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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特殊孩子的
“冰雪奇缘”

①

最新版《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章程》印发
取消参赛选手年龄限制

所有学院都开设生态环境类课程

怎样解救被抑郁困扰的孩子
本报见习记者 张赟芳 记者 焦以璇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蔺秀云
就诊时，大四学生汪小月 （化名） 显
认为，当下的青少年面临探寻自己在
得十分无奈。
社会上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但价值
病耻感是在抑郁症患者中常见的
与意义又是无法量化的，“在这个年
一种心态，他们害怕周围的人知道自
代，每个人都有很多发展路径，并且
己的病情后歧视自己，于是隐瞒病
没有标准，也没有上限。这样一来，
情、苦苦支撑。
实现自我价值就要难多了”
。
家长的忽视也在无形中推波助
另外，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导致了
澜。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副主任医师张
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如今，一些青
治华表示，很多家长对抑郁症存在认
少年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一方面，
识误区，认为只是孩子“爱钻牛角
他们看到的光怪陆离与自己的生活形
尖”
“想不开”
，还有一些家长喜欢用
成了巨大差距，这种落差感容易让他 “青春期”来解释一切。这种对抑郁
们手足无措；另一方面，他们与现实
症的误解，让孩子得不到及时的救
社会的联系正在削弱，这让他们的适
治，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心理伤害。
应能力无法得到锻炼。
抑郁症被误诊为其他疾病也很常
见。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
科主任医师郑建民告诉记者，抑郁症
抑郁症为何“被隐藏”
症状比较隐蔽，不仅仅表现为情绪上
孤立自己、缺乏动力、逃避问
的明显低落，也会表现出失眠、烦躁、
题、自我憎恨、生活紊乱……抑郁症
心脏难受等其他症状。因此，不少患
患者能感受到强烈的痛苦，但是
者并不清楚自己患的是抑郁症，而
就医率极低，占比甚至不足
是选择去神经内科、失眠等
10%。是什么原因导致抑
门诊反复治疗，耽误了最
郁症成为“被隐藏的疾
佳治疗期。
病”
？
抑郁症如何
“因为害怕异样的
目光，当你说自己有
科学筛查
抑郁症的时候，周围
的人可能觉得你小心
抑 郁 症 可 防、
视觉中国
眼、矫情、软弱，
可控、可治。只
甚至是危险、暴力
要发现异常后及
的。这种偏见带
时到正规医疗卫
来的痛苦不亚
生机构就诊，接
供图
于抑郁症。”当
受专业规范治
被问及为什么不
疗，大部分患者

一合作企业申办同一赛项联合申请承
办的学校不超过 2 所；合作企业重视职
业教育、资信状况良好、社会声誉良好，
且无违法违规记录等。
在参赛选手条件上，新修订的章
程鼓励高职大龄学生、国际学生、符
合条件的国际选手参赛，取消了高职
选手不超过 25 周岁、中职选手不超过
21 周岁的规定。同时，比赛可根据需
要选择合适赛项接纳社会公众观摩体
验，促进全社会崇尚和学习技能的良
好氛围。
新修订的章程规定，大赛坚持公
益性。任何组织不得以竞赛名义营
利，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参赛选手和学
校收取参赛费用，禁止命题专家以辅
导培训名义向参赛选手和学校收取费
用，禁止企业以支持办赛名义向参赛
选手和学校收取费用。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每年举办
一届，是教育部发起并牵头，联合国
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以及有关行业组
织、人民团体、学术团体和地方共同
举办的一项公益性、全国性职业院校
师生综合技能竞赛活动，自 2008 年开
始举办以来，已经成为规模最大、覆
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全国性、综
合性职业院校技能赛事。新修订的章
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由教育
部等 37 部门印发的 《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章程》 作废。

都可重归正常生活。越早发现、越早
防治，效果越好。
张治华认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
学生健康体检，首先，要注意保护学
生隐私，及早介入是为了及早治疗，
而非给患病的学生贴上“标签”；其
次，对于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要给予
指导和帮助，而不是劝退或歧视。
另外，体检筛查抑郁症，要注重
工作的科学性。“抑郁症的识别和诊
断存在一定困难，容易与青春期叛
逆、学校适应不良、学业问题、躯体
疾病等混淆，因此在青少年抑郁症筛
查时要科学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
状，采取不同的干预和防治措施。”
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理咨询师许
惠芳说。
体检的时间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结果的准确性，
应慎重选择。例如，
如果筛查是加在入学体检里，那么多
数学生为了保住入学机会，会选择避
重就轻，
而有些因抑郁而厌学的学生，
为了逃避上学，
则可能夸大问题。
防治青少年抑郁症是一项重大而
复杂的工程，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
健康体检内容只是第一步。多位受访
的心理专家都表示，控制抑郁症多发
趋势，当务之急是改变单一的社会评
价体系和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心理卫生科主
任刘畅认为，应倡导学生的多元化评
价导向，在家庭和校园创造舒适的
“小环境”
，并在此过程中给予学生更
多的心理关注。

每年金秋，在南林大体育馆内，蒋建清都会为
新生讲述学校林业前辈的动人事迹，鼓励新生厚植
绿色基因，扛起生态责任。
围绕“绿色发展基因培植”育人轴心，南林大
从顶层设计、教学改革、平台搭建、队伍建设、环
境营造 5 个维度深探索、密织网，将绿色的种子植
入每一名学子心田。
课堂是培育绿色学子的主战场。南林大不断增
加生态类选修课数量，目前绿色文明类通识选修课
程由 2016 年的 12 门增加至 57 门，学生选修学分
由原来 2 个学分增加到 4—6 个学分，并鼓励各学
院开设本院专业与生态环境学科交叉的必修课和选
修课。目前，所有学院都开设了生态环境类必修或
选修课程。
蒋建清告诉记者，学校特意修订人才培养方
案，将生态理论、知识和技能等有机融入各专业课
程建设，“浸染绿色的交叉课程，吸收林科优势专
业的营养，促进‘非林’专业与林科专业间的深度
融合”
。
如今，“绿色设计与制造”“土木工程与环境”
等一批精品课程，提升了学生将绿色理念融入专业
实践的能力和水平。在每年的毕业设计展上，生态
环保是每一届毕业生创作关注的重要主题，“零污
染”、“零甲醛”、巧用废弃物等作品琳琅满目。在
2020 届毕业生中，赴基层就业人数较往年提高了
48%，一批批朝气蓬勃的南林学子将绿色生态的种
子播撒到祖国生态文明建设最需要的地方。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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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绿色的种子厚植学生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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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提出要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熊汉忠观察到，抑郁倾向在年轻人中
有扩大和加重的趋势，从临床上来看，
现在患抑郁症的人年龄越来越小。
为什么抑郁症在青少年群体中越
来越普遍？
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是造成孩子
患上抑郁症的最大诱因。今年 17 岁
的毛毛 （化名） 已经确诊重度抑郁症
两年了，她认为自己患病的原因是父
母施加的巨大压力。“我的父母经常
告诉我，他们为我舍弃了很多东西，
我学习这么不好就是对不起他们。我
非常愧疚、自责，我不敢走出房间，
不敢说话，觉得自己非常不堪。”毛
毛说。
自我实现的困难让青少年背负上
沉重的压力，一旦处理不好便容易导
致心理失衡。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
长熊丙奇指出，急功近利的焦虑，会
产生巨大的就业和升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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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林业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中心，这
是该校继 2019 年 5 月成立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
与林业发展研究院以来，又一次将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事业贡献“南林力量”
。
“如今，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是必由之路，给新时代农
林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南京林业大学
党委书记蒋建清说，作为一所林业特色高校，南林
大构建“五维一体”生态素养培育体系，着力培养
具有生态理念和绿色技能的生态文明建设者，为国
家输送了一批批具有生态情怀的人才。

今

青少年为什么也会患抑郁症

校对:杨瑞利

本报讯 （记者 欧媚） 为推进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规范化建设，提
高专业化水平，确保大赛规范、公
平、优质、高效、廉洁，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组委会研究修订了 《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章程》，近日由教育
部等 35 部门联合印发。
此次修订明确，大赛建立学校、
省级、国家三级竞赛体系。国赛选手
须来自省赛，形成“校有比赛、省有
竞赛、国有大赛”的职业院校技能竞
赛体系。大赛分为中等职业学校和高
等职业学校 （含专科、本科层次） 两
个组别，高职组别中新增了本科层次。
在赛制上，修订明确了大赛实行
赛区制，比赛相对集中举办。改变了
以往主赛区和分赛区的赛制，取消了
“天津市是大赛的主赛区”的规定。
2019 年之前，天津一直作为大赛主赛
区；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
革试点赛 40 个赛项全部在山东举办；
2021 年大赛有 102 个赛项，其中山东
承办 50 个，其他 26 个省份承办 52 个
赛项。
在赛项承办上，除了职业院校单
独承办之外，新增了城市承办和校企
联办，并对赛项合作企业遴选原则和
职责作了规定，要求合作企业遴选遵
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满足意向承
办赛项技术方案要求；同一合作企业参
与申请承办的年度赛项不超过 2 项；同

观察

日前，教育部对 《关于进一步落
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 进
行答复时，提到要将抑郁症筛查纳入
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近年来，以抑郁症为代表的精神
疾病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应引
起足够重视。而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
健康体检，相当于把抑郁症防治关口
前移，有利于推进青少年抑郁症早发
现、早干预、早治疗，解救更多被抑
郁“装在套子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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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着力加强学生生态素养培育
——

在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
学校操场内一个拱起的滑道上，一群
穿着旱地滑雪越野滑轮的孩子将两根
雪杖夹在腋下，俯冲而下。
“都以为这群孩子啥都做不成，
我
就想试试，
他们到底能不能做成。
”
栾川
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拥军说。2019
年起，
吴拥军将冰雪运动带进大山里的
残疾儿童特殊教育学校校园，
学校陆续
建设了越野滑雪训练滑道、
旱地冰壶馆
等设施，
并依托伏牛山滑雪场和山区公
路，创造条件让有听力、智力障碍或者
肢体残疾的孩子进行冰雪项目训练。
“滑雪很有趣是因为滑得很快，像
小鸟在天上飞。”
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
越野滑雪队队员刘娇涵这样形容滑
雪。虽然身体的障碍让他们在动作理
解和训练效率上受到影响，但因为热
爱，孩子们天天练、反复练，在训练中
笑容始终洋溢在脸上。
冰 雪 运 动让残疾孩子们变得坚
强、自信，两根雪杖也变成翅膀，带他
们飞出大山，
开阔了眼界。近年来，
30
余个孩子先后走出大山，在全国第十
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奥会、
全国冬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四
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全国学校
冰雪运动等赛事中，
获得 60 余枚奖牌。
孙家鑫、裴富鑫、王思雨、李钇诺、
刘娇涵五位队员也已通过国家特奥越
野滑雪队的预选报名，正在备战第十
二届世界冬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想拿第一名。”王思雨腼腆地说，
“把
奖牌拿给爷爷奶奶看。”
①孙家鑫（右一）、
裴富鑫（左二）、
王思雨（左一）、
李钇诺（右二）、
刘娇涵
（右三）和队友在伏牛山滑雪场内合影
（11 月 18 日摄）。
②参与冰雪项目的学生进行体能
训练 （11 月 18 日摄）。
③越野滑雪队队员刘娇涵穿戴装
备准备训练 （11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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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式校园让一草一木都育人
“让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
“替山河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在南林大
校园主干道，绿色标语一字排开；
“树人树木”的景观石刻点缀于绿草红花之间；校
训
“诚朴雄伟，
树木树人”
、校歌
“为了碧水青山”
，
彰显南林人的追求……
作为一所林业高校，南林大努力打造生态式校园，力争让每栋建筑都说话、
每个空间都传情、一草一木都育人。学生跨入校门后，生态理念于润物无声中悄
然形成。
为积极探索关键技术，有效对接国家战略，南林大相继成立了中国特色生态
文明建设与林业发展研究院、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案例研究中心、江苏环境与发
展研究中心等生态研究智库，引领和助推生态理论研究，并以之反哺教学。
校内学者纷纷为生态文明建设科普讲学、著书立说、建言献策。张智光教授
出版的 3 卷本系列著作 《绿色中国》，系统研究了绿色中国建设理念和实践。“作
为林业院校的学者，我们要积极响应国家目标，贡献南林智慧、实现南林价
值。
”张智光说。
此外，南林大还邀请全国“林业英雄”、知名校友走上讲台，近年来共举办
生态学术和科普报告近 500 场。

在丰富社会实践中传播生态理念

江西：
全流程在线办理民办校办学许可证
本报讯 （记者 甘甜） 日前，江
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成功申领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电子证照，标志着江西
省民办学校办学许可真正意义上实现
全流程在线办理。
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深
化“放管服”改革，依托江西省民办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创建电子办学许可
证电子证照功能模块，将纸质办学许
可证电子化，让数据多“跑路”。电
子证照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民办学校办
学许可证技术标准设计，申请人可自

行下载带有审批机关电子签章的电子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电子证照与
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作
为民办学校办理相关政务服务事项
的依据。
据介绍，电子证照信息向社会全
面公开，公众可登录江西省民办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或扫描电子证照上的二
维码，实时查询核验民办学校的办学
许可等信息。下一步，江西省民办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将继续优化，让更多
事项实现线上办理。

辽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全额纳入监管
本报讯 （记者 刘玉） 日前，辽
宁省教育厅等 9 部门联合印发 《辽宁
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工
作指引 （试行）》，对校外培训机构
预收费进行资金监管和风险管控，
严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
发生。
《工作指引》 明确，校外培训机构
预收费监管可采取银行托管或风险保
证金方式，预收费资金全额纳入监管
范围。实行预收费银行托管的，须开
立唯一托管专用账户，将预收费资金

与机构自有资金分账管理，确保托管
专用账户内资金专款专用。采取风险
保证金监管方式的，须开立风险保证
金专用账户，并存入一定金额的保证
金，不得用保证金进行融资担保，并
向主管部门备案。
《工作指引》 要求校外培训机构
在办学场所、网站等显著位置公示
收费项目与标准、预收费监管等信
息，并在培训服务前向学员明示。
不得收取公示项目和标准以外的其
他费用。

“佳木茏葱，奇花闪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在秋高
气爽的时节，南京玄武湖情侣园内新添了 15 处别致的小景。
这是南林大园林学院花园设计与营建竞赛活动现场。该院教师引导学子通过
改造废旧物品来实现循环利用，将图纸上的设计方案转化为一个个精致的庭院
景致。该活动连续举办了 13 届，已成为该校一项传统品牌生态文化活动。
南林学子走出校门，开展内涵丰富的生态实践活动已蔚然成风。自 2013 年
起，南林大每年组织 100 余支研究生社会实践团队去往田间地头和厂房车间，进
行问卷调查、生态政策宣讲、生态科技服务等，为当地百姓传播生态知识、带去生
态理念。8 年来，5000 多名研究生的足迹遍布全国 22 个省份、300 多个自然村，完
成调查问卷 76082 份，
形成调研报告 438 份。
在今年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该校林学院吴玉博士专门组建了实践团
队，把线下实践搬到线上，通过直播的方式搭建“植物云课堂”，博士生化身
“教学主播”
，以鲜活的形式向中小学生传播科学知识。
“我们要把行业特色大学的人才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优势，
引导学子积极开展生态理念和知识传播，践行林业高校学子的责任与担当，展现
国家生态文明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风貌。
”南京林业大学校长王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