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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性格罗盘”
了解天性类型

报志愿家长如何不焦虑
■本报记者 杨咏梅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现在的高三
家长一样，焦虑的是怎么才能把孩子送
进最好的大学和专业， 才不浪费孩子
12年寒窗苦读考出的珍贵的每一分。

当家长的， 一般会从这几个角度
帮孩子选专业———

Ａ.计算机专业好，以后好就业；
Ｂ.金融专业不错，出来收入高；
C.学航天吧，爸爸妈妈在这个行

业同学朋友多，能帮上你；
D.千万别学艺术，不靠谱，不稳定；
Ｅ.师范类挺适合你的，你不是挺

喜欢小孩子的吗？
这几个家长常用的理由，来自近几

年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个真实的故事。
小Ａ是一个男孩， 成绩在一本和

二本之间， 父母认为男孩子学计算机

好就业，进个大公司，稳定又踏实。 于
是孩子听父母的上了北工大。 大学四
年成绩平平，一直没找到感觉。大学毕
业以后死活不愿意再按照父母的规划
生活， 到清华大学花两万多元报了个
室内设计班， 一年以后自己开装修设
计公司， 在自己喜欢又擅长的领域中
干得非常轻松愉快。

小Ｂ是个女孩，成绩偏上，一直是
不让父母操心的乖乖女类型， 高二时
提出来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动漫系。
她妈妈是北大毕业的， 一听就给否定
了：你一天画画都没学过，怎么考？ 这
个专业以后就业什么样都不知道，别
想了。后来孩子考上了天津财经大学，
拿到通知书时对爸爸妈妈说， 如果家
里需要我将来多挣钱，我可以去上，但
我还是想学画画考北电动漫系。 这次
家长尊重了孩子的选择， 一边报复读
班， 一边报画画班。 这个零基础的孩
子，成为画画班里最刻苦的学生，后来
凭着扎实的文化课功底和绘画天分，
轻松通过北电的三试， 文化课成绩超
过一本， 成为那一届艺术和文化分双
高的新生。 现在是北电动漫学院院长
的研究生。

小Ｃ是个男孩，学理科，父亲在航
天系统，说服孩子报了哈工大。孩子第
一年四门挂科， 第二年被哈尔滨的严

寒冻出心肌炎，休学一年，第三年要辍学
打工，坚决不念了，家长自然不同意，结
果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小Ｄ是个女孩， 靠文化课应该能上
二本，但高三时提出来要艺考，父母一开
始担心没有基础考不上， 又觉得学艺术
不靠谱， 今后就业没把握。 但孩子很坚
决，家长就没坚持反对，后来考上了中央
戏剧学院。 毕业后没有选择进体制内单
位， 很快乐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与艺术相
关的工作，并开始考虑去英国留学。

小Ｅ是我的女儿， 一上高中就宣布
要学文科，高三时提出来要学广告。我和
孩子爸爸都是北师大毕业的， 有师范情
结，也觉得女孩子当老师挺好的，就特希
望她考师范类，今后当老师，受尊重，有
假期，而且肯定不会失业。

这五个故事中的家长都是为了孩子
好， 都意识到了选专业其实是选人生之
路， 都认为职业规划其实是从高中毕业
开始的。但包括我在内的家长，都陷入了
一个共同的误区： 我们眼里的好大学好
专业，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的经验
去找的， 我们不懂如何甄别孩子的潜能
和天赋， 不会帮孩子找到最能发挥天赋
的领域， 不知道孩子迈出这一步实际上
就开始构建一生的社会支持系统了。

一句话，我们大多看重的还是外在的
成功而不是内在的幸福，即使意识到孩子

未来的工作最好跟兴趣和天赋相结合，那
也是基于粗浅的认识。我们发现自己其实
不那么了解自己的孩子， 不知道如何科
学、理智地为孩子开启一个高质量的职业
起点，因为这是需要专业知识来支撑的。

了解到人力资源专家罗赢的天性类
型测试以后，我想到了我家阳台上的两盆
绿植。 原来是一个小盆景里矮矮的植物，
后来叶子边长出很多小叶子，就顺手撸下
来扔到一个空花盆里， 几乎没怎么管它，

没想到它越长越高，长到一米多高时还开
花了，而且花期特别长，开得很舒展。

原来，这种植物能长多高，取决于你
给的花盆有多大、土有多深。我们家长眼
中所谓好就业、收入高、朋友多、稳定、适
合等标准， 就像这个小小花盆里浅浅的
土，很可能限制了孩子天赋的发展。了解
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花盆、 多深的土， 其
实就是帮助孩子拥有舒展的人生， 成为
最好的自己的起点。

新教育需要新父母
■梁占英

苏霍姆林斯基说， 如果没有家庭
高度的教育素养，再多的教育付出，都
收不到完满的效果。 我们这所地处京
郊的新学校，面临的挑战则更为严峻：
学生之间闹矛盾了， 父母会出面对人
家的孩子大打出手；孩子摔倒了，父母
不是第一时间带去医务室， 而是拍照
之后跑到校长办公室质问怎么办；因
为担心雾霾污染， 父母们会百般质疑
甚至阻挠孩子们每天的体育活动……
我们迫切感到———新教育， 需要新父
母。

“没有父母的成长， 就没有孩子
的成长。” 在新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我们把“引领父母成长， 携手为孩子
的发展奠基” 放在了学校工作的重要
位置。 为了让父母们认识亲子共读的
重要作用， 我们邀请父母参与晨诵、
午读、 暮省的课程， 了解孩子， 走入
孩子内心。 我们规定， 每学期开学之
初， 各班必须召开家校沟通会， 与父
母们一起制定班级愿景、 推进计划，
让所有的学生和父母明确学校目标，
更好地配合学校工作。

在老师的引导下， 父母们发现孩
子的涂鸦里竟然有那么多内心的秘密，
那么多心灵的渴望， 那么多惊人的创
造……他们学会了欣赏孩子的作品，学
会透过作品聆听孩子生命拔节的声音。

学校还持续开展亲子阅读活动，把

父母深度地卷入阅读节、 读书日等活动，
进行阅读成果展示，表彰“书香家庭”，邀
请榜样父母讲述自己的亲子共读故事。三
年来，我们先后评出150多个书香家庭。

面对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的孩子的家
庭，学校用各种方式引领父母们成长，开
展给父母写便条、每周一封信等活动，分
享孩子们成长中的故事， 针对某一类共
性问题和父母深入交流， 帮助父母免除
焦虑。 帮助小学生营造自由、 安全的氛
围，帮助中学生度过青春期、逆反期，帮
助孩子们走过每一个人生的重要阶段。

三年级的康老师在期末叙事中记录
了这样的故事： 没想到颁发给旭旭的
“最具潜力奖” 会让他的家人这么激动。
这个孩子自制力比较差， 几次和他父母

沟通效果都不好。 他奶奶还说： “我们
不差钱， 在北京有好几套房呢， 我们孩
子怎么高兴怎么来。” 这次颁奖以后，
奶奶笑眯眯地看着孩子说： “真是谢谢
老师， 让我看到我孙子这么棒， 以后一
定好好教育。” 真是父母改变一小点，
孩子进步一大截。

我们每一个班级都成立了“新父母委
员会”，鼓励父母携手组织校外活动，尝试
让父母走进课堂打造特色活动课程，邀请
父母担任讲故事比赛、阅读展示等活动的

评委、投票决定食堂招标……他们的深度
参与，让学校更加蓬勃发展。

从2013年起， 学校成立了新父母
讲堂， 开始了“新父母培训”。 从孩子
入学前父母的准备， 到入学后学习习惯
的养成； 从孩子在家里亲子共读的方
法， 到孩子成长中身心发展的特点； 从
引导了解阅读的重要性， 到引导怎样让
孩子爱上阅读……父母在学校每月一次
的培训中， 获得了极大的成长。

（作者单位：北京市新教育实验学校）

（6月17日 扬子晚报）
苏州北桥街道一名六年级的女孩

只因煮土豆时水加多了妈妈觉得“不
好吃”，被妈妈拿衣架暴抽一顿，随后
还藏起她的书包，使她无法上学，只能
衣衫不整、满脸是血地流浪街头。

点评： 母老虎知道打孩子和不让
上学是犯法的吗？

（6月18日 楚天都市报）
湖北妈妈杨小婷花费10万元举

办音乐会，只为女儿王黛儿庆祝10岁
生日。杨女士表示：举办钢琴独奏会能
帮助女儿练气场、练胆量、练耐力。

点评： 历练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吗？

（6月18日 重庆晚报）
5月25日到6月4日， 重庆一位人

称凯哥的80后超级奶爸， 带着不到6
岁的儿子睿睿自驾游西北， 历时11
天， 行程5374公里， 只为陪儿子过
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

点评： 这样的“任性” 可以有。

（6月20日 中国新闻网）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家超市内，

34岁的安布尔·斯蒂芬森与另外一名
女子打架， 据悉， 她将面临指控， 因
为她唆使自己6岁的儿子帮忙揍人。

点评： 今天指使孩子揍人， 明天
孩子可能揍你。

（6月20日 环球网）
湖北武汉新洲区， 何某(化姓)怀

疑女儿小文(化名)遭性侵， 不但不报
警、 不采取有效救治措施， 反而在长
达3年的时间内反复对女儿进行粗暴
打骂、 体罚， 导致年仅9岁的女儿不
治身亡。

点评： 孩子伤于被侵， 死于无知
与无情。

（6月23日 新文化报）
长春市万宝街与西朝阳路北胡同

交会处， 一栋居民楼阳台传来一名5
岁女孩的呼救声， 派出所民警和消防
官兵赶到后发现， 原来是女孩被家人
独自留在家中。

点评： 孩子不是小动物， 不能独
自扔在家。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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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最好的自己

AD

营造文化
引领创新创业

南昌工程学院注重文化引领，大力

弘扬“开放包容、迸发活力”的校园创

新创业文化。

首先，文化主题不断提升。学校开

展的科技竞赛、创新创业之星评比、创

业沙龙、创新创业典型事迹报告会等系

列活动，重点聚焦大学生创新创业群

体，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传授创

新创业技能、提供创业服务、促进创业

交流，加快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和储

备，形成了全校师生关注创业、支持创

业、投身创业的良好氛围。

其次，文化活动不断丰富。一是建

设学生科技创新类社团。学校大力支持

创新创业类学生社团建设，在成立审

批、建设资金、活动场地、指导教师等

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二是成立大学生创

业俱乐部。大学生创业俱乐部通过定期

举行创业俱乐部活动，让创业者共同探

讨团队管理、业务经营、市场分析等运

营问题，不断提高决策能力、管理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为团队走向企业化运作

奠定良好的前期基础。三是开展创业训

练营活动。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学校

创新创业园等学校平台，以及创新创业

基地、创新创业导师等二级学院平台，

开展创业训练营活动，培训大学生创新

创业，激发大学生创业愿望和创业实

战，提升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水平。四

是推荐创业典型，参加国家、省市级创

业竞赛。在开展创业之星评选活动的基

础上，学校积极推荐优秀创业者参加各

类国家、省市级创业竞赛。

最后，文化宣传不断创新。学校全

方位、多渠道推动创新创业宣传“进课

堂、进社区、进社团”，营造创新创业

氛围。以符合大学生信息交互特点的形

式为引领，不断创新和丰富宣传形式，

形成了全校上下了解创新创业、支持创

新创业、参与创新创业大局面。依托学

校、学院各级媒体，发挥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各自优势，全方位、多角度、多

渠道地展示创新创业工作成效。

构建机制
主导创新创业

学校始终把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目标，积极整合资源，在探索中前行，

真抓实干，围绕水利特色做实、做细

创新创业文章。构建“横向联动、纵

向互动”的创新创业保障机制，以机

制护驾、护航，实现了创新创业教育

的常态化。

首先是顶层设计，构建完善的创新

创业管理体系。一是成立大学生创新创

业领导机构。2006年，学校成立了由校

领导和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等部

门负责人组成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领

导小组（现更名为“大学生科技创新与

技能型竞赛领导小组”）。采取学校、职

能部门、二级学院“三驾马车”并驾齐

驱的运行方式，从组织机构、协调运

行、经费保障等方面保障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管理和指导。二是理顺了大学生创

新创业总体思路。经过多年来的实践，

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设计、培养路径探

索方面都取得了实效。学校紧扣“应用

基础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

人才培养目标，探索了“创新推动创

业，创业促进创新，创新与创业互动发

展”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路径，形成了

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创

业孵化链条式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技创新活动，大

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支持高新技

术为基础的产品和技术的市场化，迈向

创业实践。

其次是精心设计，构建完善的创新

创业培养体系。一是构建创新创业培养

体系。根据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要

求，按照创新创业教育的“创新性、创

造性、实践性”三个基本特征，整体构

建了创新创业培养体系。作为学校人才

培养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体系的构

建依赖于文化、机制、平台和评价等四

个要素的创新与融合，从而有效实现了

“五结合”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

机结合、课内与课外的互补结合、教师

教学指导与导师实践指导的互动结合、

校内与校外的内在结合、大众培养与精

英化发展的双向结合）。二是出台文件

引导大学生创新创业。学校先后出台了

进一步推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制度

文件和项目管理办法，保证了工作的制

度化和规范化。三是建立导师队伍指导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行创新创业导师

制，聘请72名高学历、高职称教师作为

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引领和服务大学

生创新创业实践。四是积极筹措资金激

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制定《关于鼓励师

生参加课外科技创新及技能型竞赛活动

的奖励办法》等激励措施，大大提高了

师生积极性。

搭建平台
保障创新创业

学校整合各方资源，多方搭建“内

展外延、公平竞争”的创新创业实战平

台，以平台助事、助业，实现创新创业

项目化、普及化、实体化。

建立“2+N+1”人才培养课程体

系。经过十年来的探索与实践，融合学

校办学历史经验、国家专业标准、国际

专业认证标准，形成了两平台、N模

块、一拓展（即“2+N+1”）人才培养课

程体系。实行“通识必修课程+专业核

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准学分制模

式，推行选课制、引进共享课程、整合

实践教学资源等，坚持大学生共性化与

个性化培养，保证了学校人才培养工作

切实围绕大学生的成人成才、创新创业

来开展。

建设“百川讲堂”示范工程。学校

坚持将创新创业培育作为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自2012年以

来，利用“百川讲堂”学术报告工程，

邀请了一大批知名企业家来校作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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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建立380

平方米的创新创业园，投入60余万元将

学校2800平方米的校园商场改建为大学

生创新创业园，划分为苗圃区和孵化

区，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提供平台。

同时，学校还从省财政部门申请到80万

元的创新创业园专项建设经费，用于园

区硬件改造、环境改善、创业扶持等工

作。园区运行以来，已经吸纳81个团队

（项目） 的645人入园开展创新创业实

践，18个团队进行工商注册。

建设国家大学科技园。2012年，获

批南昌工程学院国家级别大学科技园，

为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又一个强

有力的实战平台。学校充分利用园区内

的120家企业，于2013年成立了科技创

业实习基地，该基地累计接待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100个、500人次。

拓展校外创新创业基地。学校在

充分利用校内实习、实践基地的基础

上，积极挖掘资源，大力拓展校外大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学校先后与

南昌高新区、共青城开发区等合作共

建了5个校外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

地，每年接纳500余人次开展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大大丰富了创新创业教育

的实践平台。

依托项目
实现创新创业

学校注重项目实战，围绕创新创业

“进园区、拓市场”的目标，精心设计

“社会发展、效益优先”的创新创业实战

项目，以项目育才、育业，实现了创新

创业发展的社会化与产业化。

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活动精彩纷呈。

学校每年设立近85万元的专项经费用于

“挑战杯”、水利创新等40余个科技创新

竞赛，实行项目化运行。近3年，有1459

人次获得省级以上（含） 奖励，特别是

在水利创新、数学建模等学生科技竞赛

中取得了国家级别奖励的突破。

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普及化。自学

校实施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以来，共投

入33万元，立项资助285项，吸纳学生

1236人次参与科研训练。近3年，依托大

学生科研训练计划，在校学生发表学术

论文91余篇，专利11项，大大促进了大

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团学活动科研项目化。重点利用大

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

平台，鼓励将科研项目作为活动主题，

实现团学活动的科研项目化。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经过多年实践的

沉淀，结出累累硕果，引领了更多大学

生参与其中，创新创业成果的示范作用

日益显现，学校社会影响力也得到了切

实提升。

2006年以来，学校实现了在“挑战

杯”竞赛、机械创新大赛等重大比赛上

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09年，学生参加

全国第十一届“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获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

以团体总分150分列全国第21位76名，位

居江西高校第2名；2011年参加全国第十

二届“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获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团体总分列

全国第20名74位；2013年参加全国第十

三届“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获三等奖3项、累进创新银奖1项；2014

年“挑战杯”科技竞赛国家二等奖作者

双超军获得中国青年少年科技创新奖、

成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江西省大学

生年度人物。

（谢云敏 陈付龙 周冠佳）

南昌工程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卓有成效
多年来， 南昌工程学院始终坚持面向地方区域经济建设和水利行业发展，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校注重文化引领， 大力

弘扬“开放包容、 迸发活力” 的校园创新创业文化， 以文化聚才、 聚智； 注重机制主导， 合理构建“横向联动、 纵向互动” 的创
新创业机制， 以机制护驾、 护航； 注重平台保障， 系统搭建“内展外延、 公平竞争” 的创新创业平台， 以平台助事、 助业； 注重
项目实战， 精心设计“社会发展、 效益优先” 的创新创业实战项目， 以项目育才、 育业。 学校以文化、 机制、 平台、 项目构成的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