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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探讨

对人力资源的投资， 主要包括对教育
的投资和对健康的投资。不可否认，教育对
于人力资源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但健康
投资却长久以来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尤
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
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 人们的身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问题却越来越突出， 严重制约
着个人人力资本的累积与发挥， 已经成为
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健康投资的涵义
健康投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

健康投资是指社会为恢复和提高人们的健
康，发展各种健康事业而投入的全部资源，
包括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教育、卫生保健
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 狭义的健康投
资主要是指向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资源。
本文将健康投资界定为个人和社会对于健
康方面的投资， 主要是指对于医疗卫生方
面的投资，其它诸如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投资不能算作是对健康的投资。

二、健康投资对人力资源的影响
上世纪 4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

奥多·舒尔茨就提出健康保健是人力资本
投资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身体健康是人
进行各种活动的最基础保证，所以健康投
资是各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前提和基
础。

1、 健康投资对劳动力产生的直接作
用。 一方面，健康投资可以使健康时间增
多、生病时间减少，从而导致劳动者有较
多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产出的增
加。 另一方面，有较为健全的身体和较旺
盛的体力投入生产劳动，能提高人的劳动
生产率和工作效率。 国内有研究表明，所
有的营养和健康都会影响农村的劳动力
生产率， 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
著，平均看，卡路里摄入量每增加 1%，种植

业收入相应增加 0.57%，而家庭劳动力因病
无法工作每增加一个月， 种植业收入减少
2300元。

2、 健康投资对劳动力产生的间接作
用。 健康的体质可以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给
患者带来的收入风险，可以提高个体收入，
同时也会使人们更多地向其他人力资源方
面进行投资，加大教育和继续教育等投资，
从而会提高人口素质， 促进社会发展和经
济增长。 健康状况的改善还对刺激人们获
取更多的人力资本，具有一系列的意义。

3、 健康投资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影响。
健康服务能够改善目前和未来的人力资源
质量。 工人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利于改善其
体力、 精力和能力， 使其集中精力做好工
作。 儿童健康和营养状况的改善会通过其
成长为更强壮和健康的成人而提高未来的
生产力。此外，健康还可能间接地促进生产
技能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健康的儿童能
够保持较高的上学出勤率， 在课堂上也能
更加集中精力。 健康投入不仅能提高人力
资源的质量， 而且能够增加未来有效劳动
力的数量。

三、对合理实施健康投资的建议
人力资源的形成、开发、配置使用受时

间限制， 而人从事劳动的时间却被限制在
生命周期的一个时段里， 因此必须延长最
佳时段，发挥最佳时期的能力，获得资本投
资较大的效益。

1、重视年轻期的健康投资，尤其是在
接受教育阶段的健康投资。 所有的投资都
有一个最佳时间段， 如果错过了最佳时间
段， 投资的收益可能会很小， 甚至是负收
益，对于健康投资而言，同样也适用。 每个
人从生下来开始， 生命的长度就在不断减
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婴儿期、
幼儿期、青少年期、成年期、老年期是每个

人都会经历的阶段。不同时期对于健康投资
的收益也会不同，青少年期是一个人成长的
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一时期，人的智力体力
都处于一个旺盛的状态，而且正是接受教育
的阶段，人力资本在不断累积，如果加大此
时的健康投资，效益将是最大的。

2、大力加强健康教育，引导人们形成有
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通过有计划、
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教育活动和企业健康
文化活动，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
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
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
量。健康教育的核心是教育人们树立健康意
识、懂得一些基础的卫生保健知识。 要按照
各类人群不同的学习需求和学习起点，设计
不同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促使人们改变不健
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行为生活方
式，以降低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 通
过健康教育，能帮助人们了解哪些行为是影
响健康的，并能自觉地选择有益于健康的行
为生活方式。

3、在对身体健康进行投资的同时，更要
注重对心理健康的投资。在现在社会变迁剧
烈的转型期间，对于人们的心理健康的投资
也愈趋显得重要。劳动者心理问题给企业造
成的负面影响主要有：缺勤率、离职率、事故
率、 人际冲突增加, 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下
降，工作效率和业绩下降，客户服务质量降
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上升，企业内部的合
作与竞争氛围受到影响等。企业管理层的心
理问题更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从
而为企业带来严重的形象损失和经济责任，
有的员工心理问题可能让企业担负法律责
任。 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对心理健康方面的
投资，注重心理知识学习、心理调节培训、工
作环境改善、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从
而达到人力资本的最大效益。

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个性突出，有逆反
心理，难以管理，这给高中班主任的工作带来
一定难度。班主任如何进行管理才能使班级的
学生积极向上，充满活力？ 这是班主任老师一
直很关注的问题。班主任工作应该是一项以理
服人的工作，一味强调严格的制度，强制学生
遵守纪律，并不可取。不采取任何严厉措施，一
味放任学生，也不利于学生的发展。所以，高中
班主任应该明确“宽”与“严”之间的界限，坚持
适度原则。

一、“宽”与“严”在班主任管理中的意义
“宽”和“严”是两种相反的管理方式，但是

两者在班主任管理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
者缺一不可。

1、“宽” 的意义。 高中学生处于青春叛逆
期，在高强制性的环境下，极容易产生逆反心
理， 从而使班主任的管理取得适得其反的效
果。 但是， 如果给高中学生提供一个宽松、自
由、可以展现自我的环境，他们可能会进步更
快，取得更好的成绩，与此同时还会激发学生
的灵感，提高其创新能力。所以，班主任给学生
一个宽松的氛围和环境，包容爱护学生，学生
就会与班主任之间建立深厚的感情，对班主任
产生信任，愿意同班主任一起分享成功，分担
失败，这就有利于班主任了解学生，进一步关
心学生，使学生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 同
时，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学生还能够充分发
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
学生自主学习，而不是被迫学习，从而有利于
学生成绩的提高。

2、“严”的意义。给学生提供一个宽松的环
境，并不意味着一味放纵学生，无章可循，无法
无天。 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任何自由都是有
限度的， 对高中生的管理也是如此。 俗话说：
“无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学校
有校规，班级也有班规。 规章制度的制定是为
了保证其他学生的利益，也是对学生的健康成
长负责。高中生的心智并不完全成熟，制度的存在，一方面可以
约束他们的不良行为， 使之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他们认清不良行为和不良作风，使其敬而
远之。 学生经常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应该对其采取相应的处
罚措施，进行严格管教，这是对他的一种警告，让他清醒地认识
到自己的不足，以后注意自己行为；同时，也体现了制度的公正
性，是对其他学生的一种警示。

二、班主任实施“宽”管理的措施
班主任的对学生进行“宽”管理，不仅体现在给学生提供自

由发展环境，还应该体现在与学生建立起真挚感情上，班主任
与学生感情深厚，学生在学习中才会感觉到无拘无束，更容易
发挥出自己的潜力。班主任实施“宽”管理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
点。

1、与学生平等交往。班主任往往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
上的位置上，对学生发号施令，让学生对其说的话言听计从，稍
有违背就会大发雷霆。 这是一种传统的专制管理模式，不利于
学生与老师之间感情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自由全面发展。 所
以，班主任应该树立平等观念，尊重学生，坚持“以人为本”，不
偏袒学生，这样才能得到每一位学生的信任，与学生建立深厚
感情。

2、对学生的小错误采取宽容态度。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
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任何人都犯过错误。所以，班主任不
能对学生过分苛求。 比如，有的学生一直遵纪守法，热爱学习，
偶尔一次迟到，班主任应该对其采取宽容态度，提醒他一下就
可以，而不必要采取严苛的处罚，这样会挫伤学生积极性。

3、培养自身的“亲和力”。 一个有亲和力的班主任，可以赢
得学生的信任，能够拉近与学生之间距离，使学生放松心情，发
挥潜力，也利于开展班主任的工作。 所以，班主任应该在民主、
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基础上，培养起自身的“亲和力”。

三、班主任进行“严”管理应注意的问题
1、严而有格。所谓“格”的意思就是分寸、范围。班主任对学

生要求严格，但是不能超出一定范围，严格要有分寸。对不同学
生应该采取不同方法进行严格要求， 其中的不同方法就是
“格”。 班主任只严而无“格”，乱严一气，会产生很不好的结果。
所以，班主任的严格并不是武断、强硬，而是能够严格公正对待
每一个人，使学生感到平等尊重。

2、严而不厉。 班主任对学生进行严格要求是正确的，但是
应该把严格和严厉区别开。尖锐的语言、冷淡的面孔、使学生失
去尊严的惩罚，并不能算作严格，这只会使学生的自尊心和自
信心受挫。 在某种程度上，宽容也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严格，
可以引起学生内心深处的自责和自省。

高中班主任的工作中充满困难，既不能太严苛，容易伤到
学生的自尊心，也不能太宽松，会放纵学生的不良行为。严宽相
济，掌握好管理适度的原则，既遵守相关制度，又给学生营造一
个宽松氛围，与学生建立起深厚感情，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健
康全面发展，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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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健康投资对人力资源的影响

贵州省六盘水市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米小群

一、强化参与学习的意识
我在给幼师班的学生讲授《故都的秋》

一文时，带着学生通读课文，整体感知以后，
我设计了这么几个分组竞赛环节让学生完
成。

第一个环节：准确无误。
文中着力表现出故都的秋的特点是什

么？ 请准确无误的在文中勾画出关键词。 结
果马上有同学回答，文章中秋的特点体现为
清、静、悲凉。

第二个环节：精彩纷呈。
指出你所阅读的自然段中写得最精彩

的地方，并作几句精彩的点评。
第一位同学提出，文中写道：
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

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 看起来既觉得细
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
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
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
…

该生评点：如果用“细腻”来形容“灰土
上留下来的”“扫帚的丝纹”， 还勉强有点客
观性，那么文中的“清闲”、“落寞”完全是主观
的、意念上的，一片飘零的槐叶能打动情绪，
几声秋虫的哀鸣足以牵动心魄，这种深远的
忧思和孤独者的冷落之感正是郁达夫当时
的心境，由于在客观事物的描绘中融进了作
者的情绪，自然要觉得落寞和悲凉，和故都
北平一样，作者的感情上也蒙上了一层淡淡
的秋意。

第二位同学提出，在评论古人悲秋时文
章写道：

足见有感觉的动物， 有情趣的人类，对
于秋，都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

厉、萧索的感触。
该生评点：文中的清、清闲———恬静安

谧，这是故都秋的“清”，细腻、幽远———幽静
深邃，这是秋的“深沉”；落寞、衰弱、萧条———
萧条凄凉，这是秋的“悲凉”。作者是在用自己
的情感绘出了一幅细腻深沉悲凉的主观意
境图。

第三个环节：独具慧眼。
这是关键环节，重在挑战。 你是否能指

出以上同学未发现的精彩文笔或绝妙之处，
请补充。

有同学提出： 作者所处的 30年代旧中
国，连年战乱，民生凋敝，读书人衣食无安，居
无定所。 作者也是久经颠沛流漓的生活，才
回到故都北平，所以，其作品在字里行间渗
透着别样的情感。 故都的秋“清”、“静”、“悲
凉”也正是此因。

在阅读竞赛中，学生生龙活虎，兴味盎
然。 课堂上呈现出学生主动、积极参与学习
的气氛，文章的形象美、绘画美、音乐美、含蓄
美统统被学生挖掘并娓娓道来。“语文的使
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
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 ”吕叔湘先生
是这样说的。因此，教师必须打破“一言堂”的
局面，不要把学生当作承受的容器，而应给
他们一点课堂时间，使之积极参与学习一一
去读、去说、去想、去写，从而真正成为学习的
主人。

二、培养质疑问难的习惯
“学则须疑，学贵善疑”。 学习文学作品，

极易见仁见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 因此，营造学生质疑问难的
课堂氛围，是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学习
能力的一条捷径。

在检查学生预习新课时，我常常让学生

质疑问难， 可大多数学生的问题停留在文字
的表面，其实对于这类问题，借助工具书，或
老师稍作点拨，都能迎刃而解。 由此，我开始
认识到，学生通过二、三遍阅读深入到文章的
结构中去，提出一定质量的问题，那是不太现
实可行的。 于是， 我试着在学习课文的过程
中，或学完课文之后，再给学生一些质疑问难
的时间，这样他们的思考显得成熟多了。

例如，我在讲授《人是什么》一文时，在文
章的学习进入尾声的时候， 我却突然把课停
了，请同学们快速以组为单位进行质疑、解疑
竞赛。 五分钟过去后，竟然有同学提问了，为
什么说对现时的把握是“构成人的最重要部
分”？ 又为什么说如果“失去对往事的回忆和
对未来的希望”就“难以把握现时”？

经过一阵激烈的争辩后，第三组的同学
整理好答案为：

对现时的把握之所以“构成人的最重要
部分”，是因为把握现时是实现志向的必要前
提，是走向未来美景的可靠保证。 否则，在一
个个五光十色的希望肥皂泡中蹉跎岁月，浪
费青春年华，丧失自我。

教学实践告诉我，“教学过程实质上就是
教师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 有目的有意识地
使学生生疑、质疑、解疑、再生疑、再质疑、再
解疑的过程。”同时学生的质疑或击中文章要
害，或抓住语言精华，或深化了课文主题，有
的甚至激活了教师的思路， 开拓了课堂的空
间，学生的质疑成为他们独立思考的开始，独
立学习的开端。

总之，教与学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教
师给块蓝天，学生就能飞翔”，教师给一个支
点，学生就能四两拨千斤。 在课堂教学中，给
学生一点参与、质疑的时间，语文教学一定会
事半功倍。

职高学生的语文课堂教学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