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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景水

二十分钟的功夫，初三年级女生辛
若莲就装好了橡皮筋动力模型飞机。
当看着橡皮筋动力模型飞机在科技活
动室飞行的时候，辛若莲觉得自己的心
彻底放飞了。

3月29日下午，记者在海口市第十
四中学科技活动室看到，在老师林志

权、王宜猛的带领下，十多名初三年级
的学生正在上科技课，在橡皮筋动力模
型飞机、橡皮筋动力扑翼机、太空车探
测器的制作中，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
然后进行独立或者联合制作。

“橡皮筋动力模型飞机的飞行原理
是空气动力，要注意实现平衡飞行。”林
志权老师认真地给每一名学生讲解，并
拿起剪刀，在两侧的机翼处分别剪了一

下。然后，林老师把和螺旋桨相连的机
身下的橡皮筋拉紧，然后一松手，飞机
开始盘旋飞行了。

董奕飞同学选择的是橡皮筋动力
扑翼机，“扑翼机的原理是通过橡皮筋
拉动螺旋桨获得动力，薄膜机翼实现平
衡，从而实现飞行。”董奕飞同学说，在
制作中最大难题是如何实现平衡，因为
动力都是通过拉紧的橡皮筋实现的，但

是平衡的掌握则比较困难。
比较来说，制作太空车探测器的困

难则明显更大。“因为这需要把电子元
件焊接在集成电路上。”林志权老师解
释，太空车探测器至少有30个以上的
焊点。“学生不仅要有一定的物理知识，
更要学会自己动手才可以把太空车探
测器做出来。

除了焊接的工具，海口市第十四中
学科技活动室的辅助工具琳琅满目：台
钻、砂轮机、锤子、老虎钳等。

“通过一节课的制作活动，我感觉一
下子放松了很多。”女生卢秀圆说，现在
初三年级已经到了冲刺中考的时候，科
技课可以把大家从题海中“拯救”出来。

校长李安平告诉记者，科技活动室
是在2015年10月正式向学生开放的，
当时学校花了数万元购买了橡皮筋动
力模型飞机、橡皮筋动力扑翼机、太空
车探测器等原材料，以及辅助工具，免
费提供给有兴趣的学生。

据了解，海口市第十四中学的科技
课目前定位是第二课堂，接受学生自愿
报名参加，安排在周四下午的第三节
课，初一至初三的学生依次安排上课。

“科技活动室的面积有限，目前每
次只能安排10多名同学同时上课。”李
安平坦承，但是学校希望通过科技课的
开展，让同学们可以在学校走出课堂，
感受物理课的神奇之处，从而实现学生
的全面发展。

海口市第十四中学有个科技活动室——

感受物理课的神奇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全
面对外开放

针对社会民众的呼声，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图书馆办公室主任许文娟表示，
高校图书馆发展自身的同时，应该有相
应的社会责任感，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就
是回报社会的一种体现，也是新图书馆
规程提出的要求。“高校图书馆对外开
放，一方面可以给更多热爱读书的人们
提供阅读、学习的场所；另一方面可以
使图书馆资源利用率得以提高，将馆藏
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图书馆作为三
亚市第二图书馆，对校外读者全面开
放。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图书馆信息咨
询部主任胡爱民介绍说，“市民如果有
借阅图书方面的需求，欢迎来我们图书
馆借阅图书”。

2014年11月26日，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图书馆挂牌成为三亚第二图书馆，三
亚市民可凭居民身份证及其它相关证件，

前来办理借阅证，最多可借四册图书。
“在本馆办证的市民读者大约在

400人左右，从普通市民到教师、学生、
机关工作人员都有”，胡爱民介绍说。

胡爱民呼吁，“高校图书馆应加强
与区域内各馆，特别是与公共馆的合
作，建立高校馆与公共馆的图书馆联
盟，探索从资源建设到服务方式的全方
位立体化社会服务模式”。

海南大学：通过网络把
电子资源带回家

不同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全面
对外开放”，海南大学图书馆采取的是

“有条件的对外开放”。“我们的网络资
源的开放程度很高，只要来到我们图书
馆，通过链接我们的网络，就能享受到
我们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海南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王小会介绍说。

“社会人士通过登记，便可进入我
们图书馆”，王小会边说边向记者展示，

“一进门，通过扫二维码，就能下载我们
的图书，把图书馆的书装进手机”。

“来图书馆除了借阅图书，也可以享

受电子信息资源服务，不要把图书馆理解
成只能借阅图书的地方”，王小会介绍说。

2009年9月，为了推进高校图书馆
网络化环境下的资源共享，海南省教育
科研数字图书馆在海南大学挂牌成
立。“这对科研工作用途比较大”，王小
会介绍说，“如果做课题，需要了解相关
资料，就可以跟我们图书馆联系，我们
可以有针对性的提供咨询服务”。

据了解，海南省教育厅在“海南省
高校图书馆十一五建设规划”中，提出
以海南省文献信息服务中心为主体建
设区域性数字图书馆。经过几年筹建，
以海南省文献信息服务中心为总馆，海
南大学等18所高校图书馆作为其分
馆，同步挂牌成立。

“数字图书馆的建立，将使我省资
源共享体系建设推向新的层面”，王小
会解释说，“比如，有些中专院校想申请
课题，以前可能搜集不了那么齐全的资
料，现在就可以跟我们海大图书馆联
系，我们会提供相关服务”。

目前，海南大学数字图书馆只对单
位开放。“只要单位向我们提出申请，提
供固定的IP地址，就能通过网络共享我

们的数字资源”，王小会解释说，“这个还
未对个人开放，不过，个人可以来我们图
书馆上网，只要是图书馆的电脑，都可以
直接联网，通过图书馆网络共享资源”。

海南师范大学：为社会
提供有价值的深度服务

“我非常赞成高校图书馆对外开
放、服务社会，高校图书馆应当承担起
它应负有的社会教育责任”，海师图书
馆副馆长陈平殿介绍说，“但如何理解
对社会开放的含义，则需要大家厘清这
个概念，或者说掌握高校图书馆对外开
放的真正内涵”。

2015年，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被
评为“全国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
作为海南省最具特色的高校图书馆之
一，如何推进高校图书馆的对外服务工
作，陈平殿解释说，其实很多人对图书
馆并不太了解，认为图书馆只是借阅图
书的地方，“正是囿于这种理解，就把对
社会开放理解为就是让市民到图书馆
来借阅图书，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太准
确的，借阅图书是图书馆最原始、最简
单的服务方式”。

他说，“高校图书馆聚集了大量的
高水平专业人员，通过对文献的搜集、
加工、整理，开发利用，可以为各研究团
体、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科
研工作者提供信息服务，甚至知识服
务，从而发挥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据了解，海师图书馆凭借其拥有大
量珍贵的海南地方文献，曾为社会开展
定题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比
如，为编写《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提供
了珍贵的资料；为《海南历史文化大
系》、《琼崖文库》、《天涯文化系列丛书》
等重大项目大型丛书的编纂出版提供
了大量珍贵的海南历史文献资料等等。

“我们为各市县新方志的撰写提供
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单位及个人进行科
研提供各种服务”，陈平殿补充道，“提
供有价值的深度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向
社会开放的真正含义，也是高校图书馆
向社会开放的价值所在”。

■ 徐建华

课间十分钟，学生小柯有点不好意
思地说：“老师，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幼
稚的问题？”他的话立即引起周围同学
的注意，也得到我的鼓励。他于是鼓起
勇气说：“内燃机为什么用汽油和柴油
做能源，不用水呀？”话一出口，同学们
都大笑起来，他自己有点窘迫，但眼里
充满期待。

我请大家先不要笑，一边思考一边
问：“先告诉老师，你为什么有这样的
想法？”他说：“汽油、柴油价格贵，又是
不可再生能源。地球 70%的表面是
水，水要是能燃烧多好。”听了他的话，

我心里有数了。于是，我对小柯和同
学们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它包含着
物质的一种分类方法。我们常见到的
物质中，有一类像汽油、柴油、纸等是
可以燃烧的，叫燃料；另外像水、石头、
铁等，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以燃烧的，
就不是燃料。内燃机工作时需要燃料
燃烧放出内能，而水不是燃料，它做不
到。”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有学生
插话道。

我接着说：“这正是小柯的可贵
之处。他提出这个问题，还基于另一
种思考：对汽油、柴油作为能源的危机
意识，对水这种物质作为能源的向

往。能源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问
题，小柯一个初中生关心这个问题，非
常了不起。他的想法也不是异想天
开，用电解水获得氢可以用来做燃料
呢，如果成本合适，前景很可观。所以
说，他的问题不仅不幼稚，而且很前
沿。”

我接着说：“科学上很多成就就是
从人们认为幼稚的问题开始的。如瓦
特看到水开了，壶盖在那里跳动就问：
壶盖为什么会动？因此有了后来的蒸
汽机；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就问：苹果为
什么往地上掉而不往天上飞？因此就
有了后来万有引力的发现；爱迪生看到
母鸡孵出小鸡来，就问：为什么母鸡能

孵出小鸡而我不能呢？这里包含能的
转化和转化效率的问题等等。敢于思
考，大胆提问，是科学家的素养，在这一
点上，大家该向小柯学习呢。”同学们为
小柯同学鼓掌，他又有点不好意思，但
我看出，这一次他眼里没窘迫，只有自
豪。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面对学生提出
的问题，不要只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不要在不经意中以科学的名义扼杀了
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而要弄清楚学生
问题背后的想法，循循善诱，保护好孩
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因为，大智慧常
常蕴含在幼稚的想法中。

（作者单位：海南中学）

学生小问题 蕴含大智慧

“高效课堂”
让我和学生共成长

■ 张瑜

台上一张嘴，台下四十张嘴。永远
觉得40分钟不够用。总羡慕有丰富课
堂经验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初为人
师的我有一股不服输的冲劲。为了自
己班学生不落后于别班。机会来了，我
所任教的班级被学校选为“高效课堂”
教学实验班。

一份文件，一份高效课堂导学案，
一个模式就是我最初的老师。在不断
地摸索和钻研中，我慢慢领悟高效课堂
的真谛。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课堂还给
学生，让学生喜爱课堂，通过互帮互助
让学生觉得学习是件乐事。这就是高
效的本意。

高效课堂最基本的学习形式是建
立学习小组。因为学生的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是通过小组来完成，
所以建立小组学习在高效课堂教学模
式中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本班学生实
际，我把七（1）班分为五个学习小组，
借助学生自我推荐和小组推荐选出组
长和副组长，再由各组组长组织成员
讨论制定有本组特色的组名、组训、组
规、口号、组徽等，由此诞生了“学思
组”、“勤学组”、“学习一组”和“星灿
组”。小组内全体成员都上台展示，在
展示的过程中不断增进同学之间的了
解，也有效地增强小组乃至班级的凝
聚力。

在学习小组建立的初期，我采用的
评价机制是“课堂内评”，每个小组展示
完毕后，其他小组成员来点评，评价标
准要看小组组员的参与度，包括：展示
的板书是否字体漂亮、整洁，展示声音
是否响亮，展示内容是否准确等。当
然，点评人还可以作补充式提问。点评
完毕，最后说出对此次展示小组打出心
目中的分数。每人点评一次加1分，每
次有两个点评的机会，点评的同学也能
为小组争分。

经过初期的范式训练，学生渐渐能
适应这一学习模式，学生的学习从被动
转为主动，从不开口转为愿开口，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有效转化。例如学
生吴鹏飞，刚开学时，他不完成、不写作
业是家常便饭，课堂上还时常与同学、
老师闹情绪。成立学习小组后，课堂上
给予他们动口、动手的时间越来越多，
看着小组内成员和别的小组都参与到
学习中，他也慢慢开口读、动手写，甚至
还能背诵、默写课文中的文言文和课外
十首古诗……在这种学困生也在逐步
适应、参与学习活动的情况下，我们班
课堂上的学习氛围越来越浓厚了。

从“高效课堂”实施以来。我所任
教的班级语文成绩也在逐步上升。
2014年下半年学习归来，我被安排到中
学任教七年级语文。在2014-2015学
年度第一学期期末检测中，我任教七
（1）班平均分为82.3分，另外一个班级
平均分为64.2分（这是18.1分的区别）；
在2014-2015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检
测中，我任教七（1）班平均分为87.5分，
另外一个班级平均分为61.8 分（这是
25.7分的区别）；在2015-2016学年度
第一学期期末检测中，我任教七（1）班
平均分为77.1分，另外一个班级平均分
为59.9分（这是17.2分的区别）。

虽说成绩不能说明一切，但起码我
所付出的努力是有收获的。孩子们成
绩的提高是因为他们懂得把“要我学”
变成“我要学”，主动自觉的学习让我和
孩子们都得到成长。

（作者单位：保亭响水镇金江学校）

精彩课堂
JY

患儿家长呼吁社会
关注自闭症群体

本报讯（记者 徐晗溪）4月2日是第9个世
界自闭症日，在壹基金的公益支持下，海口海燕心
智障碍家庭支持中心、海口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
协会联合举办“自闭症公益宣传”活动。

据了解，当日海口华纳影城在每场电影播映
前，全天公益播放壹基金公益宣传片《四分钟让你
了解自闭症》、《星星的爸爸》和《星星的妈妈》等歌
曲。 据自闭症患儿家长、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人
蒋旭华介绍，由于自闭症患儿的特殊性，家长经常
会有种无助感，甚至有时会面临情绪崩溃的边
缘。通过举办一些活动，一方面可以让越来越多
的人关注并了解这个特殊群体，减少社会歧视；另
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活动联络相关家庭相互帮助、
共度难关。

据悉，海燕心智障碍家庭支持中心主要是由
自闭症患儿家庭组成的公益组织，目前约有100
多个家庭参与其中，定期举行交流活动。

聚焦海南校园足球
JY

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足球队组建7年

让孩子们
享受快乐足球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2009年组建学校足球队至今已经带队七年，
支撑他的是什么？

“就是让孩子们享受快乐足球。”海口市第二
十七小学体育老师、足球队主教练李介裕如是回
答。

4月1日下午，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足球队
分别和海南国科园实验学校足球队、海口市第三
十一小学足球队进行了两场友谊赛。在和海口
市第三十一小学足球队的比赛中，五年级（6）班
的吴一凡顶进两个头球，是球队获胜的最大功
臣。

尽管只有10岁，但是吴一凡的球龄已经将近
四年。“我喜欢在球场上自由奔跑的感觉。”说起心
爱的足球，吴一凡的话听起来比他的年龄要成熟
很多，他从二年级就开始踢球了。

从三年级开始，吴一凡有机会参加海口市
校园足球联赛。“四年级那个赛季的时候，我在
联赛中进了 20 多个球。”吴一凡告诉记者，
2015—2016赛季的进球势头有所下降，目前只
进了5个球，“不过我对足球的喜欢一点儿没有
下降。”

吴一凡每天要花一个半小时时间进行练球，
但是并没有因此耽误他的学业成绩。“我的学习目
前保持在年级前20名。”吴一凡说，每天练球之后
回到家，他就开始认真地做作业，“我们的李教练
经常告诉我们，不能因为踢球耽误了学习。”

说起这四年印象最深的事，吴一凡说，就是
一次和另外一所小学进行的友谊赛，当时他们
一度以0：4落后，但是最后凭借着大家在场上
的不懈努力，最后实现了5：4大翻盘。“对手无
论多强劲，只要自己努力了，他们也不是不可战
胜的。”

吴一凡非常庆幸，班主任老师对他们参加足
球队非常支持，“班主任老师希望我们通过参加足
球队、踢足球赛，可以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这样可
以更好地进行学业学习。”

“足球队建队七年以来，目前在队的队员人数
翻了一番。”李介裕说，原因主要是把球队分成了
两个层次，一层次是五六年级组别，另外是二三四
年级组别。现在每个组别大概有30人左右的队
员。周一至周四下午放学后，足球队训练1个半
小时时间。

记者看到球员的胸前球衣上印着“启航足球”
四个大字，李介裕解释，“启航幸福人生，培养良好
习惯”是校园建设的主题，他认为校园足球也应该
包含其中。

七年期间，学校做校安工程，没有足球场地训
练比赛，足球队一度面临解散。但是，看到孩子们
在场上快乐奔跑的样子，李介裕还是坚持了下
来。去年，一家企业主动上门，赞助了足球队全部
队员的球衣。

李介裕说，他最早带的那批球员现在已经上
了高二，周末假期的时候，他们还会和他一起踢
球。有一名学生一度进入了广州恒大足球学校，
接受更加专业的足球训练。“足球已经深深地刻进
了他们的人生历程。”

提供免费借阅，实现网络资源共享

高校图书馆开放不再
近日，国家教育部印发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针对近年来社会要求高
校开放图书馆资源的呼声，
首次提出“可开展面向社会
服务”。

根据《规程》规定，图书
馆在学校教学期间开放的时
间：每周应不低于 90 小时，
假期也应有必要的开放时
间，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全天开放。网上资
源则应24小时开放。

为此，海南日报记者特
地走访海南大学、海南师范
大学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了解海南省主要高校的图书
馆对外开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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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第十四中学科技课。 郭景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