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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州市第七中学学生
小郑在主持台上阳光自信、温文尔
雅。台下的父母不敢相信，这是曾
在家里跟他们顶嘴、吵闹的儿子。

小郑入学不久，惠州七中老师
就发现他郁郁寡欢，存在暴力倾
向，于是为他制定个性化疏导方
案，鼓励、指导他发展主持人这一
爱好，并邀请他父母前来观看。在
学校一番努力下，小郑与父母变得
亲密，逐渐消除了逆反心理。

这是惠州惠城区推进中小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的 一 个 缩 影 。
2015 年以来，惠城区教育局坚持

“德智体美心”五育并举的育人机
制，将全体教师、家长培训成学生
心理“保健师”，通过有趣、精准的
多元活动形式，面向每个学生开展
寓教于乐的心理健康教育。

将全体教师、家长培训
成“心理保健师”

“再这样我就死给你看。”惠州
市第九中学学生小李曾因受不了
母亲整天的唠叨，爆发激烈冲突。

“问题不全在孩子，他妈妈有
轻度产后抑郁症，过于纠结细节。”
惠州九中德育处主任王文静疏导
小李时，也让他母亲到本校心理辅
导室接受辅导。经过多次沟通交
流，母子关系逐渐缓和。

在惠城区教育局局长林初明
看来，心理健康教育不只是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学校的责任，也是每
一位教师、家长的义务，“全体教
师、家长参与心理健康教育，不但
能缓解心理健康专业师资匮乏的
难题，还能构建出‘时时、处处、人
人’的生态圈，有效护航每个学生
的心理健康”。

惠城区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
推进心理辅导室建设的普及化和标
准化，设专岗招聘专职心理教师。目
前，该区中心小学以上学校近80%
设立了较规范的心理辅导室，64%的

学校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其中14
名为专业专职心理教师。

“心理咨询师是诊治学生‘心病’
的‘医生’，全体教师跟学生朝夕相
处，应是防范‘心病’的‘保健师’。”林
初明介绍说，该区坚持“走出去、引
进来”原则，通过集中培训、网络培
训等形式，分层次、分类别地对全体
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惠城区还以赛促训，并从中选
聘 17 名“心理教育大牛”，组建心
理健康教育讲师团，针对各校需
求，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目
前，惠城区 74.9%的中小学教师已
获得心理健康教育C级以上证书，
215 人、584 人分别取得 A、B 证，
形成了一支专兼职心理教师为骨
干、班主任为主体力量、科任教师
全员参与的心育队伍。

惠城区南坛小学实验学校等
学校结合家长平时咨询较多的问
题，定期在学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上解疑答惑。该区各中小学还充
分利用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等平
台，对全体家长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培训，引导他们掌握专业能力，及
时发现并清除孩子的心理阴影。

心育“快乐大本营”驱除
学生“心理阴霾”

惠州七中教师张亮发现小陈
沉默寡言，甚至拿小刀自残。经了
解，小陈父亲对其管理粗暴，经常
打骂，小陈内心苦闷无处发泄，变
得压抑忧郁。

张亮发现小陈喜欢动漫，就把
动漫作为打开他心结的“钥匙”。每
学期社团节，由他组织、排练动漫社
展演节目。小陈慢慢变得开朗阳光。

在惠城区教育局德育办主任
黄友庚眼中，心理健康教育不是

“硬邦邦”的说教，应在寓教于乐活
动中“润物细无声”。该区将心理
健康教育贯穿于第一、第二课堂等
学生培养全过程，融汇于寓教于乐

的社团、文体等多元活动。
惠城区汇编《惠城区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教材》等教材，课程形
式包含角色扮演、游戏辅导等，鼓
励各校积极开发校本课程，将心理
健康教育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充分
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

惠州七中结合本校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多等特点，在编撰教材时
包含了适应社会、克服青春期的烦
恼等内容。“我想回老家”，转学到
惠州七中的小文对新环境颇为抵
触。而人际关系适应心理课上，学
生演练社交礼仪，互做“按摩操”
等，打消了她转学的念头。

第二课堂和第一课堂“两翼齐
飞”，惠城区不但要求各中小学开
展主题班会等规定动作，还鼓励组
织“能量传输”团体心理游戏等自
选动作，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惠城区将每年 5 月定为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月，由各校积极组
织心理剧展演、团体心理辅导等活
动，学生参与率达100%。

惠城区各校还积极开展心理
健康学生社团活动。惠州九中心
晴社成立以来，开展了心理游戏、
学生笑脸PPT展示等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变“配
餐”为“点菜”

惠州九中学生小谭学习成绩
优秀，但她总觉得自己很差劲。当
同学夸她漂亮、聪明时，她却怀疑
这是假话。

“这是学生在探索自我过程中
产生了障碍。”惠州九中心理教师黄
莉君带队探寻本校学生的特点和需
求，设计了相应的课程。“我是谁？”

“同学眼中的我”等课程，引导学生
立体地看待自己，正确认识自我。

这仅是惠城区各中小学根据
学生的群体、年龄、阶段等特点，

“量身定制”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从
“大锅饭”变为“小炒”的缩影。精

准服务学生的心理健康从入学开
始，惠城区部分中小学在新生入学
时，就专门组织心理测试，“把脉”
学生心理状况，以此制定本校“心
理健康保卫战”的“兵法”。

惠城区教育局根据学段不同，
给予不同的“战术指导”，其中小学
以游戏、活动为主；初中以活动、体
验为主，课内与课外、教育与指导、
咨询与服务相结合。

惠城区各中小学心理辅导室
更是摒弃“千人一面”的诊疗方案，
有针对性开展团体辅导和个别辅
导。把个别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
生及时转到专门的诊治室。

惠州七中为心理偏差学生、单
亲家庭学生等“特殊学生”，配备心
理健康教育导师，提供“私人订制”

的专业心理辅导，并建立心理疏导
跟踪帮扶手册。

为提升全区心理健康教育的
科学性、精准性，惠城区不断加强
全区中小学学生心理素质状况、心
理健康教育调研工作。惠州九中
等 19 所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
题研究，《城市单亲家庭子女自我
效能感培养的研究》等近百篇论文
在省、市获奖，10 多节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团体心理辅导课获得省、
市级奖励。

“教育从唤醒、温暖心灵开始，
因爱和幸福而持久。”今年惠城区心
理健康教育月，林初明走访学校时
发现，“阳光自己每一刻、关爱他人每
一天、健康幸福过一生”的理念正转
化为行动，孩子的欢笑声此起彼伏。

形成全员心育生态圈 创建心灵“快乐大本营”精准“理疗”学生烦心事

惠州惠城：护航学生好心情
本报记者 刘盾 王友文

北京市密云区冯家峪镇中心
小学位于燕山深处，在这所农村
小学里，有一门特殊而有趣的校
本课，名为“山谷课程”。课程由
全校 6 个班 103 名小学生和老师
们共同创设而成，其中的缘起和
主角都与小兔有关。

这 一 切 还 得 从 2016 年 说
起。冯家峪镇中心小学一直开设
有科学课，但在课程讲授过程中，
学生往往因为缺乏体验，学习只
能停留在表面。学校便利用山区
校园地方宽裕，买来了几只小兔
子让孩子们饲养。科学老师郭建
华最初的意图是想要利用学校或
学校附近现有的资源，让学生在
实践中积累科学知识和技能，以
真实的体验触动孩子们的心灵。

2016 年初，第一窝小兔出生
了，即便孩子们和老师为小兔铺
了很多棉花保暖，但小兔还是冻
死了。孩子们流下了眼泪，站在
兔窝外不肯走。几个月后第二窝
小兔出生了，可没过多久就被飞
来的喜鹊啄死了。孩子们着急又
伤心地跟老师提建议：“应该给兔
窝建个防护网！”第三窝小兔快出
生的时候，兔妈妈可能是想找能
打洞的地方产下小兔，天黑后跳
出了兔舍，结果被山上的动物咬
死了。这次孩子们充满自责，觉
得自己对小兔的习性不够了解，
没有照顾好它们。

孩子们终于等到了第四窝小
兔的出生，可是兔妈妈没有经验，
不给小兔喂奶，孩子们和老师就
用气门芯套在干净的注射器上，
一点点给小兔喂奶，这窝小兔终
于活了下来。

命运波折的兔子故事被孩子
们写进作文中，编进话剧里，他们
利用课余时间围坐在一起商讨剧
本、排练话剧。美术课上，小兔还
成了孩子们各类画作中的主角，
连科幻画中的恐龙身上都会站着
一只小兔。

兔子的饲养有大学问，更是

很好的教材。老师开始引导孩子
们，用相机记录下小兔的成长过
程，撰写小兔日记。从初次相识
给小兔取名字，了解中国文字意
蕴，到科学分析兔子的身体结构、
生息繁衍，再到结合实际进行饲
养和管理，由老师引导孩子们分
小组合作完成。这部分内容科学
性较强，孩子们收获颇大。

同时，老师和孩子们共同设
计了校本课的活动板块，让孩子
们以小兔的视角撰写剧本。课本
剧的编排按照生活中小兔和孩子
们的共同经历，呈现出了结识、喂
养、死亡探秘等不同的篇章。孩
子们演到小兔脾气暴躁地“越
狱”、假装喜欢吃辣椒的场景时，
大家都忍俊不禁，后来演到小兔
几次遭遇不测时，很多老师和孩
子们还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孩子们对小兔的热情越来越
高，在学习了小兔的身体构造、习
性和如何饲养之后大家更是跃跃
欲试，想要参与日常值班照顾小
兔。学校顺势模拟成立了“兔子
公司”，由三至六年级的学生竞选

“兔经理”，让孩子们有秩序地“排
班”参与到饲养中来。

新“经理”当选后表示要“烧
好新官上任三把火”，带领大家利
用废旧材料改造兔舍，为小兔安
装了自制的门把手还有饮水器。
科学老师罗月明说：“饲养小兔不
仅仅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心和相互
协作的能力，这也是一种生命教
育，启发师生对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思考。”郭建华说道：“小兔让
孩子们看到了生命的珍贵，更重
要的是在照顾小兔的过程中，开
始理解父母养育自己的含辛茹
苦。”

这天课间，孩子们用视频记
录下了“小兔日记”，在介绍完新
兔舍的构造之后，一个五年级的
孩子指着兔舍的小房顶开心地说
道：“以后，我们还要准备给它们
安装一个灯呢！”

因小兔而生动的“山谷课程”
本报记者 郑亚博

■特别关注
■基层故事

惠州市第九中学学生在体验式心理课堂上做游戏惠州市第九中学学生在体验式心理课堂上做游戏
摄影摄影 黄莉君黄莉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创建于
1956 年，是由原北京经济学院和
原北京财贸学院于1995年合并、
组建的北京市属重点大学。学校拥
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
理学和工学等六大学科，是以经济
学、管理学为重要特色和突出优
势，各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
现代化、多科性财经类大学。学校
本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地处
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丰台园内，以全
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红
庙校区位于朝阳区红庙，地处中央
商务区（CBD），以留学生和成人
教育为主。

根据 《北京市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京
人 社 专 技 发 [2010]102 号） 和

《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京
人社专技发[2012]247 号） 等文
件规定，结合学校工作实际，
现将 2018 年公开招聘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基本条件

1. 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较
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并取得较
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具有团队
合作精神和职业使命感，身心
健康；

2. 非北京户籍引进学科带
头人应聘者应符合北京市人才
引进条件。应届博士毕业生年
龄不超过 35 周岁,应届硕士毕业
生年龄不超过 27 周岁。社会人
员一般应具有北京市常住人口
户籍，人事档案在北京市。

二、岗位需求

需求岗位、所需专业、招
聘人数等相关信息请参见附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年招聘
计划”。

三、招聘程序

（一） 报名
1.报名方式
应聘者请访问：首都经济

贸 易 大 学 网 上 招 聘 系 统 （网
址 ： http://zhaopin.cueb.edu.cn/
hr/zhaopin.jsp），在线注册简历
信息并申报岗位。

招聘计划中所留邮件地址
主要用于问题咨询，各类岗位应
聘者报名需登录招聘系统在线
注册填写简历信息并申报岗位，
仅 通 过 邮 箱 投 递 简 历 报 名 无

效。辅导员岗位应聘者需系统
注册提交并发送简历至咨询邮
箱。

专任教师岗位应聘者咨询
请与具体学院 （部） 联系。后
续关于招聘遴选的通知及结果
将通过招聘网与人事处网页发
布，请持续关注。

2.报名时间
专任教师岗位：2017 年 11

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
3.岗位要求
参见附表“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2018年招聘计划”。
（二） 遴选程序
专任教师岗位
遴选程序分为学院 （部）

简 历 筛 选 、 学 院 （部） 面 试
（试讲） 和学校审核。

1.学院 （部） 简历筛选
学院 （部） 简历筛选由招

聘 部 门 依 据 招 聘 公 告 中 “ 学
科、专业或研究方向”及应聘
者 的 教 学 科 研 情 况 确 定 面 试

（试讲） 名单。应聘者可通过登
录招聘系统查询审核状态。

2.学院 （部） 面试 （试讲）
学院 （部） 面试 （试讲）

由招聘部门自主对应聘人选进
行考查。面试 （试讲） 旨在评

定应聘人员的语言表达、逻辑
思 维 、 教 学 方 法 、 科 研 成 果
等，主要考查面试人员作为教
师的基本素质。

面试组成员包括应聘人员
所属学科的教授、学院 （部）
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党政班子主
要成员以及工会 （教代会） 代
表。面试采用票决制确定排序
结果，全程录像。考查结果按
照岗位需求人数的 1∶3 上报学
校审核，如果符合条件的人数
未达到 1∶3 则按照实际人数上
报。学院 （部） 面试 （试讲）
审核通过上报学校人员名单将
于 2018 年 3 月下旬进行公示。
应聘者也可通过招聘系统查询
审核状态。

3.学校审核
学校审核主要评估应聘人

员的专业方向、科研成果、学
术能力和潜力，采用票决制确
定拟聘用人选排序。学校审核
通过人员名单将于 2018 年 4 月
进行公示。应聘者也可通过招
聘系统查询审核状态。

（三） 体检和公示
学校人事处、校医院共同

组织体检工作，体检标准参照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

行）》（国人部【2005】1 号）执行。
所有岗位人选差额体检，均按
照岗位需求人数的 1∶3 确定参
加体检人员名单，如果人数未
达 到 1∶3 则 按 照 实 际 人 数 计
算。

学校审核和体检均通过的拟
聘用人员信息将于2018年4月底
公示7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
按有关规定办理入职手续。应聘
人员应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限及要
求，配合完成体检及报到等工
作，未能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完
成的，取消应聘资格。

（四） 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工作贯穿公开招

聘全过程，应聘人员必须完整提
供真实、有效的个人信息以及证
书、证件等相关材料。凡与报名
条件不符或提供虚假信息、伪造
相关材料者，一经发现，立即取
消应聘资格，已办理聘用手续者
取消聘用，应聘者本人承担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开招
聘工作监督电话：

010-83952128
我们热诚期待您的加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事处
2017年11月1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年招聘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单位

城市经济与公
共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

劳动经济学院

信息学院

法学院

金融学院

拟补充
岗位级别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学历
层次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学科、专业或
研究方向

环境经济学

公共政策、区域政策

空间经济学

经济学

审计学

劳动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民商法
（知识产权方向）

金融学、保险学等

人数

1

1

1

1

1

1

1

1

1

9

联系方式

范老师010-83952270
cjfancy@cueb.edu.cn

沈老师010-83951024
shenshaobo@cueb.edu.cn

孙老师010-83952257
kjxy@cueb.edu.cn

王老师010-83951857
wmh@cueb.edu.cn

刘老师010-83951052
liubing@cueb.edu.cn

李老师010-83952249
cueblcy@163.com

张老师010-83952256
zhangj@cueb.edu.cn

备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合计

单位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

劳动经济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

信息学院

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

财政税务学院

法学院

金融学院

统计学院

外国语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体育部

拟补充途径

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或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

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或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

拟补充

岗位级别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副教授

讲师

讲师/副教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助教

学历

层次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

硕士及

以上

学科、专业或研究方向

行政管理（电子政务/政府监管/公共政策）

区域经济

财务管理、金融或公司治理

电子商务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审计学

会计学

财务管理学

审计学

会计学

社会工作

社会保障

人才资源管理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广告经营管理

新媒体

书法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安全工程 （城市减灾与公共应急）

财政学

税收学（财政学、财税法相关专业）

资产评估（金融学、会计学相关专业）

国际法

法理学

金融学、量化投资、保险精算、金融工程等

经济统计

金融统计

数理统计

法语

外国语言文学

思想政治教育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

运动训练、体育教育

人数

2

1

2

2

3

3

1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3

1

1

1

2

1

1

5

1

1

2

1

2

2

2

57

联系方式

范老师010-83952270

cjfancy@cueb.edu.cn

柳老师010-83952195

cba@cueb.edu.cn

沈老师010-83951024

shenshaobo@cueb.edu.cn

孙老师010-83952257

kjxy@cueb.edu.cn

王老师010-83951857

wmh@cueb.edu.cn

张老师010-83951751

zhsue1971@163.com

刘老师010-83951052

liubing@cueb.edu.cn

陈老师010-83951766

chenry@cueb.edu.cn

姚老师010-83952838

yaodx@cueb.edu.cn

李老师010-83952249

cueblcy@163.com

张老师010-83952256

zhangj@cueb.edu.cn

张老师010-83952125

zhangbaoxue@cueb.edu.cn

徐老师010-83952086

sfs@cueb.edu.cn

备注

具有业界经验优先

具有业界经验优先

中共党员

社会人员

应届毕业生

吴老师010-83952142
wuxiliang@cueb.edu.cn
李老师010-83952393

liyuanyuan@cueb.edu.cn

·招聘信息·

附表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年教师岗位正常补充师资招聘计划

附表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年引进学科带头人招聘计划

博士

博士
教授

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