职业需求也越来越大。据统计，全国已有超过
100万名数字化管理师，其中87.23%的从业人员薪
资是当地平均工资的1至3倍，潜在就业缺口近千
万人。

平均年薪15万至20万元，支付宝刷脸设备、
无人货柜的安装调试员是物联网发展下催生的新
工种之一。在与刷脸支付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研
发生产和安装调试人员已达50万，且规模还在不
断扩大中。

今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
13个新职业，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
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员、电子竞技运营师、电子竞技员、无人机驾驶
员等。

除了因技术发展催生的新职业，消费升级也使
一些原来的职业更加细分。《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
职业人群报告》中列举了多个生活服务类的新就业
形态，如密室剧本设计师、宠物摄影师、非遗菜系传
承人、外卖运营规划师、旅拍策划师、收纳师、STEM
创客指导师等。很多生活达人把趣味、爱好变成职
业，收获财富和尊重。

新职业“钱景”良好，劳动强度不低

新职业收入如何？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相关的
职业“钱景”良好。对于人脸识别、光学字符识别、算
法工程师，企业往往不惜重金，工作经验仅一年左右
的普通岗位也会提供超过1万元的月薪。86%的电
子竞技员的薪资是当地平均工资的1至3倍。

《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显示，过
半新职业者月收入超过5000元，24.6%的新职业者
月收入过万元。根据调研数据计算的目标群体指
数，月收入1万元以上的新职业岗位，主要集中在宠
物、结婚、休闲娱乐、医美、亲子等新兴生活服务业
领域。

新职业为何如此受青睐？2046全球旅拍负责
人王佳楠认为，行业明显的变化是从2012年开始发
生的。“从日本、韩国、东南亚到欧洲，再到新西兰、澳
大利亚，旅拍越来越火爆，客户的需求越来越个性
化，旅拍策划师应运而生。”王佳楠说。

职业整理师袁春楠告诉记者，作为整理咨询
顾问，她已经帮助近10万人学会整理收纳，为超
过1万个中国家庭提供整理方案，客户主要是一、
二、三线城市30至 50岁的女性。“每一个细分的
新职业，都在向用户提供全新的生活方式。”袁春
楠说。

除了市场需求，新职业受到年轻人喜爱，一个重
要原因是因为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相对更加灵活。
据统计，民宿房东中兼职群体占六成左右，最爱跨界
开民宿的五类人群分别是：设计师、事业单位行政人
员、自由职业者、学生、教师。

不过，尽管表面看起来潇洒，但不少成功的新职
业人并不比传统职业人轻松。“工作和休息时间是无
法明确划分开的。”生活方式博主力娃说，“做了全职
博主之后，就没有纯放松地在咖啡厅拍过照了，每次
拍照都有明确的内容输出目的。追剧时都会思考有
没有切入点。”

建议完善新兴职业相关政策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
为，“虽然目前不少新兴职业还未纳入职业大典和传
统的就业统计，但这类职业应互联网新经济而生，从
业者已获得相对稳定收入和社会地位，为贯彻落实

‘稳就业’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
新职业人群报告显示，接近两成新职业从业者

有一份及以上兼职。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一技之长，
通过各种垂直平台发展成新职业。

浙江省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智能生态城建设发展
局局长王彤建议，应通过中学通识教育、职业技术学
校培训、在职培训等方式，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就业培
训系统。

曾湘泉表示，职业目录大典需及时更新，就业登
记也需适应变化，特别是就业市场政策要及时调
整。“新业态中的不少从业者是推动新经济的重要支
撑，要让他们在奋斗和贡献的同时获得稳定的社会
保障。” （据新华社电）

热点

话题

大学生活费，每月多少才算够?
专家：树立正确消费观，提前做好消费规划

国庆长假后,我省一些大学生
发现自己本月生活费已经严重超
支，纷纷自嘲接下来只能“吃土度
日”。此前，一名大一女生关于生活
费的求助帖也曾引发热议，她希望
母亲每月给自己提供4500元的生
活费。遭到拒绝后，她感到很委屈，
认为一个月2000元的生活费根本
不够花。“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多少才
算够，怎么花才合理”成为网络热议
话题。

1 就个人经济状况而言，大
学生是一个极为尴尬的群体
——年龄上已经成年，经济上却
并未独立。他们既不能像小时
候那样任性地让父母买这买那，
也不能像职场人士那样任性地
花自己的钱。对于由生活费引
发的代际冲突，大学生更应自
知、自省，当自己尚未实现经济
独立时，花钱总要以不给父母添
堵为底线。

2 与其关注大学生每月花
多少生活费，倒不如关注大学
生用这些钱做了什么，是基本
需 要 、合 理 扩 展 还 是 攀 比 消
费？那名大一女生向母亲要
4500 元的生活费，给出的一个
理由是同宿舍其他同学花费
多，这就是典型的攀比心理。
大学生应结合家庭的经济状
况、城市的消费水平以及自己
的实际需要，将每个月的生活
费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在
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如果大学生能够理性消费，把
生活费用于生活必需和提升自
己上，家长可以按需供给。并
不是每月花 2000 元就是节约，
花4000元就是奢侈。

3 大学生的生活费主要靠
父母提供，能自己挣钱的人寥
寥无几。月初挥霍无度、月末
四处借钱，会给大学生造成极
大的心理压力，影响正常的学
习和生活。高校要引导大学生
培养勤俭节约意识，形成正确
的消费观和理财观。防范社会
奢 靡 之 风 侵 袭 校 园 ，需 要 家
庭、学校以及社会的共同教育
和引导。

（摘自光明日报客户端、《中
国教育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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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通讯员 刘晓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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