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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教育工作者，有满脑子的
教育理想、教育理论，所以开始我力图
对孩子的学习不干预，抱定多观察、多
鼓励、多引导的原则。结果，我看到孩
子磨磨蹭蹭，经常大脑像断了线一
样。于是，终于放弃原先的理念，开始
陪学、辅导，从那以后，家里就充斥了
呵斥、不满和哭泣。我不能接受这样
一个事实。不怕你笨，就怕你缺意志
力，不怕你学不会，就怕你没有一个自
我管理的好习惯。于是我开始另一种

“陪读”

不再害怕作文

在孩子还比较小最需要打下古典
文化的底子的时候，我连续两年的寒
暑假哪里也不去，陪孩子背《论语》、背

《三字经》、背《千字文》，他背我也背。
当时没有看到什么效果，现在孩子再
看电视时，特别爱看文化类节目，看到
经典内容有一种亲切，有一种自豪。
我知道，当年的功夫起了作用。去年
带他和朋友的几个孩子一起去旅游，
别的孩子爱去游乐场，我的孩子喜欢
跟我欣赏名园，能安静地喝茶，默默地
欣赏苏州评弹，去伍子胥死难的胥门，
他有凭吊的忧伤。每当此时，我都为
孩子身上有了些文化的影子而欣慰，
仿佛也是一种收获。

孩子二年级时开始写作文，写得
特别吃力，一憋就是半天，过上半小时
再去看，本子上也写不了一行字。后
来在写作文之前我先跟孩子聊，确定
作文的素材，听他聊活动的经历、感兴
趣的场景，往往绘声绘色，充满童趣。
有时对某个细节的关注出乎大人的预
料，让我欣喜快慰。我告诉孩子，你说
的话就是很妙的一篇作文。结果，写
出来还是干巴巴，寥寥几行。

我意识到孩子的语言能力和书写
能力没有协调发展，说话的时候好歹
有我的目光、我的问话给他鼓励和引
导。当他独立写作时，书写的速度赶
不上语言的流动，等写到那里时，已经
忘了刚才想的什么了。如果学校进行
的是说作文而不是写作文，他的作文

一定是出色的。后来实在没有办法，
再跟孩子聊的时候我悄悄地记录，然
后读给孩子听。孩子十分兴奋，根本
想不到他能构思出这么好的作文。如
我所料，课堂评点时，孩子的作文破天
荒地被老师在全班范读，直到放学回
家孩子的兴奋劲儿都没有消退。这样
坚持了一年，他的作文一直保持了很
高的范读率。

我的孩子现在虽然在写作上跟很
多更优秀的孩子比并不见得有优势，
但毕竟不再怕写作文。前一段时间在
写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时，虽然只要
求写 600 字，他居然洋洋洒洒千余言，
直到没有地方可写，成就感溢于言表，
反复问：“爸爸，你觉得能比得上你的
文章了吗？至少能跟你这么大的时候
比了吧？”

对孩子的写作的辅导已经取得的
效果让我认识到，孩子未必很差，他只
是跟别人不同。可是我没有更多的时
间教育，他也没有更多地接受适合他
的教育，这难道不是我们成人对不起
他吗？

交流没啥障碍

在千万个不如意中，能使我稍感
欣慰的是，我与孩子的交流没有太大
的障碍。我们可以一起散步，他入睡
前，如果我有时间，能坐在他的床边说
会儿话。他甚至跟我们两口子一样有
了喝茶的爱好。周末，一家人摆上功
夫茶，漫不经心地闲聊也是我们交流
的方式。

虽然呵斥还是有，但更多的是提
醒，当我说话他不爱听的时候，我就写
张小条放在他的书包边。放假时，提
醒他制订学习和娱乐计划；当跟同学、
老师有冲突时，请他问问自己，为什么
是我？当他认为别人在践踏他的自尊
的时候，我告诉他：“尊严，是自己用行
动长期树立的，不是哭着叫着向别人要
的。”我写信、写文章，也会就听来的新
闻、看到报纸上有意思的信息，彼此深
度交换看法。有时他的见解会高于我
的认识，我就在文章里表述对他的欣

赏，我的博客上就有这样的篇目。爸爸
会写文章也算是他的一点小骄傲，这恐
怕不是因为爸爸写得多好，也不是爸爸
讲了多少道理，而是里面不仅有我对他
的失望和无奈，也有孩子带给我的快
乐以及我对他的真正的赏识。

渐渐懂得上进

近来，我切实感觉到孩子真正需
要的不是道理，很多事情，不是他不想
去做，是他约束不了自己，不是不想
做好，而是欠账太多，没能力赶上，
他需要的是具体的帮助。关于作业，
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求，整齐、洁净，
要求多少年，他不洁净不整齐多少
年，是因为听的时候知道，做的时候
忘记；要求务必把老师指出的错误及
时改正，又能做到几回呢？是因为要
么课上没听懂，要么没有好好听，总
之没有能力改。

于是这个学期我改变了策略，从
每天的作业抓起。数学、物理作业，他

做完后，我一定要重新做一遍，给他一
一指正，什么地方应该加细节，什么地
方应该完善步骤，给他圈注出来，讲给
他听，让他重做。重做的结果是，第二
天的课堂讲评，他反应比别人快，经常
获得代替老师给别人讲的机会，这对
他又是一次巩固，他也从中收获快
乐。一个学期以来，我几乎没有一天
耽误，一直坚持着，即便是有非去不可
的应酬，我也要让孩子把作业放到桌
子上，先睡觉，我回来再批改，让他次
日早起订正。

现在孩子有了些进步，我在意的
不是名次的变化，而是他有了坚定的
追求。地理、生物结业考试，我告诉他
要考到 B 等才能有升高中的机会，孩
子想了一会儿说：“爸爸，我不能把目
标定为 B，那样有考到 C 的危险。把
目标定为 A，努上力，最坏也是个 B。”
作为爸爸，还有比听到这样的表述更
高兴的吗？

我急切地给班主任杨老师发短信

表达我的喜悦。一直以来，我都非常
真诚地感谢杨老师，是她一直在鼓励、
不放弃他。于是我在饭桌上跟孩子
说：“杨老师多好，不管你过去多差、多
讨厌、多麻烦，都没有放弃过你。等你
长大了我也要和你妈妈跟杨老师保持
联系，要成为好朋友。”没有想到，孩子
立刻纠正我：“也要跟陈老师、常老师保
持联系，他们都很好。”孩子说得对，老
师们真的很好，他们几乎每天都给我或
者孩子的妈妈发短信，不是群发的那
种，提醒作业，表扬他的一点点进步，孩
子终于懂得感恩了。都说十三四岁的
孩子叛逆，欣慰的是这个时候我的孩子
已经知道感恩了。

如果你的孩子没有那么优秀，你
要反复地教育，你要耳鬓厮磨，你跟孩
子在一起的时间多，说的话多，我以为
所有的天伦就在于在一起，这也是你
的幸福。现在，回想过往，我对得起他
的就是爸爸的陪伴、永不放弃的坚韧。

（作者单位：济南舜文中学）

陪读有章法 烦恼变幸福
李继冶

微观

（7月6日 金陵晚报）
小学早已放假，南京六合的小杰 （化

名） 却还在“上学”，原来他的家长不知
道孩子放假了。因为家长管得严，为了能
更自由地玩耍，小杰每天到点背书包出门
玩耍，等到放学时间再回家。

点评：爹妈该严的地方不严，该松的
地方不松。

（7月7日 人民日报）
北京 5 岁女孩明明的父母都不近视，

她却 3 岁时就患上近视，今年已带上 300
度的眼镜。医生表示，明明近视的主要诱
因是看电视、用电脑时间太长，还有就是
摄入糖分太多。

点评：本想满足孩子省自己的事，如
今迎来更大麻烦。

（7月7日 四川日报）
四川阿坝州的央娜给 8 岁的孩子报了

小学二年级升三年级的培训班，选了语、
数、外，希望孩子提前学习，以后上课会
轻松一些。

点评：提前“剧透”知识，会损伤孩
子对新知的渴望度。

（7月10日 广西新闻网）
广西 7 岁男孩小山(化名)，在学校总

是欺负同学，跟老师顶嘴、对着干，还敢
动手打老师，在家也经常惹怒妈妈，甚至
打妈妈。原因竟是在孩子4岁时，父母因
感情破裂经常在孩子面前吵架，甚至大打
出手。

点评：孩子可是有样学样。

（7月10日 扬子晚报网）
常州两名高中在读男生，因为在家无

所事事，进而拨打了“服务热线”想网上
招嫖。拨通了“热线”后，根据对方要求
汇出“保证金”及“嫖资”后，发现只是
个骗局。

点评：家长咋该教的都没教啊！

（7月11日 华商报）
别的孩子暑假是坐飞机、坐火车去旅

行，可西安市民蒲伟却带着8岁的儿子从
西安徒步出发前往兰州。尤其特别的是，
父子二人仅仅带了100元现金。

点评：让孩子经历挫折、明白社会冷
暖，是每个父亲应尽的责任。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陈若其 绘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

关注“跨学科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实现学院内部专业相互支撑、专业联动发
展、专业资源共享

“跨学科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打破了以
往专业建设中各专业各自为政的格局，突破了过
于狭窄的“专门化”或“专业化”传统，充分发
挥各专业的优势、特色和在人才培养中的不同作
用，解决了地方高校文科院系整合专业资源、课
程资源和师资资源的难题。以我院的三个专业为
例，汉语言文学专业为广播电视学专业和广播电
视编导专业提供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反过来说，
广播电视学专业和广播电视编导为汉语言文学专
业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撑，拓展了其专业技能。

为学生修读双学士学位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条
件

我院艺术学科的课程和文学学科的课程的复
合度达到 60%—70%。选择双学位的学生在修读
第二学位时，无需再修读第一学位时已修读、并
取得相应学分的学位课程。比如，广播电视编导
专业的学生修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位。汉语言
文学专业的学位课程十门，即现代汉语、古代汉
语、语言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 （一）、中国古
代文学 （三）、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
外国文学、文艺理论基础、基础写作、毕业论
文，共计 40 学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科基础
课程模块中的文艺理论基础、基础写作、现代汉
语和专业方向课程模块 （二） 中的古代汉语、语
言学概论、外国文学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位课
程，共计 21 学分。也就是说，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学生再课外修读 19 个学分，达到要求规定，
即可同时获得文学学位。

为适应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保证专业的
可持续发展，如何依托现有的专业优势和学科优
势，扎实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教育教学研
究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跨学科、复合型、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也是地方高校扭转办学困境、实现新老专业资源
共享的可尝试的路径之一。以“跨学科复合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契机，如何有效推动有
特色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创新科研基地建设，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
重心。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副院长 刘群）

高等教育回应信息
化、知识经济、市场经
济和文化产业对人才需
求的有利武器就是进行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关
于人文学科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尽管考虑了与
社会需求、学校办学定
位、专业发展的联系，
但其价值追求还是在共
性和普适性上，力图成
为某一层次院校人才培
养的通行标准。这种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具有引
导意义和借鉴意义，但
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一
是模糊了学校类型，即
学术型高校、应用型高
校、技能型高校人才培
养模式的差异性；二是
过度标举人文学科的工
具性而忽视其深厚的人
文本性。针对这些问
题，我们根据文学院现
有专业分属两大学科、
三个专业类的特点，提
出了“跨学科复合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理
念。

为建构切合学校实际、适应社会需要、有
利于学生素质提高和个性发展的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我们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分专业进行社
会需求状况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结果
表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复合应用型而非单
一专业型的。据此，我们明晰了“跨学科复合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培养目标和培
养规格。“跨学科人才培养”指的并不完全是
培养跨学科人才, 而应该是通过跨学科教育
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且具有跨
学科知识结构或背景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
人才, 相对于单一学科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
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和对未来工作的创造性。”

“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理念呈现在课程设置

上，一是设置人文学科内部各专业共同修读
的课程，即大平台课程或学科基础课程；二
是在专业核心课程模块或专业方向课程模块
中，适当增设专业人才所需求的其他学科的
课程。

所谓“复合型”，即培养基本功扎实、知
识面广、适应性强的“通才”，包括知识复
合、能力复合、思维复合。很多学校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比较
成功的尝试。华中师范大学的“化学生物学”
将化学和生物学两大学科进行交叉和融合，为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很好的范式。结合
我院的专业实际，所谓的“复合型”，即文学
学科和艺术学学科的复合。

所谓“应用型”，即强调理论知识转化为
实践运用，以理论知识运用为核心促进知识、
能力、素质的相互协调发展。应用型人才具有
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以岗位的实际需求为
目标构建应用型人才的知识结构；第二，以能
力培养和能力提升为本位，其能力主要包括专
业能力、职业岗位 （或职业岗位群） 能力、创
业能力和综合能力；第三，强化应用型人才培
养过程中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因此，“跨学科”“复合型”“应用型”是
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跨学科”是人才培养
的背景，“复合型”“应用型”是人才培养的特
点和目标，即同时具备两个学科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

进一步明确“跨学科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分专业制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结合专业实际和社会需求，拟定专业的

培养目标，明确服务面向；以服务面向为引
导，从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三个
维度，拟定专业的培养规格和专业方向的培
养规格。我们希望通过该人才培养模式，汉
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具有基本的采编制播等
新闻制作的技术和技能，广播电视学专业和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具备深厚的人文底
蕴和艺术素养。

构建“跨学科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的课程体系

在课程模块设置上，围绕人文、艺术和技
术相融汇的专业知识体系构建三大类专业课程
模块，即学科基础课程模块、专业基础课程模
块、专业方向课程模块。学科基础课程是各专
业必修的课程；专业基础课程模块是体现专业

特质和专业区别度的专业核心类课程；专业方
向模块是和专业面向的主要行业岗位对接的技
能型课程或拓展性课程。所有课程必须支撑和
对应相应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学时学分多少
取决于课程的性质以及对知识、能力和素质的
支撑程度。

第一层级的复合：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学
科基础课程模块是三个专业共享的课程平台，
也是实施跨学科知识融合贯通的主要课程模
块。在设置此类课程时，首先，基于各专业知
识体系的兼容程度不一，我们选择了普适性较
强、并能支撑专业知识结构的专业学位课程作
为共享课程，比如文艺理论基础、基础写作、
文学文本解读、演讲与沟通、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汉语、传播学概论、摄影基础、电视摄
像、剧本创作等。其次，从课程类型上看，学
科基础课程模块包括人文类课程、艺术类课程

和技术类课程，每类课程所占比例大致相当。
人文类课程 （包括基础写作、文学文本解读、
现代汉语、剧本创作） 占 40%，艺术类课程

（包括文艺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学
概论） 占 30%，技术类课程 （包括演讲与沟
通、摄影基础、电视摄像） 占 30%。

第二层级的复合：专业方向课程体系。
“跨学科”“复合型”的理念，也体现在专业方

向的课程设置上。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仍保留
原有的专业方向。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原有的方
向课程以专业技能型课程为主，现增设以人文
素养课程为主的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涵盖汉
语言文学专业的部分学位课程和拓展性课程，
旨在提升艺术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学生可自
主选择修读某一课程模块。汉语言文学专业增
设文化传播方向，该方向以文化类课程和新闻
传播类课程为主要修读课程。

以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梳理与培养目标对接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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