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脱光”打擂活动
先削南瓜后啃蛋糕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11月11日11时
11分，十对单身男女在上海欢乐谷湖滨广
场进行了一场世纪末的“ 脱光” 打擂行
动。现场另有不少单身男女通过亮出“ 脱
光宣言”，情歌对唱等方式，勇敢寻找心仪
的另一半。

在男女搭档合力给南瓜“ 脱光”游戏环
节，则让有缘男女更好更快地培养出了默
契。记者看见，为滑溜溜的南瓜削皮的纯属
技术活。有的组男女齐动手，将南瓜皮削得
到处都是，有的组女生按住南瓜，男生左右
开刀，分工明确，各尽其职，削得不亦乐乎。

最后一个环节“ 蒙眼喂蛋糕”将整个
活动推向了高潮，被蒙住眼睛的女生凭感
觉将蛋糕递到男生面前，有的男生眼看蛋
糕要碰到脸，慌忙用嘴去接，有的女生则
直接把蛋糕递到了男生的脸上，有缘人在
欢笑中相知相识。

宿管员阿姨写
特殊消防安全提示

本报讯 记者 李晓清 昨天在微博
上，不少交大学生都纷纷转发了这样一条
微博。这条微博配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
条独特的“ 光棍节”消防安全提示：“ Hi，
西-14栋的妹子们，my name is（ 我的名字
叫）火，单身节，想找个人来陪，符合以下
条件的女生，你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另一
半：1.在寝室使用大功率电器。2.缺乏消防
安全意思。3.不会使用消防器材，未掌握必
要的自救本领。4.防范意识薄弱。这是个脱
光的好时机，但我希望每个妹子都能找到
比我更好的他。”

记者看到，这条“ 光棍节”消防安全
提示，用第一人称的形式，说“ 我的名字叫
火”，并提出了“ 火”的“ 择偶标准”，希望
各位女生在光棍节之际，不要碰到“ 火”，
而是找到一个更好的他。

随即，“ 上海交通大学微博”证实，这
是条“ 西14阿姨温馨消防安全提示”。对
此，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潘王平告诉记者，
交大的宿管员阿姨有些的确和蔼可亲，但
是这么“ 卖萌”的还是挺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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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节

》专家建议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同班同学出国
移民，中学生给出的临别赠言竟是“ 寿比
南山”，所谓“ 演讲”只知机械地背讲稿
⋯⋯在华东师大举行的“ 2012上海第二届
口语传播高峰论坛”上，业内人士直指当
前中学语文口语教学有名无实的困境，以
及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堪忧现状。

给同学临别赠言竟是“ 寿比南山”
闵行区教育学院中学语文教研员、上

海市语文特级教师王林曾担任一所重点高
中读书演讲比赛的评委，那天共有14位同
学演讲，让他感到痛心的是，在这些演讲者
中，有9位同学是拿着稿子读完的，有3位同
学是机械地背稿子，只有2位同学算是“ 演
讲”，其中还有一位同学为了缓解心里的紧
张，边演讲边不停地抖腿。

王林还记得，一位语文老师给他讲了
发生在他所带班级里的一件事：班级里有
位同学要随父母一起到国外定居了，全班
同学为她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在欢送仪
式的最后，班主任要每位同学对即将移居
国外的同学说句祝福的话，结果很多同学
都说得很不得体，“ 长命百岁”、“ 寿比南
山” 之类不合时宜的话语引来阵阵笑声，
冲走了惜别之情。

这位老师不无忧虑地说，现在的中学
生将来进社会怎么和人打交道！事实上，
这种现象在大学生、研究生中亦有。

口语不作考核 教材中只是“ 点缀”
在王林看来，如果要追溯口语传播学

的源头，追寻人们口语传播实践的起点，
必将追到语文教学的课堂。从逻辑上讲，
语文的口语交际教学真的具有极为重要
的地位。但是，现实中，口语交际教学的现
状却不容乐观，我们的口语教学面临着艰
难的困境，或者说我们的口语教学目前基
本上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据调查，
尽管《 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提供了口语交
际课程的目标，但语文教材中，口语交际课
程的内容却严重缺失。王林曾对人教版、沪
教版、苏教版三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进
行了认真地比较研究，发现它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把口语交际作为语
文教材的一个点缀和补充。

最突出的是苏教版，在高中三年中，
只提到一次“ 演讲”，并且还是作为“ 演讲
稿”写作的延伸而提到的。人教版和沪教
版的教材，虽然有专门章节，但口语交际
的教学内容严重不足，缺少口语交际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介绍。

更“ 致命”的是，在当今只重视纸笔
性评价的语文评价体系中，人们忽略了对
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评价。往往只重视学
生在试卷上呈现的分数，只重视学生的笔
试水平，而忽视了对学生口语交际水平的
考查。在目前的中考、高考的语文考试中，
对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的考查仍然是一
个空白。

同学出国 中学生临别赠言“ 寿比南山”
专家批口语教学有名无实 缺考核加剧学生不擅表达

王林认为，口语交际是语文课程内容
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必须给予足够的重
视。其次，应进一步明确语文口语交际教
学内容。口语交际有自身的逻辑体系，有
自己由易到难的能力阶梯，是自成体系的
言语活动，不同于阅读和写作，更不是语
文读写训练的附庸，它涉及语用学、应用
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再者，应确定
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构成因素，以便有针
对性地开展口语教学。

另外，王林还认为，应该借鉴西方，
制定相关科学的口语交际评价目标标
准，进行量化考核，从而为课堂教学目标
的建立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方向性引导。

应重视口语教学
并开展量化考核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昨天下午，“ 与

爱同行·相约普陀” 安徽人在上海2012公
益交友活动暨共青团普陀区委员会、共青
团安徽省委员会驻上海工作委员会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在长风社区文化中心举行。
来自近百名在上海务工的安徽籍单身男
女欢聚一堂，大家的目标是在11月11日

“ 光棍节”来临时告别单身。
活动现场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在趣味

游戏互动中，青年朋友们热情高涨，将交
友活动不断推向高潮，使活动现场变成了
一个温馨、欢乐的青年聚会。在超市中，青
年朋友们积极购物，将一份份满溢的爱心
送到曹安养老院的老人们手中。

青年们表示，从安徽来到上海后，生
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交友渠道窄，周末

能够参加丰富多彩的交友互动，既完成了
公益心愿，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老
乡，这种活动方式很好，希望能多举办此
类活动，多提供一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据悉，本次公益交友活动由共青团普
陀区委员会、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驻上海
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旨在拓宽联系安徽
籍来沪务工青年的渠道，对他们提供力所
能及的服务。为了深化安徽驻沪团工委与
上海普陀区团委紧密协作、资源共享，不
断扩大对安徽籍来沪务工青年群体的组
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会上，两地团委还以
本次公益交友为契机共同签订长期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副书记钟晓敏
共同见证签约仪式并启动公益交友活动。

“ 圈爱一族”公益活动正式启幕

在沪安徽青年举行公益交友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了上海广播电台动感
101、安利（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上海
添香实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市民在活
动中加入“ 圈爱一族”的行列，承诺从自
己开始，从身边做起，随手公益，力所能及
地主动关心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传递
传播社会正能量。

在慢跑方阵前，多个文化、运动类社
团及圈爱志愿者们身着cosplay、人形玩偶、
汉服等亮眼服饰，手拿圈爱口号手举牌宣
传“ 圈爱一族”的理念。在义卖区，一顶卖
风筝的帐篷特别引人注目。数位来自奉贤
区福祉小学、奉贤区齐贤小学的小朋友也
做起了“ 圈爱小志愿者”，他们中有的来
自外地长期受到上海各界的关爱。今天他
们亲手制作了梦想风筝进行义卖，所得的
经费将全部用于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
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 圈爱一
族”传递爱的理念。

昨天的活动中，“ 乐米兔”、“ 叨叨
狗”、“ 小马哥”和“ 长颈鹿”四个卡通形
象作为上海青少年文明素质提升实践体
验行动的形象代言人也出现在了现场。

在“ 慈善嘉年华”活动区，50余位白

领、大学生圈爱志愿者在活动现场向公众
发放“ 圈爱一族”爱心腕带，希望有更多
朋友加入圈爱一族，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
式传递社会“ 正能量”。

据悉，为增强广大市民传承美德的主
动性，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公德氛围，有
效传递社会“ 正能量”，围绕提升青少年
文明素养的目标，团市委全新推出了“ 圈
爱一族”公益宣传活动。在主题上，沿用
2012上海青年风尚节已具有一定社会影
响力的“ 我们的年轻范”品牌，“ 圈爱”既
代表活动载体的形象，又谐音“ 劝爱”，倡
导相互关爱的人文关怀，提倡“ 勿以善小
而不为”的随手公益理念，打造以青年人
为主体的“ 圈爱一族”的公益族群。

活动以“ 圈爱一族”爱心腕带为载体，
戴上绿色腕带即表示加入圈爱一族，表示愿
承诺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倡导文
明为导向，将随手公益关爱他人打造成年轻
人的一种生活时尚。活动中，围绕“ 圈爱一
族”的主题还开设了主题微博，希望通过微
博来记录和传递关爱他人或被他人关爱的
小故事，让“ 圈爱一族”微博平台成为传播
爱的故事，汇聚社会正能量的聚焦点。

卡通人偶的文明形象大使和市民一起慈善慢跑。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印下唇印展示自己
爱情邮筒脱光表白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昨天是一年一
度的光棍节，由虹口团区委、江湾社区党
工委等共同主办的“ 2012上海社区巡爱
季” 大型青年交友活动虹口专场隆重举
行，整个活动现场被布置得浪漫非常，近
150名青年在高亢的旋律中学跳“ 骑马
舞”，互相“ 看对眼”，在这个原本注定孤
单的节日狂欢一把。

在主会场的爱情记录板上，贴上了工
作人员收集来的N多唇印，在每张唇印上
还签有唇印主人的名字。到了现场后，季
小姐立即发现了一个好玩的红色爱情邮
筒，“ 咦，这不就是甜爱路上的吗？”原
来，为了渲染氛围，主办方特意照着甜爱
路上的爱情邮筒仿制了一个姐妹筒。季小
姐当场在明信片上写了“ 脱光宣言”寄回
给自己。

据悉，虹口团区委将青年交友活动作
为“ 服务青年实际需求的一件实事”。表
示继去年开展“ 爱和谐 情定虹口”、今年
两次开展“ 巡爱季” 青年交友活动专场
后，今后会通过更丰富的形式，更多地为
虹口的青年男女“ 创造机会”。

昨天一早，1.5万名上海市民齐聚中华
艺术宫，参加一年一度的安利纽崔莱健康
慈善慢跑，将上海市首届市民运动会掀起
又一个热潮。

在简短的起跑仪式后，由伦敦奥运会
游泳冠军叶诗文领跑的万人健康跑大军
从中华艺术宫出发，经黄浦江边的原世博
区，最终抵达终点东方体育中心，全程约6

公里。由于2011年举办过世界游泳锦标赛
的东方体育中心是叶诗文崛起的福地，她
也特意在主办方于终点设置的“ 运动嘉年
华”上担任了“ 评审老师”———几位参加
本次活动的慢跑爱好者为了能够得到与
叶诗文合影的机会，自告奋勇地跳起了最
近很是流行的骑马舞，让年轻的叶诗文笑
得合不拢嘴。 记者 陈宏

》链接 市健康慈善跑万余市民上阵

昨天上午，由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
会主办，上海青年
家园民间组织服务
中心承办的“ 我们
的年轻范@圈爱一
族”公益宣传活动
借 助 2012 上 海 市
安利纽崔莱健康慈
善慢跑这一平台正
式拉开序幕。

本报记者 刘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