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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欺凌
应先建设好
亲子和师生关系
■ 高毅哲

近期热映的校园欺凌题材影片《少年的你》引发
舆论热潮，表明社会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校园欺凌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对青少年生
理和心理上都有巨大伤害。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时
有曝光，有些情节甚至演变为校园暴力，构成违法犯
罪。对此，有关部门大力推进综合治理，其中的标志
性事件就是2017年11月教育部等11个部门印发了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首次明确对“校
园欺凌”的界定，并提出了预防举措，规范了处置程序
以及惩戒措施等。可以说，针对校园欺凌的治理，制
度建设正在推进，操作性也越来越强。对这些“硬核”
文件和措施，影片最后也给予了大段介绍。

但在关注治理的时候，这部影片中的一些情节同
样引人深思。影片中，女主人公陈念面对欺凌，没有
与母亲有过任何沟通，对班主任也是语焉不详，面对
警察的询问和帮助并不热心。为何面对问题和压力，
少年们不愿向成人诉说，而是选择与同样稚嫩的同龄
人承担？少年和成人之间，为何常有如此深的隔阂？

一位有过被欺凌遭遇的观众在电影讨论组下的
留言或许能让我们看到答案：“爸妈根本不放在心
上，觉得孩子的事应该自己解决。父母与未成年子
女间缺乏沟通，父母不愿俯下身去，设身处地地以未
成年人的视角考虑子女的问题，是家庭亲子关系中
的一个常见陷阱。”

未成年人的世界有他们自己的运行逻辑，某些
在成人眼中幼稚不值一提的行为，对未成年人来说
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当父母抱怨子女不听话，
事事对着干，或者在同学面前有说有笑，一回家就变
成心事篓子的时候，应该先反思自身是否用平和的
心态对待孩子，是否把孩子当朋友。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教师和学生。《少年的你》
中，故事发生在高考前夕，片中教师戏份不多，而且
每次出场基本都是烘托高考气氛，让学生努力学拼
命学，学生与教师几乎没有学习以外的交流。影片
中有艺术夸张，但也足以引发人们警醒。在防治校
园欺凌中，教师的责任重大。今年秋季开学前夕，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预警，特意强调教
师要加强师生联系，及时掌握学生思想情绪和同学
关系状况，对发现的欺凌和暴力事件线索及苗头要
认真核实、准确研判。如果学生和教师之间联系脆
弱，除了学习考试没有别的交流，教师又该如何承担
起在防治欺凌中的责任？

面对逆境，成年人是未成年人最大的依靠。防
治校园欺凌要先打破少年与你的隔阂，如果任由这
样的隔阂存在，便意味着成人无法第一时间了解校
园欺凌的发生，不能在欺凌还处于萌芽阶段就及时
介入，由此可能造成小事变大事的严重后果。成年
人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更要给予未成年人一种
安全感，这一点每位教育工作者都要认真思考，积极
应对。 （据《中国教育报》）

本报讯（通讯员朱尚）日前，海南师范大学在校
园内举行丰富多彩的社团招新活动。

在招新活动现场可以看到，海南师范大学“漫
步ACG社”在宣传台前展现二次元人物形象；404
说唱协会与音乐协会进行架子鼓、吉他、尤克里里
等乐器表演；心跳轮滑协会将轮滑表演与招新活动
相结合；高尔夫协会现场展示了高尔夫球的正确挥
杆姿势。

“没想到学校有这么多社团，活动很丰富。”海南
师范大学大一新生王炜说。

“我大一时加入了漫步ACG社。在这个社团
里，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感觉很幸福。”海南师范大学大二学生薛雨晨说。

据统计，海南师范大学目前共有89个大学生社
团，包括科技、人文、体育、文艺、创新创业等类别，社
团会员超过1.5万名。

“加入学校社团前，大学生要认真思考以下问
题：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是什么？想从社团活动中学
习哪些知识？加入社团后，要积极主动参与社团活
动。”海南师范大学教师于文涛建议，大学生在校期
间应善于利用学生社团平台，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培
养为个人特长，提升个人能力，拓宽未来就业方向。

海南师范大学举行社团招新活动

百团大战 等你来战

今年7月，省教育厅联合省财政厅、
省扶贫办发布《海南省部分初中学业困
难学生在职业学校完成义务教育并接受
部分职业技能学习试点工作方案》。

省教育厅职成教处相关负责人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根据方案，加入职业
初中班的学生不仅是我省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农村低保家庭和农村特困救助
供养的学业困难九年级学生，还要符合

“在校期间经过大力帮扶但仍然难以跟
上学习进度、学习非常困难且反复辍
学、长期辍学”这个条件。

据了解，符合以上条件的孩子，有的
已随亲戚外出打工，有的干脆闲在家里

“混日子”，劝返回校并不容易。
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职业初中班学

生陈亮亮来自陵水黎族自治县，今年到
该校学习前已经休学近一年。“不想读，
读不懂，觉得读书没意思。”陈亮亮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他一开始并不想到职业
初中班就读。但是经过当地教育局和学
校老师多次劝导，他决定“过来试试”。

为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我省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人员主动作为，有的登
记造册，有的进村入户，有的帮忙做学
生和家长的思想工作。今年 9月开学
时，我省成功劝返第一批223名学生，
将他们安排到海南省农业学校、海南省
机电工程学校等11所中职学校的职业
初中班就读。

根据规定，为了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被劝返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自己
喜欢的中职学校就读，学籍仍然保留在原
来就读的初中。在职业初中班就读后，他
们可以选择返回原就读初中继续参加海
南省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或者免
试继续在中职学校接受中职教育。

海南在全国率先开设“职业初中班”，为贫困学子改变命运提供新路径

你的未来“职”得拥有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海南师范大学电子竞技协会举行招新活动。
通讯员 薛雨晨 摄

付出终有收获。在两个月的
时间里，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职
业初中班的学生发生了明显转
变。陈恩惠注意到，孩子们养成
了文明礼貌的好习惯，见到老师
会主动问好，自觉遵守学校纪律，
有了心事也会主动找他交流。

“我喜欢这个新学校。”陈亮
亮说，在这里，老师耐心为他们讲
解以前听不懂的课，还指导他们
学习汽车部件、汽车修理等知识，

“这种操作课很好玩，上起来没那
么枯燥。”

“初三毕业后，我想留在海南
省机电工程学校继续学习中职课
程，努力掌握一项技能，以后找份
好工作。”陈亮亮说。

省教育厅职成教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职业初中班，是我省中职
教育在全国率先全面免除中职学
生学费、率先给予中等职业学校
毕业升入高等职业院校就读学生
学费补助和毕业学费奖励、率先
建立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
度、率先打通从中职高职到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后，实

现的又一个“率先”突破。这项新
政策为我省家庭贫困学生重返校
园、掌握技能、改变命运提供了新
的路径。

据统计，最近10年，大力推进
改革创新的海南中职教育让大约
38万名海南学子从中受益。省教
育厅职成教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其中有 80%以上的学生来
自贫困家庭。我省中职教育相关
政策为他们继续完成学业、改变
命运，为海南脱贫攻坚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

作为我省首批职业初中班试
点学校之一，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
今年9月一共招收了51名职业初
中班学生。该校电子部主任陈放
介绍，为了迎接这批特殊的新生，
该校专门组织教研团队，用两个多
月的时间设计了既涵盖义务教育
基本课程、又能体现初等职业教育

特点的教学方案，包括德育、科学、
美育教育、综合实践、职业指导教
育、职业预备教育和劳动技艺教育
等内容。学生们在一年的学习时
间中，能够接触到学校开设的所有
专业和基础技能，为他们日后继续
接受中职教育打下基础。

学校很用心，但是有些学生一

开始并不上心。陈放说，由于脱离
校园太久，该校一些职业初中班的
学生不仅学习兴趣缺失，基本规则
意识也没有。有些学生见到老师不
问好、没有养成规律的日常作息习
惯、在规定时间内不穿校服、不来上
课也不请假。

为了让这些孩子“人进得来、心

留得住”，陈恩惠作为班主任，除了
要管他们的学习，还要管生活、管思
想，“给学生们提供保姆式服务”。
没有按时起床上课的，他到宿舍挨
个叫醒；很少跟同学交流的，他一一
做思想工作；跟不上学习的，他安排
科任老师课后开小灶；家庭经济困
难的，他自掏腰包予以资助。

付真心 让学生重拾学习兴趣

出新政
11所中职学校开设职业初中班

有收获 职教扶贫惠及众多学子

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职业初中班
学生学习电工知识。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这是离合器，那是挡泥板……”11月1日上午，海南
日报记者来到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时，该校职业初中班
的部分学生正在老师指导下学习汽车知识。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孩子们的精神面貌有了较大
改变，学习兴趣有所提升。省里出台的好政策让这些初
三学生拥有了重返校园、提前接触中职教育的机会。”海
南省机电工程学校职业初中班班主任陈恩惠说。

今年9月，我省在全国率先试点在部分中等职业
学校设立职业初中班，让建档立卡家庭、农村低保家庭
和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中学业困难、反复辍学的九
年级学生完成义务教育并接受部分职业技能学习试
点。这是我省在职教扶贫方面的又一创新举措。

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职业初
中班学生在上汽车发动机实训
课。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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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言快语

缤纷社团

海南中学成立海南鲁迅作品教学研究中心

还原鲁迅作品的“正确打开方式”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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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鲁迅
感受文坛铁汉的别样柔情

“鲁迅深爱其子，曾写下‘无情未
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
反驳别人对他‘溺爱’孩子的质疑”“从
鲁迅逝世前拍下的一组照片中可以看
到，鲁迅与青年人热情交谈、开怀大
笑，展现了他平易近人的一面”……11
月4日下午，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
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黄乔生受
邀为海南中学师生作海南鲁迅作品
教学研究中心首场学术报告。这场
学术报告是海南中学96周年校庆专
题活动之一，以“俯首横眉——看照
片识鲁迅”为题，从照片切入，将鲁迅
生平中有趣又发人深省的小故事向
观众娓娓道来，众人听得投入，现场
掌声不断。

据黄乔生介绍，在鲁迅的照片
中，态度十分谦恭、柔和的较少。受
种种原因的影响，出版物刊发鲁迅严
肃“标准照”居多。但是，上世纪80
年代后，一些出版物不再过于强调鲁
迅的“硬骨头精神”，将其表情慈祥、
温和甚至大笑的照片取代了过去严
肃的“标准照”，以展现更加全面、真
实的鲁迅形象。

“对于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学生
而言，阅读鲁迅作品在提高人文素养
和培养语文能力方面都具有重要意
义。”海南中学校长马向阳表示，正如
黄乔生所说，在以往的阅读与教学活

动中，学生们读鲁迅文章时更多地看
到了“投枪”“匕首”以及斗争的锋芒与
理性的批判，“海南鲁迅作品教学研究
中心成立后，将引导学校师生阅读更
多经典作品，通过阅读，真正走近鲁
迅、了解鲁迅，感受其别样柔情。”

读懂鲁迅
体会经典作品的当下意义

“如今，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社
会文明和谐。鲁迅在作品中抨击的
许多旧社会落后现象，当下已不复存
在。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该如何
更好地理解鲁迅作品呢？”在学术报
告的提问环节，海南中学高二（8）班
学生李林昊抛出了自己的疑问。

黄乔生表示，当下青年对鲁迅作
品创作的年代、背景都存在一定“隔
膜”。比如，祥林嫂的悲剧源于旧社会

对妇女的迫害，处于婚恋自由时代
的当代青年对此难以感同身受。但
是鲁迅作品中对人性的刻画，对人
与人之间怀疑、猜忌等问题的剖析
以及他个人的精神，都是这个时代
的青年可以借鉴和深入思考的，是
永不过时的。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
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李音负
责主持本场学术报告。她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
基人，对中国近现代作家乃至当代作
家影响深远，学习研究鲁迅作品是学
界绕不过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学教育
和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李音认为，鲁迅及其作品应该在
中学阶段得到更加充分和恰当的阐
释。海南中学成立海南鲁迅作品教
学研究中心是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
可以帮助学生阅读经典，进一步拓展

自己的思辨能力。

学思践悟
搭建完善鲁迅作品研究平台

走进海南鲁迅作品教学研究中
心，可以看到墙上悬挂着一幅鲁迅先
生的画像，配文为“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张大书桌两侧
各放置着一排书柜，《呐喊》《彷徨》《朝
花夕拾》《野草》等著作在书柜上整齐
排列，供师生选阅。

马向阳表示，海南鲁迅作品教学
研究中心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专门的
研究场所和阅读经典的良好环境。教
师们可以集聚一堂，在专家学者的引
领下，深入文本、交流思想，解决在鲁
迅作品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此
外，我们还将以研究鲁迅作品为契机，
进而扩展到整个中国20世纪二三十
年代作家群体的研究，推动语文教学
发展。”

据马向阳介绍，海南鲁迅作品
教学研究中心成立后，将把国家级
科研院所、国家级博物馆、高等院校
与基层中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创设
一个有关鲁迅作品教育教学的研究
平台，“相信在诸多专家学者的引领
下，加上最新的鲁迅研究成果的助
力，海南基础教育界关于鲁迅作品
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乃至整个语文
教育教学工作都将迈上新台阶，书
写新篇章。”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说起鲁迅，很多人想到
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
斗士，是言辞犀利、针砭时
弊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
家。其实，鲁迅也是一名舐
犊情深的慈父、一位柔情脉
脉的绅士，并非总是不苟言
笑的。

11 月 4 日，海南中学
成立海南鲁迅作品教学研
究中心。校方希望通过这
个崭新载体，引导教师研
读经典、集思广益，探寻利
用鲁迅作品进行教学的有
效途径，同时为学校师生
提供一个全方位深入了解
鲁迅及其作品的机会，还
原鲁迅及作品的“正确打
开方式”。

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