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学院副教授、 心理学专

家叶国萍老师说到， 很多同学都

有共同的焦虑问题： 就是关于就

业和考研。 叶国萍老师认为，如果

你自己感觉目前这种焦虑心理对

整个生活影响不算太大的话，就

尽量靠自己来调整。 她建议，首先

要调整自己的睡眠时间， 如果你

每天入睡时间超过 12 点以后，可

能精神就会相对更兴奋一些，比

较难入睡， 那这个睡眠时间长了

肯定会导致紊乱。

很多人在面临选择或者环境

改变时，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情绪，

大部分大四的学生， 都会有关于

工作方面的焦虑， 然后也会有一

些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做。 在必要

的时候， 可以带着这种焦虑的情

绪去生活、很正常地生活，不要害

怕它。 要把这种焦虑看成是你生

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本来就应

该存在的， 如果找工作的这个压

力没有解除的话， 它肯定会一直

存在。 心理咨询上有个很著名的

叫森田疗法：就是能够顺其自然，

为所当为。 虽然失眠，虽然焦虑，

但我们不要把它当回事儿， 坦然

面对。

叶国萍老师建议， 有焦虑情

绪的学生可以听一点古琴曲，一

些很很有名气的古琴曲对于舒缓

情绪很有帮助。 安洪锋 孙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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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某教育机构组织 6－

10 岁儿童进行 “量子波动速读”

大赛及日常学习的视频在网络热

传。 视频中，一群孩子坐在一个大

房间里，快速地埋头翻书，隔着屏

幕都能感受到孩子们指尖生风。

“量子波动速读”培训学费少则一

两万多则五六万，但在家长群体中

异常火爆。 据说学会“量子波动速

读” 的孩子，只要翻书几分钟就能

完整阅读几十万字，并且还可以把

书本内容复述出来。更让人不可思

议的是，培训机构宣称，学会“量

子波动速读” 后不仅可以速读，还

能闭着眼睛就和书本发生感应，即

使戴上眼罩也知道作者传达的情

绪和内容。

面对质疑，培训机构称“量子

波动速读” 的原理很复杂，量子会

跟量子产生纠缠，而量子在纠缠的

过程中又会产生波粒二象性，通过

你的眼睛作用于大脑，最后眼动脑

动，读完整本书。不管你信不信，反

正负责介绍原理的培训老师，讲这

番话的时候连自己都忍俊不禁。厘

清这些，再看孩子们快速翻书的画

面， 感受到的可能就不是指尖生

风，而是满屏尴尬。 这种所谓的速

读培训几乎可以跟骗局划等号，为

何还有那么多家长心甘情愿掏腰

包？ 难道真的只因为人傻钱多？

在“量子波动速读” 之前，还

有很多类似的令人瞠目结舌的骗

局，让一批批家长争相砸钱。比如，

宣扬“全脑开发”“超感学习力”

进行的蒙眼识字培训，一度让很多

家长深信不疑， 但媒体调查发现，

所谓“蒙眼识字” 纯属骗局，其实

是教孩子从眼罩下方的缝隙偷偷

看字。

各类培训骗局大行其道，背后

当然与家长对孩子不切实际的期

望有关。基础教育阶段的竞争渐趋

激烈，各式各样的牛娃让家长备感

压力，一些恨铁不成钢的家长对培

训机构宣传各类超能力培养非常

着迷，甚至失去了基本的常识与理

性，在某种程度上“走火入魔”了。

在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些

家长出现教育焦虑是正常现象。但

不能因为焦虑就去“跳坑” ，或者

把孩子往坑里推。 无论是“蒙眼识

字” 还是“量子波动速读” ，为了

让家长觉得钱花得值，一些机构必

然使出各种欺骗手段，结果家长花

了钱、孩子付出了精力，最后孩子

不仅知识、技能没学到，反而学会

了怎么骗家长。家长的焦虑或许在

被骗中得到了满足，但这样的培训

到底是为家长服务，还是为孩子服

务？

对于家长来说，什么是科学的

教育理念？ 最基本的一条，恐怕就

是在孩子的学习问题上，不要总想

走捷径， 不要总想把孩子培养成

“神童” ，总想着让孩子掌握“超

能力” 。 当然，那些大行其道、花样

不断翻新的培训骗局也提醒监管

部门，治理校外培训乱象没有完成

时，一定不能任由这些违背基本常

识、违背基本教育规律的骗局肆意

横行。 据新华社

量子波动速读 是谁走火入魔

孩子只要翻书几分钟就能完整阅读几十万字？ 培训收费动辄一两万元———

面临毕业很焦虑

大四学生该何去何从

面临毕业， 很多大四学生愈发焦虑， 无论是找工作

的，还是准备考研的，都存在着一些紧张、焦虑。 那么应该

如何从容应对在找工作、考研时所出现的焦虑心理呢？ 来

看专业人士的建议。

面临毕业 焦虑紧张成常态

A

为何在毕业前会感到紧张、焦

虑？贵州大学数字媒体专业的大四

学生杜帅说，现今的他正面临着找

工作的紧张心理，在找工作时他时

常会感到很焦虑。

他认为焦虑来源于对自己未

来的不确定，焦虑时会不安，陷入

沉思，注意力不集中。

河南大学的大四学生刘雪飞

是一位贵州人，在河南读大学的他

想毕业之后来到贵州发展，但由于

之前对贵州的就业环境不是特别

了解，所以这让他在找工作的路上

有了很大的阻力。 另外，他现在处

于边实习边备考研究生的状态，两

头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感

到非常焦虑。

贵州大学的大四学生小丽

（化名）表示，她每天都感到很焦

虑，工作还没有找到，主要是她也

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该

往哪方面发展。 这小丽告诉记者，

她最近睡眠不太好，以前没课的时

候她能睡到早上九点过，现在晚上

一点过睡觉， 早上六点过就醒了。

而且很感性，看到一只流浪狗也会

流眼泪，看到不相关的明星去世也

会流眼泪伤感。她隐约地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如此，只是她不知道自己

该怎么办。

大四的大部分同学都是因为

近期找工作或是考研的事情而感

到焦虑，其实归根结底是源于三件

事：人生的有限性、未来的不确定

性和过去的不可更改性。这三件事

都是人生不可回避的。

面对焦虑 他们是怎么应对的

B

杜帅说：“当我焦虑时， 我会

通过跑步来缓解， 在跑步的过程

中好好地思考自己焦虑的点在哪

儿？ 然后我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

些焦虑？ 想清楚这些问题之后会

好很多。 ”

选择找工作的同学， 在没拿

到 Offer 的时候很煎熬，拿到了又

患得患失。 到 6 月份还没有出路

的痛苦无比，早在 9月份就保研的

同样不开心。 考研的同学也是如

此，刚开始把目标定得很高，但当

自己可能达不到那个目标时，就

降低了标准， 但这样的计划也使

得自己在后期时手忙脚乱。

刘雪飞在面对边实习边考研

的压力时， 他平常脑海里都会出

现与之相关的事情， 一旦出现在

脑海里，就会一直想这件事。 他也

会逼逼自己，不让自己这么浮躁，

于是他会在脑海里梳理一下自己

所烦躁的事情， 最后再一件一件

的规划。

贵州大学大四学生吴远竹同

学，在面对找工作的烦恼时，会感

到胸口很闷， 她一般自己一个人

将这些烦恼消化掉了， 也不找朋

友诉说。

心理老师：顺其自然坦然面对

C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近日发

布了 2018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

计公告。公告显示，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

总投入为 46143.00 亿元 ， 比上年的

42562.01亿元增长 8.41%。 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为 36995.77 亿元 ， 比上年的

34207.75 亿元增长 8.15%， 占 GDP 比例

为 4.11%。 这是自 2012年首次超过 4%以

来连续七年保持在 4%以上，4%成果进一

步巩固。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

31992.73 亿元， 比上年的 29919.78 亿元

增长 6.9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0904.13 亿元的

比例为 14.48%， 比上年的 14.73%降低了

0.25个百分点。

根据统计公告，2018 年全国幼儿园、

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

业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

算教育经费增幅分别为：10.36%、3.82%、

4.79%、8.64%、7.90%、3.61%；全国幼儿园、

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

业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

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增幅分别为：11.52%、

3.60%、3.81%、8.62%、6.99%、3.33%； 全国

幼儿园、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

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幅分别为：

9.22% 、2.29% 、3.04% 、7.40% 、6.06% 、

3.76%。 据教育部官网

记者从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

了解到，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

进、 任务的不断提高和形势的发

展变化， 教育部将探索推进高校

扶贫组团模式，开展地域群、组团

式、联盟化的高校合力攻坚。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

晁桂明说， 教育部将加强高校间

扶贫工作的合作和交流， 结合贫

困地区需求， 集聚部分高校学科

专业优势或匹配互补优势， 做大

做强做优贫困地区产业， 健全和

巩固优化产业链条， 打造高校扶

贫新品牌。 同时，教育部还将加大

高校扶贫的人才和科技服务支

撑， 促进高校扶贫与乡村振兴的

有机衔接， 组建成立教育扶贫和

乡村振兴专家人才库。

他介绍，近年来，教育部扎实

推进教育脱贫攻坚行动， 构建了

较为完善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

投入体系、项目体系、资助体系和

保障体系， 组织动员全教育系统

力量，合力攻坚克难，推动教育行

业扶贫、定点联系滇西、定点扶贫

等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75

所直属高校尽锐出战， 已全部投

入扶贫工作。 省属高校也在各省

区市党委、政府统筹领导下，积极

参与扶贫工作。 通过聚焦教育扶

贫、 强化智力扶贫、 开展健康扶

贫、 促进科技扶贫、 加强社会扶

贫、创新工作模式等，各高校逐步

形成了具有“高校品牌” 的特色

扶贫路径。

据新华社

教育部：将探索推进高校组团扶贫模式

全国教育经费

总投入 46143亿元

10 月以后，沈阳 165 中学开始实施

教师调休方案，该校教师可享受“孝亲

假”“亲子假”“恋爱假” 。 近日，该校校

长表示， 老师在不影响教育教学的前提

下，每月请假不超过 2 次，每次半天，不

扣绩效工资，可以包括未婚教师的“恋

爱假” ，已婚教师参加孩子家长会的“亲

子假” ，教师照顾父母的“孝亲假” 等。

金校长还表示，调休方案实行之前，

学校教师也可以请假， 但可能会对绩效

或收入有影响。 比如遇到孩子开家长会

的时候，很多老师可能就不会请假，还有

的老师在患病的情况下仍旧坚持上课，

“我们不鼓励教师带病上课， 也希望教

师在教好学生的同时能兼顾自己的孩

子， 调休方案都是考虑到老师的实际需

求制定的人性化举措。 ”

据《北京青年报》

沈阳 165中学

老师有恋爱假

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 +” 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现场，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

会颁发教学大师奖、 杰出教学奖和创新

创业英才奖。 其中，教学大师奖、杰出教

学奖分别奖励每人 150 万元和 100 万

元， 旨在表彰为人才培养做出突出贡献

的高校教师。

清华大学姚期智院士获得首届教学

大师奖。 他是“图灵奖” 获得者，更是教

学大师，创办的“姚班” 模式被评为“最

优秀的本科教育” ， 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领跑者。

北京大学黄如、复旦大学闻玉梅、南

京大学卢德馨、 浙江大学吴晓波和西安

交通大学何雅玲等 5 人获得杰出教学

奖。 他们既有长期深耕教学一线立德树

人的“共性” ，又以不同的方式为人才培

养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新华社

杰出高校教师

获国家重奖

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

况统计公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