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求学生学会游泳， 海南这份作业
值得“抄”。

———据报道， 海南省要求全省小学毕
业生在今年 8月底前学会游泳， 小学四年
级至初中三年级在今年 11 月底前学会游
泳。 新华网对此作如上评论。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城市夜色更有
魅力。

———上海自 2014 年起率先探索街
头艺人“持证上岗”机制，目前持证艺人
已扩展到 300 多人。《钱江晚报》对此点
赞。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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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素来很讲面子的
人心中，“头衔”就是面子。 在
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交场合，介
绍某先生、女士时，加上一大
串头衔， 似乎是很显排场的。
不过，在过去以清高为风骨的
士子文人心中，这“头衔”却又
是最不值钱的玩意儿。

如今的文艺圈，正能量占
据主导地位。圈内不乏坚守创
作初心，正本清源、守正创新，

“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清澈
主流。

令人遗憾的是，主流之外

的文艺圈里不乏一些在艺术
家头衔上再加一大堆职务的，
更有甚者把一些“野鸡”机构
和自封的名号堂而皇之夹杂
其中，可谓“帽子上天，斯文扫
地”的怪事儿。 这些人头顶自
制的大堆“光圈”，不停奔赴各
类会场，真不知道，这是不是
他们艺术不自信的一种外在
表现。 不管怎么说，这些“头
衔”在一些人的认知中很是重
要，不能随便去掉。

为什么这种“怪现象”又
成了文艺江湖里“见怪不怪”
的寻常之事呢？ 且看今日之江
湖， 今天你当评委给我评奖；
明天我是主场， 邀你来展，似
乎是司空见惯的常态。 文艺专
项扶持、奖励也出不了各类协
会的圈儿，甚至成了少数人瓜
分的专利。 难怪在一些机构
内，有人为了头衔争得你死我
活。 其背后是少数人早忘了学

术道德、艺术底线，只盯着头
衔不放。

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圈内
大部分协会负责人确有艺术
成就和品位。 人们厌恶的是艺
术权力化，反对的是盗用艺术
头衔而肆意谋利的人。

说到底，去掉污名化的艺
术头衔，还是要彻底推行艺术
学术的去行政化改革，真正还
原艺术学术的真实面目，让艺
术的归艺术，让“头衔”不要沦
为艺术市场化的工具，而成了
某些人混场子的外衣！

“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
归上帝”， 这对于艺术来说也
是有道理的。 ①2

（作者单位： 南阳市房地
产商会）

艺术家的“头衔”
□于杭

晨读箴言

对岗位要有感情，对工作要有热情，
对事业有激情，对目标要有痴情。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阅读提示
如何使孩子德

才兼备， 是全社会
都关注的话题。 我
们通过探访名校 ，
发现了“人格健全、
志存高远” 的教育
魅力。

20 多年来，从
南阳华龙高中毕业
的学子大多具有进
取意识、规则意识、
感恩意识， 这不能
不说是一种教育的
成功。 南阳华龙高
中董事长兼校长郭
同春撰写的《志存
高远话成长》一书，
是一部值得推广的
德育教科书， 对青
少年及家长极具实
用价值。 该书已由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发行。

目前， 华龙高
中已成功获批英国
大学和学院招生服
务受理中心及英国
牛津国际 AQA 考
试中心。 这标志着
华龙高中在国际化
办学上迈出了重要
一步， 为南阳以及
河南乃至华中地区
的学生提供了本地
化的国际考试认证
服务。

《志存高远话成长》第十二讲（下）

健康沟通 成就彼此
□郭同春

有这样一个例子， 讲的
就是缺乏有效沟通造成的
误会。 有一对老伴，两人相
敬如宾，老公总是在吃鸡蛋
时把蛋黄给妻子吃，自己吃
蛋清；而妻子却总将蛋清给
老公吃,自己吃蛋黄。老公病
危时，对妻子说:“其实，我最
喜欢吃鸡蛋黄。 我认为你肯
定也喜欢吃，所以就省下来
给你吃了。 ”妻子泪流满面，
回道：“其实，我最喜欢吃鸡
蛋清。 我以为你也爱吃，所
以就把鸡蛋清留给了你，自
己吃了最不爱吃的鸡蛋
黄。 ”原本，这对老伴一个喜
食蛋黄， 一个喜食蛋清，可
以各得其乐，却因缺乏沟通
相互委屈了大半生。

洞察人心， 品味世态。
平日注重为人处世、 待人
接物、行为礼仪等培养，沟
通中定位自我的角色何
在， 模拟验证知觉与情绪

感受的不同后果，并加以适
当倾听，沟通的效能会越来
越高。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日
常生活中，学会主动与人交
流沟通。 比如，见面问好、经
常微笑、善于倾听等，就会
逐步增加相互的好感，促进
沟通顺利开展。 一个人的教
养，由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
而成，由习惯培养而成。 学
校教育中，很多学生见了老
师仰面而过， 不理不睬，不
知道问好， 不懂得礼仪，老
师自然不会对其产生好感。
家庭教育中， 家长过分呵
护、溺爱、放纵，孩子对长
辈、父母就缺少敬畏，从而
加重教育的难度。

具体到沟通的细节，首
先应注意时间、 地点要适
宜。 有的人主动问好，上午
十点钟了， 还问 :“你吃了

吗？ ”明明看你蹲在卫生间，
看到你第一句话就是：“你
吃了吗？ ”这种不假思索、不
分场合造成的尴尬，完全是
一种不健康的沟通行为。

要注意沟通前的知识储
备和相互交流。 健康沟通需
要真实的信息交流和一定
的知识储备，缺乏相应的知
识储备，就会导致误解和隔
阂。 不进行一定调查，盲目
断言， 往往会导致沟通失
败，甚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
个人的前程。

北宋王安石是唐宋八大
家之一，文采飞扬，官拜宰
相。 一天，同朝为官的苏东
坡前去拜访王安石。 王安石
书案上有两句诗：“明月枝
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
一看， 认为王安石糊涂了，
提笔就改为“明月当空照，
黄狗卧花荫”， 认为这才合
乎情理。 王安石看后，很是

生气，便借“乌台诗案”将苏
轼贬到黄州。 郁闷的苏轼到
了黄州才发现，当地有一种
小鸟叫“明月”，有一种虫子
叫“黄狗”。 此时，他才深悟
自已的孤陋寡闻加上不虚
心请教， 执见之下留下遗
憾。 如果苏东坡了解黄州的
风土人情， 就不会提笔擅
改；如果他及时向王安石虚
心讨教，不盲目妄断，也不
至于因为改稿产生误解被
贬黄州。

要注意沟通的心理愉
悦。 从心理学角度讲，人有
天然的自我防范意识。 如果
交流沟通不到位，就会被人
拒于千里之外；如果彼此打
开心扉，互为悦纳，交流就
会顺畅进行，沟通效果就会
积极而又高效，整个社会也
会变得和谐。 在沟通中，智
商、情商缺一不可，这就需
要我们在生活实践中提高
个人的智商和情商。 提高情
商，有效沟通，形成团队，上
下同欲，成功也就拭目以待
了。 ①2

下一期， 我们将为大家
带来《志存高远话成长》一
书第十三讲《历练情商 管
控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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