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喻诚）11月24日至25日， 全国50所农
科院校师生代表汇聚湖南农业大学，举行中
国作物学会作物学人才培养与教育专业委
员会年会，就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一懂两爱三有”
青年人才等问题展开研讨。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周清明、中国作
物学会副秘书长杨克理、山西农业大学党委
书记廖允成、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围
绕“立德树人固本，建设一流争先的作物学
人才培养新体系”的大会主题，分别做主旨

演讲。同时,举行了全国农学院青年教师教
学大赛、青年学者论坛、全国农科学子创新
创业大赛、全国农科学子农业微课程大赛及
全国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不忘初心 砥
砺前行-走进乡土乡村 助力精准扶贫》系
列丛书第二册《阡陌共语》首发式。

最近，湖南省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项目
名单公布，湖南农业大学与湘潭大学、长沙理
工大学进入湖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A类高
校名单，湖南农业大学作物学、园艺学、生物学
（自定）等3个学科入选湖南省国内一流建设学
科名单。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也 2018年11月26日 星期一
文教 13

!"# $%&'() *+),
-.!"/012345678/9
:;<=>?@ ABCDEFGH
IJKLMNOPQRSTU"V
WXYDZ[\]^_6`aDbc
]de6UfghYUfijY"V
WXklmnDopqr@

NWls]UtuvwDbx
yz{{{|}~�D���a{{{
���!Dbx��Y6UfghY
"VWX�lmnD����D�
���@UtuvwDbxyzYD
����6�!�[\� ��6
�������� :N¡�!
vwD¢£¤¥¦§ Ü©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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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中小学校25万余
所，在校生约1.82亿名。这庞大群体，他们有
些什么烦恼和诉求， 有着什么样的梦想？自
2018年6月至今，周一至周四19时30分，湖南
卫视播出两季《少年说》（第二季36期已播11
期），让近2000名“00后”“10后”站上高高的
“勇气台”，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一石激起
千层浪，这些心声引起广泛共鸣，让更多人反
思中国式教育存在的问题。

“勇气台”上的呐喊，直指人心
自2018年6月11日， 长沙明德华兴中学

初二8班的罗俊杰第一个走上“勇气台”，向妈
妈喊出“这辈子再也不想吃苹果和鸡蛋”后，
全国36所学校的近2000名少年已经或将要
喊出自己的心里话。

36所学校来自全国东南西北中，有百年
名校，有国际双语学校，有艺术学校，有留守
儿童居多的乡村学校。 少年的心声也各不一
样，但每一个都打动人心。

他们有情有义，初三女生为“奔三”的老
师征婚，高三女生感谢徒步两天陪考的奶奶，
血友病男孩致谢父母；他们有烦恼不满，小学
女生怪妈妈打着陪读的旗号玩手机， 跳舞女
孩反感爸爸每逢过年过节都要自己在亲友面
前表演节目， 初二女生质问妈妈到底是挣钱
重要还是女儿重要；他们有梦想追求，绘画少
年要为家乡代言，10岁女生要跟爸爸学做菜
当厨师，初二男生要做说唱歌手，女生要组建
女子篮球队；他们有想法，高一女生鼓励工人
妈妈勇敢追求文艺梦， 女儿鼓励单亲妈妈追

求自己的幸福；没有他们不敢吐槽的：为什么
男生不能进女生寝室， 女生却可以进男生寝
室？为什么妈妈不给我吃肉？

少年们的心声五花八门， 但每一个站上
“勇气台”的孩子都让人眼前一亮，他们说出
的心声给观众带来泪水和欢笑。

真实真诚，折射教育的多方面
《少年说》是一档真人秀，但这档真人秀

所展现的真实、真诚的一面，却更加打动人，
更引发人的深思。

如明德华兴中学的初一女生吐槽自己的
妈妈总拿自己跟“别人家的孩子”比，为什么
看不到自己的努力？ 强势的妈妈在台下仍然
滔滔不绝地在打击她。 妈妈这种真实的回应
让观众明白孩子为什么那么需要鼓励。

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属学校的一名高三
女生，讨厌妈妈生了弟弟，但妈妈一直努力把
更多的爱给女儿。最终女生在“勇气台”上对
妈妈和弟弟说了“对不起”，承诺以后要照顾
和保护好“小天使”弟弟。“二胎”政策对独生
子女的影响，必将引起更多“二胎”家庭的反
思。

一个高三复读的女生曾经离家出走追求
梦想中的自由生活， 感谢爸爸一直对自己不
放弃。女生内心的告白，让我们明白少女曾经
承受的压力， 爸爸在女儿迷茫无助时所做的
一切，又让很多家长内心惭愧。

一个初一的男生对小学的老师喊话，有
一次老师说“你们这帮小狼崽，毕业后再也不
想见到你们了”， 他希望老师收回这句话。台
下的老师震动了，泣不成声。为人师表，有时
不经意的一句话就伤害了幼小的心灵。

少年们紧张地握紧拳头上台， 家长们在
台下不安，不知孩子会炸出什么“地雷”。节目
组说，“我们不会去干预或引导孩子们说任何
内容， 我们会鼓励他们大胆地把想说的话都
大声表达出来。”也许，不作秀，真实真诚，就
是《少年说》魅力所在。

沟通应成为一种流行
为什么会有《少年说》？节目组总导演孔

晓一介绍，节目录制前走访了3所学校，调研
了5000份问卷，面聊了1000多名少年，发现
沟通问题是青少年成长的核心问题。 记者观
察发现，尽管《少年说》第二季已播出了11
期，但家长老师如何与“00后”“10后”沟通仍
然是我们要直面的问题。

据说《少年说》第一季有2026名少年报
名，844位登上勇气台，最终播出的有282名。
第二季1000多所学校报名，目前已录制11所
中小学，1072位少年登上勇气台。 这意味着
全国1.82亿少年， 绝大多数孩子没有机会在

“勇气台”上吐露心声。而高达二层楼高的“勇
气台”使孩子“高高在上”，让家长老师仰望孩
子，这仍然不是一种平等的沟通方式。

但孩子的心是相通的，家长老师的心是相
通的。《少年说》 里孩子的心声其实大同小异，
孩子在这里宣泄，父母和老师通过《少年说》了
解他们。《少年说》就是一面镜子，观照着每一
个看这个节目的人， 让每个人在这里看到自
己，反省自己。“勇气台”既是学校、家庭教育的

“检阅台”，也是亲子、家校沟通的桥梁。
据说《少年说》还会有第三季，我们期望

在《少年说》的引领下，“勇气台”无处不在，
让沟通成为社会的一种流行。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蒋晶丽）今天，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
会在长沙发布了我国首份以农村居民为视
角、 金融素养为核心的专项调研报告———
《中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抽样调查报告》。该
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
偏低，金融知识匮乏，金融技能单一。

近年来， 随着普惠金融发展不断提速，
以普惠金融为载体、金融教育提升居民金融
素养为手段，推动金融扶贫精准实施已成为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金融教
育发展基金会耗时逾2年，组织2350余名师

生面向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
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16省（区）抽取
161个样本县（市）、约6万户农村家庭开展农
村居民金融素养专项调查行动。

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
整体偏低，67%的农户对如何区分假币有所
掌握，对其他金融知识的掌握很薄弱，甚至
没有接触渠道。

当天，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
的“2018年金融教育回顾与展望年会暨新
经济下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转型与发展
经验座谈会”在湖南大学召开。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何珊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企业科协
联合会获悉， 由中国科协认定的首家企业
科协公共服务基地日前落户湖南， 该基地
将创新方法的推广应用作为公共服务的主
要内容， 并启动了全省14个市州分支基地

的建设。
据湖南省企业科协联合会理事长彭英

介绍，该基地汇聚了以袁隆平、何继善、桂
卫华、 陈晓红四位院士为首的专家顾问团
队，拥有一支创新方法理论深厚、企业实战
经验丰富的培训师团队， 形成了成熟的普

及培训、理论培训、带题培训、解题培训、应
用咨询的模式和机制， 每月坚持开展创新
方法培训活动。到目前，已帮助299人获得
国家创新工程师资格， 并指导企业完成创
新课题126项，形成创新方案1655个。据不
完全统计，省内7家创新方法试点企业平均
每年应用创新方法实现的直接或间接经济
效益在3000万元以上，截至10月份，这些企
业通过创新方法的实践应用解决工程技术
难题2600多项，申请专利970多件，其中发
明专利280多件。

文化视点

《少年说》，
让沟通成为一种流行

中国科协首家企业科协
公共服务基地落户湖南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偏低
《中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抽样调查报告》在长发布

全国农科高校代表汇聚长沙
研讨培养新时代卓越农科人才

11 月 25
日， 衡阳市石
鼓 区 潇 湘 街
道， 大学生志
愿者给特扶户
送慰问物资。
当天， 衡阳市
南华大学衡阳
医学院青年志
愿者开展走进
社区访贫问苦
送温暖活动。

欧阳新平
曹正平

摄影报道

大学生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