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科 理科

?

2015年 12月 3日 星期四地方观察地方观察··南阳南阳 HENAN DAILY 13责任编辑 李晓舒统筹 李宜鹏 李 铮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谁来照顾？据了解，按照
国家养老“十二五”规划，到 2015 年我国需要培养 133
万名养老护理员，目前我国养老护理员不到 30 万人，
其中 90 后的从业人员占比仅有 2.93%，养老护理员
中持证人数仅约 5 万人，占比不足六分之一。活力不
足、持证率低制约着养老产业的发展，这样的情况在
南阳同样存在。为解决这个难题，南阳市引导支持
高校设立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参加民政部举办的各
类养老人才培训班，参加国家和省级各类养老服务
技能竞赛，探索养老护理行业的破冰之路。

高强度与低收入不成正比
难以留住年轻人

11 月 30 日，一方不大的独立小院，一幢三层小
楼，南阳市福乐托老中心的院子里有几个身着围裙
的女性在各个房间来回穿梭，她们就是这里的养老
护理员。

“我们这里有 5 名护理员，老人大概有三四十人，
基本上还能顾得过来。你们可能也看到了，这几个
护理员的年龄也都是 50 多岁的样子，基本上现在的
养老机构都是这个样子的，年轻人特别少。”南阳市
福乐托老中心的陈霞告诉记者。

记者从南阳市民政局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南
阳市共有 2067 名养老护理员在各类养老机构从事养
老服务，他们多为学历低、年龄大、缺乏专业技能的
60 后，养老护理员“老龄化”现象普遍。

早上 5点半钟，天还没亮，50多岁的养老护理员魏
时萍已起床，简单地收拾之后便要开始一天的工作。
帮助老人穿衣，为老人清理大小便，叠被子打扫房间，
喂老人吃饭，陪老人们说话聊天、做康复训练……“有
时俺们几个人要忙到晚上 9点钟才能下班吃饭。”魏时
萍说，晚上还要轮流值夜、查房，劳动量可想而知。

面对如此强度和费神的工作，养老护理员的收
入如何呢？在谈到待遇时，已有 10 年工作经验的魏
时萍告诉记者，现在她一个月的工资有 2000 元钱。

在南阳市另一家养老机构——怡人养老院中，
记者了解到这边的养老护理员与福乐托老中心的情
况基本相同，每个护理员一个月的工资是 2000 多元，
工作强度同样不低。

工作强度高，为何工资一直涨不上去？主要因
为养老院的收费价格一直偏低，“但收费高了老人就
不来入住了。养老院的前期投入大，利润很微薄。”
怡人养老院的马爱峰说，“给不了太多的工资，在年
轻人看来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这是目前养老产业
难以留住年轻人的关键所在。”

低文化程度和高培训要求错位
持证上岗难实现

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发布的数据分析报告显
示，在全国的养老护理员中仅有 11.11%的从业人员
取得相关职称证书，其中 6.85%为初级职称。

在对南阳市几家养老机构的走访中发现，养老
机构在人员聘请方面对于应聘者有无资格证这一情
况并不十分看重。南阳市康寿馨养老院的程建玲告
诉记者，大部分养老院中的养老护理员有资格证书
的不多，因为来应聘的基本上都是 50 多岁的农村妇
女，她们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难以通过职业资格鉴
定考试，但是胜在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照顾老人
的经验丰富，养老院也更加愿意招聘她们。

记者从南阳市民政局获悉，在南阳市的 2067 名
护理员中，有 434 名护理员通过了养老护理员国家职
业资格鉴定考试，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
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南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情况下，强制要求养老护理员
持证上岗是不现实的，很多养老机构为解燃眉之急，
主要招聘四五十岁的农村妇女来补充缺口，再通过
培训取得资质，这中间需要一个过程。”

养老护理员缺口大、老龄化严重、待遇低、持证
率低等问题制约着养老产业的发展。养老护理员
从哪儿来？如何提高持证率？今后又是谁来干这
个工作？

南阳市民政局局长褚庆义告诉记者，目前南阳
市正在积极引导支持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增设养老
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逐步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同
时，对在养老服务机构和社区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
就业困难人员，将纳入政府公益性岗位政策扶持补
贴范围，并逐步建立养老服务人员特殊岗位补贴制
度。

在对现有养老护理员的培养上面，同样不会放
松。南阳市民政局先后组织 8 批 150 人次参加民政
部举办的“全国社会福利企事业单位服务人才培训
班”、“全国老年福利机构院长培训班”和“全国老年
福利机构社工介入示范培训班”，南阳市在连续两届
的全国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河南省预选赛中取
得二等奖和三等奖的好成绩。

“而接受培训的大部分人都成为南阳市各家养老
机构的顶梁柱，辐射带动周围护理员，提高南阳市整个
养老护理队伍的服务质量，从而推动南阳市养老产业
的良性发展。”南阳市民政局副局长吴保生说。

兴趣应放第一位考虑

文理分科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
注，早分还是晚分，何时分的争论也从未停
止过。

“分科早晚之争背后是价值取向和学
生发展现状的不同。关注高考或学生成绩
暂时落后的家长，更倾向早分；关注长远发
展或学生成绩好的家长，更倾向晚分。何
时分科，要根据校情和学生情况，寻找合适
的平衡点。”南阳一中校长张士君谈到，从
整体来看，从省到市到县，从强校到弱校，
分科越来越早。但分科早并不意味着片面
发展，关键看分科后课程如何设置。

南阳市五中校长王超认为:“从国家教
育改革方向来看，未来可能实行文理分科

“3+X”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好处就是把
学生兴趣放在首要位置，更加注重学生综
合素质的培养。”

内乡县第一高级中学副校长常英丽也
谈到，要投己所好，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学习是一件不轻松的事情，单调重复的学
习生活需要学习者有足够的热情、持久的
动力，而兴趣就是源源不竭的动力。如果
只是一时兴起，就会缺乏持久力，学科发展
自然也不尽如人意。

对于那些没有特别兴趣爱好的学生又
该如何选择？新野一高校长李森建议，这
就要以学生的“成绩”和“特长”为标尺。南
阳市二中校长李喜明也提到，语文、英语成
绩比较突出，可以考虑选择报考文科；数理
化成绩比较出众，选择理科可能更有竞争
力。“经过一年的基础学习，同学们应该对
自己各学科的能力有明确的认识，清楚自
己的优势和劣势，一定避免拿自己的弱项
和别人的强项竞争。”

“看似一个简单的文理分科，却关乎以

后的职业走向。”王超谈到，要明确一下自
己将来更想要什么职业，如果是将来想从
事工程师、建筑师等技术类职业，一般选理
科；如果是将来想从事作家、记者、律师等
行业，那你就选择文科。当然，也有一些职
业是文、理皆通的。比如：教师、经济学家、
公务员等。

“选文科还是选理科，家长应尊重学生
的选择，不应过多干预。”张士君认为，“家
长在帮助孩子选择文理科时，只应起一个
参谋的作用。可以帮助孩子对各种情况的
利弊得失进行客观的分析，可以用自己的
经验给孩子提供建议，但最终的选择权还
是应该交给学生自己，家长不可越俎代庖，
更不可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孩子。”

在择文还是择理时，招生规模和就业
也是学生应该考虑的因素。王超说:“从招
生规模和就业来说理科是占优势的。从目
前的大学录取现状来看，文科的高考录取
率的确不如理科；同校来看,现在理科生的
高考录取分比文科生的录取分要低。并
且,理科生的就业面更宽广一些。”

选择后就不要患得患失

每年文理分科后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虽然做了选择，部分同学的学习情绪还是
不稳定，或担心自己选错了方向，或对分科
后的学习产生困惑。有的想着转科，有的
找不到学习的状态，因而导致学习效率大
幅度下降，进而产生焦虑情绪。因此，如何
调整分科之后的情绪，适应分科之后的学
习，也是学生和家长值得关注的问题。

个人心态的适应与调整。“应该充分肯
定自己的选择。”常英丽认为，选科前，你肯
定综合考虑了自己的兴趣特长、潜能劣势、
发展前景等多方面因素，参考了父母及其
他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之后做出的慎重选
择，是一种“综合决策”，一种最佳的选择。

所以，选择之后就不要再犹豫不决，我们应
坚信自己的选择，并以一种一往无前的精
神而为之努力奋斗。

思想态度的适应调整。“态度很重要。
既然选择了读什么，就要一门心思的去读
好。不管怎么样，选择好了，就应该去做
好，不要再心猿意马。”李喜明说，在择文择
理时，有的同学可能被一些原因所困扰。
比方说，舍不得自己的班主任，舍不得自己
的同学。这些问题要正确对待，它们不应
是择文择理的困扰，生活中有很多方式去
延续师恩与友情，不一定非要学习生活在
一起。

学习方式的适应调整。高一阶段，学
生对于各大科目知识的掌握和了解主要停
留在浅层次的“通晓”，文理分科后，几门综
合科目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学习要求——
不仅是“通晓”，还要达到“深入”的境地。
学习难度的加大，大量知识的同时涌入，面
对新的状况，必须要调整以前的学习方
式。李森说:“记忆是各门功课学习的基
础。只不过，文科的单纯性记忆量可能要
大于理科。理科中的概念、性质、公式等需
要在理解的基础上不断运用才能真正牢固
记忆。所以，同学们在平时一定要注重对
自己记忆力的训练和提高。”

思维模式的适应调整。李喜明提到，
分科后，同学们还要面对思维模式的调整
和转变。不能仅仅具备单一的“理科思
维”或“文科思维”，不论是理科的“物、生、
化”组合，抑或是文科的“政、史、地”组合，
每 一 科 在 学 习 上 的 思 维 模 式 都 迥 然 不
同。例如在理科中，物理更偏向理科思
维，生物和化学则混杂了更多的文科元
素；和政治、历史相比较，学生需要具备更
多的理科思维，才足以将地理学好。如何
培养清晰的文理科思维逻辑，完成在不同
科目间的逻辑思维转换，也是高二学生所
要面临的一大课题。

信仰的坚守
——南阳师院文化保护传承纪略（下）

核心提示

当今，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不再是年轻一代眼中的“主
流”，许多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寒冬”。习近平总书记说，“去中
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
华民族的基因。而在南阳师院，有这样一群老教授，虽然他们都已经到了
古稀之年，却坚持用令人动容的激情、不可思议的努力，将传统文化保护
传承的“种子”播撒到大江南北。

12 月 1 日，两位老人按照“虚左以待”
的礼仪之风相互谦请对方入左座。

他们就是南阳师院退休老教授聂振弢
先生和韩连武先生。他们一生痴迷国学，
退休后仍然发挥余热，依旧在国学传承的
道路上深耕细作。

回首往事，两位教授甚是感怀。上世
纪四五十年代，还没有电视机，拥有收音机
的也屈指可数，但那时很快乐。每到傍晚，
端着饭碗、拎着小马扎到大柳树下听人讲
故事，大到刘关张的仁、忠、勇，小到孔融让
梨，似乎每个人都能来上那么一段。星光
下的桥头树下，一撮一撮的人聊着笑着度
过了那个令人无限怀念的年代。

“近几十年，传统文化尽管没有完全断
裂，但它更多地表征为由习俗所支撑的文
化碎片。只有到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节日，
大家才会想到传统文化，然后象征性地一
过了之。”聂振弢甚是忧虑，传统节日被外
国人申遗，国人看不到优秀文化的魅力，对

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
“传统文化好似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

远，周杰伦、摇滚……这些时髦的东西受到
了年轻人的热烈追捧……”韩连武说，从
1988 年开始，韩教授就开始自编教材，对

《易经》、《道德经》等经典进行解读，至今已
经修订了 6 个版本，内容越来越简洁，为的
是让年轻人好学好记；还面向学校退休教
职工办一个传统国学讲座，每期二十多个
学员，免费授课。

很多人不解，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干
这么起劲儿，图啥呀？韩连武娓娓道来，

“能够留下来的是精粹，我想用自己的力量
把这些好的东西传授给更多年轻人。”

“谈到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传承，无法
绕开学校的两位客座教授。”南阳师院党委
副书记刘明阁说，他们都是“非遗”继承人，
一位是 86 岁高龄的黄天锡，另一位“年轻”
的宋光生教授今年也已经 75 岁了。

黄天锡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他自幼酷爱大调曲子弹唱艺术，三
弦弹奏功力极深，不管是为声乐套曲伴奏，
还是板头曲演奏，都技巧娴熟，韵味独具，
堪称一家。为了将大调曲传承下去，黄天
锡一直“倒贴”：凡有弟子上门学艺，黄天锡
不但无偿赠送复读机，还管饭。即使如此，
从 1984 年起到来音乐学院之前，黄天锡只
收了 7 个正式徒弟，他说：“青年一代爱听
大调曲的人太少了，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
精粹，我现在天天都在跟时间赛跑，不能让
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好东西都找不到了。”

宋光生是来自民间的板头曲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数十年来，他
一直勤练不辍，板头曲几十年的沧桑一直
在宋光生的指尖流淌。“几乎跑遍南阳市所
有县区，现存磁带 100多盒，单是录音机就用
坏了十几个。”宋光生说，如今南阳地区，能够
演奏板头曲的都是65岁到85岁之间的老人，
有时候一个老人的去世，就意味着一个曲目
的永远消失，“抢救”的工作如何不紧迫。

2009 年，南阳大调曲和板头曲进入南
阳师院课堂，接到聘书，宋光生和黄天锡眼
泛泪花，“终于后继有人了。”

为给学生们上课，宋光生经常坐公共
汽车奔波在南阳和邓州之间，无论春夏秋
冬，通常早上 6 点钟就要起床，一路颠簸到
学校。他自己调侃说这是“双城模式”，
见到记者，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只恨自己
年纪大了，体力一天不如一天，真想多活几
年。”

黄天锡由于患上眼疾，再加上年事已
高行动不便，干脆把课堂搬到他家里去，一
周四节课，风雨无阻。

今年已近古稀之年的聂振弢也是“蛮
拼”的，他的专题讲座从今年元旦到现在就
有 80 多场，足迹遍布多国，每到一处，都将
国学的精粹展示到极致。

“以前我只给南阳师院学生讲课，后来

就没有‘耐性’了，一个学校的学生毕竟有
限，我要走出去，让‘传承’的种子飞得更
远。”聂振弢说，弘扬传统文化，哪能怕累，
能再给大家多讲几场，我心里更高兴。

“中华文化魅力四射，很多国家为之倾
倒。”聂振弢讲起自己的故事，他说自己到
英国讲学，会后应大家邀请一口气写了 200
多幅书法，全部免费赠送。其中，一个黑人
青年拿到聂振弢送给他的八个字“仁者无
忧智者常乐”，感动得连连赞叹道，“原来中
国文化这么美！”

2014 年 11 月 3 日，聂振弢作为“中韩国
际学术交流大使”到韩国南首尔大学讲学
时，学校校长拉着聂教授走到窗前，指了指
外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为了今天您的
到来，我们升起了中国国旗。”

今年 5 月 29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
黎总部举行多元文化融合的专题研讨会，

聂振弢应邀作题为《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
与当代价值》的专题报告，轰动全场，中国
文化的魅力光芒四射，使听众心潮澎湃，久
久不能平静。

今年 10 月 4 日，聂振弢到英国威尔士
大学讲学。一位 92 岁高龄的老教授全程
听完了聂教授的讲座，结束时紧紧握着聂
教授的手，掩盖不住地激动：“科学发展到
现在，人类已经到了悬崖边，急需人文精神
的指引，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知音。”

“传承了五千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青年一代的未来
不能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南阳师院
党委书记黄荣杰说，仅仅依靠几个老教授
的力量还远远不够，高校要充分发挥文化
高地的优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
力军，把文化传承的接力棒接过来，让“种
子”在更多人心里扎根。

传统文化“遇冷”——老教授与时间赛跑

“活性”传承发力——让“种子”飞一阵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文超 通讯员苏伟）11
月 28 日下午，由南阳市卫计委主办、南阳市骨科医院
承办的南阳市首届医院“品管圈”大赛在南阳市国际
饭店举办。

“品管圈”即品质管理圈，是促使质量持续改进
的管理方法，近几年在医疗机构中逐步应用。“品管
圈”是南阳市卫生计生系统深化“医德医风优化年”
活动，持续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的一项创新举措。“品
管圈”倡导以一线员工为中心，组成质量改善圈，从

“要我做”到“我要做”，共同学习和运用品管方法，
讨论、发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医务人员
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使“质量
改善”成为医院全体职工的自觉行动。当前，南阳
市“品管圈”活动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推行“品管
圈”管理的医疗机构已达 10 家以上。

据悉，来自县（市、区）的医疗机构，共计 21 个
“品管圈”圈组参加了比赛，最终南阳市骨科医院荣
获大赛一等奖。

南阳市举办首届医院“品质管理圈”大赛

“名校长”支招——

文理分科如何应对对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聂艳霞 郭 度

高中生涯中，每个学生都要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文
理分科。文理分科作为继中考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选择，甚
至关乎以后职业走向，是一道摆在家长和学生面前难以抉
择的选择题。选文还是选理？如何适应分科之后的学习？
我们邀请南阳市一中校长张士君、南阳市五中校长王超、南
阳市二中校长李喜明、新野一高校长李森、内乡县第一高级
中学副校长常英丽为广大学生和家长支招。

养老护理行业如何破冰？
□南阳观察记者 李铮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边铨彬 路欢欢 杨清波

核心提示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时树菁 付中欣 金永胜

南阳师院组织与外国友人进行书法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