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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余娅怎么看

新闻背景：大学生在毕业前去企业实习特别是去名企实习，不仅有利于提升自身能力，对于今后找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然而这一
点竟被中介机构作为赚钱的渠道。一些中介机构声称可借助庞大的企业资源和职场导师资源推荐大学生去名企实习，并将实习机会明
码标价，表示“可内推，保证能进去实习”“不成功，不收费”。 （11 月 1 日《工人日报》）

实习明码标价，买还是不买
@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刘和平 名企的理念、管理、资源、技术

等无一例外都是一流的，这是普通企业难以具备的。大学生有机会到名
企去实习，对于其人生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中介机构介入实施有偿
服务，对介绍进入名企实习明码标价，正好满足了众多大学生的需求，
这其实也属于一种市场经济，很正常。 只要中介机构做到明码标价，诚
实守信，不对大学生实施诈骗，就是合理的存在。 大学生花点中介费能
够进入名企实习一段时间，等于是自费拜名师一次，值得。

@ 邵阳学院刘运喜 教育实习是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每个学生都拥有一样的实习权利和机会。 对于具有竞争性的少数
稀缺性实习单位，应当在大学生中采取公开竞争、公平选拔的方式，由
实习单位主持考核、择优录取，而不能以付费的方式来决定。中介机构
以收取高额中介费来为大学生争取名企实习机会， 是发不义之财，无
形中剥夺了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的权利和机会，显然不符合机
会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和精神。

@ 读者马全和 实质上，明码标价不是中介机构唱的“独角戏”，而
是中介机构和企业演的“双簧”。 如果只是中介机构“单边行为”，企业
必然不会配合，恐怕中介机构想赚钱都难。 他们“猫鼠合一”“强强联
合”，都在大学生身上分到了“一杯羹”，才能配合默契，合穿“一条裤
子”。 然而，孩子就业是人生的大事，虽然这种明码标价实习不合理，假
如笔者的孩子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还是会选择买的。 毕竟，一个人不
读大学是不行的，仅读了大学而没有就业是万万不行的。

@ 读者乔英杰 大学生实习一般是靠亲朋安排或自己寻找， 明码标
价显然是中介机构用以忽悠那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 况且，依笔者之见，
即便是花钱能够买到名企实习机会，恐怕收获也未必如传言般“货真价
实”。 因为企业都不会把关键、核心、重要的岗位交给一个来临时“刷经
历”者。 所谓的名企实习除了会在你的实习经历上留下看似“辉煌”的一
笔外，于你的个人能力提升上不会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帮助。 所以，既不必
追求名企实习，更不必花冤枉钱去买这种机会。

毕业实习是一件让大学生头疼的事，学校
推荐的实习单位不理想，自己想进的单位门槛
又太高，将就之下，常常是花费了时间，却对将
来的择业就业没有半点帮助。

有需求就有市场，正因为“实习难”问题的
普遍性，敏感的中介机构从中嗅到商机，将实
习机会作为“商品”兜售。且不说中介机构明码
标价的“实习机会”含金量几何，它反映的，确
实是实习市场的“刚需”。

为什么学生无法选择心仪的实习单位？ 有的学校在实习推荐时
就有猫腻，好的实习机会藏着掖着，不让学生公平竞争，而要通过找
关系、走后门才能拿到。 如此一来，一小部分学生得到“好处”，能够
将实习作为“跳板”进入名企，更大一部分学生只能望之兴叹，愈发
觉得“实习”没有意义。

为什么学生无法通过实习实现专业技能的提升？ 有的企业，把
实习生当作廉价甚至“零报酬”的劳动力，所谓“实习”内容，不过是
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没有丝毫技术含量；有的学校，则沦为掮客，
把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卖”给实习单位。 实习变成企业和学校之间的
“人财交易”，完全背离了“育人”宗旨。

实习乱象丛生，才会让每一个即将面临实习的大学生有了这样
的“刚需”：在学校，和其他学生一样，拥有公平的实习机会；在企业，
和普通员工一样，被给予平等的待遇。 恰是这种“刚需”无法被满足，
实习机会才会成为“商机”，被商人明码标价大肆叫卖。

笔者以为，找准问题的症节，才能对症下药。 既然实习是校园学
习的延伸，是校企合作的实践，买单的应是学校和企业，而不是学
生，只有加强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优质实习机会，让实习回
归本真，以“育人”为要义，才能实现“双赢”甚至“多赢”，而不会沦为
商人致富的“商机”。

“种菜”教育
一举三得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浙江农林大学农学院有一门必修课叫

《农业生产综合实训》，下地种菜是这门课的
重要部分，学校对本门课程要求严格，还请
来了资深农民当助教， 根本糊弄不过去，怕
虫子、怕晒黑，种不出萝卜番薯就拿不到学
分毕不了业。 为避免误了农时，学生的寝室
里都挂了 24 节气图。

（11月 3日中新网）
“种菜”教育“一举三得”，很有必要，值

得肯定。
“种菜”教育是“专业教育”。 读农学院，

就要学习干农活，生产出农产品，这就是“专
业教育”。 也许读农学院的不少学生会说自
己并不是冲着下地“种菜”去读的，而是冲着
实验室和理论研究去读的。 然而，农业种植
光有理论而没有实践是不行的，研究植物生
长的人不应该不与土地打交道。 世界“杂交
水稻之父” 袁隆平说：“书本和电脑很重要，
但是书本和电脑种不出水稻！ ”农学院让学
生下地进行“种菜”教育，这和医学院让学生
进医院进行“诊疗”实习教育一样，本质上都
是“专业教育”，能让其热爱专业、学会专业
本领，理当做好做实。

“种菜”教育也是“吃苦教育”。 现在的
青少年四体不勤、 不愿干农活的还真不是
少数，除了潜意识里“轻农”，更多的是怕
“吃苦”，不愿冒严寒顶酷暑。 长此以往，会
造成青少年心理上弱不禁风， 如果进一步
发展，将会让其身上诸多优秀品质缺失，比
如，节俭观念、艰苦朴素作风、自力更生精
神等。这样，将来又如何能走上社会胜任工
作呢？对青少年进行“种菜”教育之类的“吃
苦教育”，让其在劳动中锤炼自己的坚韧意
志，培养吃苦耐劳的品格，是切实可行的。

“种菜”教育更是“学以致用”。 让大学
生干农活学“种菜”，他们不仅能够见证果
蔬的种植和生长过程， 增强从事农业必须
的动手能力， 也能学到很多课本上学不到
的知识，更能把学到的农业知识用于实践，

“学有所用”， 又反过来对于他们更好地从
事本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也是很好的积累。
当前，我国一些高校对学生“学以致用”还
重视不够，以致于出现了一些高校“科研成
果”虽多，但转化率超低，成了名副其实的

“花瓶”，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
对学术风气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让大学
生“学以致用”，加之以“种不出萝卜番薯就
拿不到学分毕不了业”的压力，值得大家学
习借鉴。

不久前，福建省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全省各级
各类学校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有效发挥法律顾问在维
护学校法律地位、 处理学校与师生及社会各方面关系
的重要作用。

法律顾问对于学校来说就像是一道安全“防火
墙”，不仅可以帮助学校解决法律纠纷，化解冲突，更重
要的是可以提前介入学校的管理， 从事前预防到事后
处理，全程为学校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保障学校教育教
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方芳

？
“刚需”成“商机” 实属无奈

法律“防火墙”
为学校护航

高尔基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
阅读书籍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写
作水平。 作为老师，在自己获益于阅读的同
时，也要让学生爱上阅读，引导学生从广泛
的书籍中吸收养分。 那么，如何让学生爱上
阅读呢？ 下面笔者就结合自己的实践，谈谈
这方面的几点体会。

一、激发学生产生阅读的兴趣，让其主
动阅读

如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我认为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老师以身作则，
经常在学生面前阅读。 2. 适时地将书中趣
味、 美妙之事及描写精彩的片段与学生分
享。先从他们最感兴趣的故事入手，如听故
事、读故事、说故事。 有时候，我趁学生们
正听得津津有味时却戛然而止， 让他们先
猜猜结局。 在一一否定了他们的答案后，
我便出示那本书， 告诉他们书中不仅有答
案，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学生被扣人心弦
的故事情节激起了浓厚的兴趣， 纷纷要求
借阅书籍。 3. 多给学生讲述名人阅读的故

事。 4.鼓励表扬主动阅读的学生，并让那些
爱阅读的学生给同学们分享阅读带给他们
的快乐。

二、教给学生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让
学生有的放矢，从中获取阅读的益处

我一般教学生在阅读时要做到“三
读”。 第一遍了解字、词的读音、含义，明确
内容。 思考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内容？ 过程
是怎样的？ 重点写了什么……因为内容的
感知是理解主题的需要， 有益于学生积
累写作素材。 第二遍结合文章内容和主
题 ，对重点词句加以品读 、感悟 ，通过摘
抄、积累，感悟主题与中心，思考这些内容
的描写集中表现了文章的什么主题？ 从而
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第三遍根据理解文中
人物的对话，来与作者对话，与自己对话。
思考这篇文章表现了书中人物和作者何种
感情？ 读后有什么感想和收获？ 同时告诫
自己在作文时也要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
这样写出的文章才会有感染力。 经过“三
读”后，学生从阅读中获益匪浅。 班上许多

学生都备有“摘抄本”，专门积累一些好词
佳句，积累得多了，写的作文也变得生动、
形象、具体了。 课堂提问时，学生更是妙语
连珠……所有这些， 都得益于学生的课外
阅读。

三、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阅读氛围，使他
们自然而然地融入到阅读情境中去

我充分利用了班上的“读书角”，首先
自己带头给“读书角”买书、捐书。 学生们也
纷纷仿效，大家共同充实班级的“读书角”，
使书籍更加丰富。 学生们经常有序地去学
校图书室借书带回家阅读。 班级开展了各
种读书活动， 给学生创设展示与交流读书
成果的平台， 学生们在交流中丰富了对阅
读的理解，锻炼了阅读能力。 同时我还不忘
及时与家长沟通， 让家长鼓励并支持学生
进行课外阅读。 农村小学的留守儿童较多，
但是并不影响其父母对孩子的阅读指导，
反而更能促进他们之间的感情。 父母和孩
子异地同读一本书， 然后和孩子在微信上
就同一问题谈各自感受并且进行交流，这

样既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又培养了孩
子阅读的兴趣。

四、让学生多读少练
平时常听到很多老师抱怨学生阅读

能力差， 考试时阅读理解总是失分严重。
于是有的老师开始实行“题海战术”，以为
这样就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其实这样
只会适得其反。 因为机械、繁琐的“题海”
只会消磨学生对阅读的兴趣。 我们必须要
树立“大语文”的概念，不能一味呆在小课
堂里，更不能在习题堆里打滚，应该走向
大自然，走向生活。只有让学生充分地读，
痛痛快快地读，潜移默化地从阅读中吸收
养分，才能真正提高学生驾驭语言文字的
能力。

让学生爱上阅读并非一件易事，短时间
内难以立竿见影地见到成效， 但只要老师
坚持不懈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让学生
掌握正确的读书方法， 培养他们良好的阅
读习惯，那么，学生们便会逐渐爱上阅读，
从而受益终生。

如何让学生爱上阅读
衡阳市衡阳县关市镇中心小学 崔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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