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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领巾飞扬 欢乐一夏”暑期
公益夏令营的孩子们在诵读经书。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孩子们参加“海上巡航”之旅
夏令营活动。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纪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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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夏令营所存在的安全、价格
等问题，行业标准的缺失是重要原因。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谢祥项
认为，夏令营的主体是少儿，具有很强
的教育属性，而开设夏令营涉及教育、
体育、工商、物价等多个部门，客观上
需要统一的监管部门。同时，政府应
该出台并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明确

不同经营主体在师资力量、价格标准、
食宿保险、课程设置等方面制定具体
的要求，并且应鼓励并支持公益夏令
营的举办，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为少
儿提供高质量的夏令营服务市场。

驴妈妈旅游网负责人樊强认为，夏
令营应该是一种返回自然的体验式活
动，现在市场上的夏令营产品大多走入

了一个误区。一些运动夏令营彻底告别
了大自然，成为室内封闭化的“课程营”。

“寓教于游”固然是家长们的愿
望，但过于强调教育效果，在某种程度
上已经将夏令营变成了另一种课外培
训班。樊强建议，不论是对于家长还
是机构，都应该摆正心态，让夏令营回
归最初的体验式教育理念上。

亟待合力监管3

■ 张成林

日前，一位广州妈妈感叹，月薪
三万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生活开
销、培训班、出国游学……加起来达
3.5万元，其中，去美国游学2万元。孩
子放假了，手头紧张了。为了“比学赶
超”，暑假期间，一些家长不惜重金为孩
子买“装备”、提技能。最为典型的是，
海外游学日渐火爆，家长们竞相跟进，
唯恐落后。据报道，杭州一小学组织海
外游学，30个名额有60多人争抢。

暑假两个月，不能让孩子白白荒
废，这是家长们的共识。为此，家长
们想方设法提升孩子能力，这本是一

件好事，无可厚非。然而，一些家长
却陷入误区，只求贵的、不求对的，只
嫌项目少，不顾孩子忧。不惜成本，
盲目跟风，这也报，那也去，把小孩子
的日程安排得满当当，至于孩子的真
实想法和喜好则鲜有顾及。到头来，
家长这边“热情似火”，孩子那边却不
冷不热。

评价一件事的好与坏，不是自说
自话，而要看其影响和效果。家长们
绞尽脑汁、掏尽钱包为孩子配备各类
项目，真的能起到自以为是的效果
吗？试想，即便是成年人，无论培训
还是工作，都要一件事一件事持续跟
进，才能获取一定效果。而一个孩子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竟要同时参加多
种培训，穷于应付、走马观花中究竟
能有多大长进？

对此，家长们或许会辩称，出去
看看、长长见识总归是好的。事实
上，“出去看看”与“长见识”并不能简
单划等号。长见识，重在对一个事
物、一个地方进行深入分析观察。可
拿火热的游学来看，抛却其鱼龙混杂
的现状，大多仅是到国外“转一圈”。
倘若长见识沦为一种走马观花、浅尝
辄止的“出去逛一逛”，其结果只能换
来“这个我见过”“这地我去过”的粗
浅认知。

再进一步看，如果钱也花了，事

也办了，反倒带来不好的效果，那就
更得不偿失了。纵观当前起跑线上
的教育，家长们大多一味无条件给
予，而鲜有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让
其认识到所享有的优质资源从何而
来，这是极可怕的。久而久之，孩子
们便会把诸多优待当成理所当然，甚
至可能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只求索
取、不懂感恩、坐享其成的性格缺陷，
这恐怕有违家长初衷。

事实上，不好的苗头已经显现。
在不少中小学，正悄然刮起“鄙视链”
之风。以暑期出游为例，私人定制游
鄙视欧美游，欧美游鄙视日韩游，日
韩游鄙视国内游，国内游鄙视老家

游。孩子是成年人的一面镜子，孩子
的认知观正是大人们价值观的反
映。学校教育一再强调，人无贵贱，
要相互尊重，杜绝攀比，可家长们起
跑线上的畸形教育，却无形中把孩子
拉向了另一个跑道。

子女教育，教必有方。起跑线上
的教育一旦跑偏了，影响的可是孩子
的一辈子。家长们不妨扪心自问，无
条件、轰炸式的暑期教育，究竟是为
了孩子的未来，还是为了自己在他人
面前有一个更好的说辞？面对孩子，
我们不妨少一些盲目，多一些理性，
少一些一味给予，多一些感恩教育，
少一些揠苗助长，多一些顺其自然。

■ 见习记者 徐慧玲

“想让孩子参加军事体验营，
好好锻炼独立自主的能力！”

“我的孩子想学游泳，我给他
报了个潜水营。”

“孩子在家一天到晚不是玩
手机就是看电视，趁着暑假还没
有结束，给她报个夏令营。”

正值暑假，是否该给孩子报
名夏令营，成为不少家长微信群
中的热议话题。对于不少家长来
说，夏令营的特色课程能提升孩
子学习能力、培养兴趣爱好，同时
也有效减轻带娃负担。但是，众
多品牌、类别的夏令营中，到底有
多少是货真价实，又有哪些具有
安全保障呢？眼下，如何形成政
府、企业、教育机构等合力，加强
夏令营行业监管，提升项目品质，
成为重要课题。

“投资孩子是最好的投
资。”海口的武庆海这样看待夏
令营。今年暑期，武庆海的一
对子女报名参加了航海夏令
营，“希望通过参加航海营，能
让孩子了解更多的气象知识，
培养安全意识。”

通过夏令营，学习新本领，
与武庆海有着同样想法的家长
不在少数。近年来，得益于三
亚亲子游逐渐火爆，为孩子报
名参加鹿城暑期夏令营，成为
不少家长的新选择。

“我的孩子参加了潜水夏
令营，她从小喜欢大海。”重庆
游客王涛今年带着女儿来三亚
度假，“在三亚能真切感受到大
海魅力，所以我给孩子报名了
潜水夏令营。”

“孩子在参加夏令营之前，
整天就知道捧着个手机玩，假
期作业从不会主动写。”三亚市
民李青表示，原本只是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让孩子参加夏令
营，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他明显
感觉到孩子比之前更加独立，
喜欢分享，自控力提升，并且开
始主动写作业了。

“军事营、航海营、潜水营、
海岛探险营、科普营……今年
暑期三亚有超过20种主题夏
令营产品。”李青说，还有很多
景区、教育机构推出了独具地
方特色的夏令营活动，“像海岛
远征课程，徒步穿越热带雨林，
环岛体验海岛城市风情等，还
有优惠折扣！”

与此同时，三亚开设的许
多公益夏令营也受到家长孩子
们的青睐。日前，由三亚团市
委、市 少 工 委 联 合 主 办 的

“2017年三亚公益夏令营”开
营，提供模拟军事训练、银行工
作体验、中医文化之旅等多种
活动，吸引了该市百余名小朋
友报名参加。

火爆的夏令营现象背后，存在诸
多发展困惑。

“月薪1万多元，却不敢给自己买
一件衣服。”王涛对暑期夏令营又爱又
恨，“孩子参加暑期夏令营，一个月就
花了2万元。”高额费用的夏令营不在
少数，一期夏令营收费少则成千，多则
上万，让许多家长望而却步。

除了不菲的参与费用，安全问题
也成为众多家长的顾虑。“孩子第一次
离开家，没有父母的陪伴，我们有很多
的不放心。”李青本想把孩子送到岛外

参加体验营，出于安全考虑，还是选择
了本地夏令营课程。

“有的培训机构与旅行社联合打
着夏令营旗号推出暑期游，没有营业
执照，也敢开夏令营。”三亚梅沙教育
户外营地相关负责人孟欲进表示，一
些夏令营的老师未经过严格的筛选和
训练，也并未取得相关从业资格证。

夏令营市场的火爆让不少资本蜂
拥而入，吸引了商业机构入驻这一领
域，导致某些夏令营在利益的引诱下
悄悄变了味。三亚阳光OP帆船夏令

营的白素华老师表示，目前有些夏令
营的确是“挂羊头卖狗肉”，广告招生
宣传天花乱坠，然而实际课程却远远
达不到物有所值的效果。

此外，良莠不齐的夏令营产品给
家长的选择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家
长武庆海就表示，为了给孩子挑选合
适的夏令营，他提前做了功课，但是五
花八门的主题夏令营让他挑花了眼，

“感觉是个组织就能举办夏令营，而且
定价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陷
阱。”

快言快语
创业者心声：

大学是创业的“起点”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对创业者胡晓君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在海
南创业成功，一是因为读书期间练就了很棒的
英语口语，二是练就了较高的情商，有同理
心。“总之，大学是我们创业的起点，大学学了
什么，往往决定了日后创业的成败与否。”胡
晓君表示，这也告诫在校大学生，要有意识地
为日后的创业做必要的积累，没有知识是用不
上的。

胡晓君在海南经营着一家葡萄酒贸易公
司，省去层层中间商，直接从国外酒庄进口，然
后销往全国各地。2002年，他从浙江考入海南
大学旅游学院应用英语专业，得益于老师的悉
心培养，胡晓君练就一口好英语，并于大四实习
期，顺利找到一份服装厂的贸易工作，因为他是
该厂唯一会说外语的员工，幸运获得外派到德
国的工作机会。

虽然只是持续短期的出差，但让他熟悉
了外国人的工作习惯与工作方式，为日后做
外贸生意创业打下了基础。“我们非常庆幸自
己当年来到了海大，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好的
老师。”当时的英文教师冯源教授曾执教美国
波士顿大学，其为人处世与治学态度深深地
影响了胡晓君。

2016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后，胡晓君决定来
海南创业。走南闯北的经验练就了他敏锐的商
业嗅觉，虽然做葡萄酒生意没有太强的地域要
求，他却格外看好海南市场的发展潜力。“虽然海
南目前发展不及一些大城市，但只要给它时间，
假以时日，海南的未来大有可为，将会集聚一批
葡萄酒消费者。”

“对创业者来说，比起智商，情商往往更
重要，许多创业失败者就是败在情商低。”他
认为，情商高并不是指一个人八面玲珑很会

“来事”，而是有长远的眼界与开阔的心胸，并
善于学习与积累。“如果能有人指点一二，将
对思维格局帮助很大。”胡晓君坦言，对于在
校大学生而言，既要学习必要的专业知识，也
要多接触“成功人士”，从他们身上找到成功
的“密码”。

70名外国大学生
琼海乡村支教
■ 本报记者 丁平

8月 2日上午，“美在心灵”国际教育公益
文化交流会活动在琼海市朝阳中学举行。活
动由琼海团市委、琼海市教育局等单位联
办。过去的一个月，来自伊朗、埃及、马来西
亚、乌克兰、英国的国际志愿者在朝阳中学开
展爱心支教活动。

Sarah Hanun今年21岁，目前在马来西亚
一所大学就读会计专业。今年9月，Sarah即将
读大二，乘着暑假，她报名参加了国际志愿者爱
心支教活动。

但她带的四个学生并不叫她Sarah，而是
叫她Saswa。“我们很喜欢这个老师，故意叫错
的，哈哈！这样，老师会更关注我，多教我学英
语。”朝阳中学土同学是Sarah带的学生，她调
皮地说。

Sarah有一个“独门秘籍”：挑眉毛。林丹学
不来，就自己用手捏着眉毛学。“太可爱了！”
Sarah笑着告诉记者，自己离开琼海时，打算把
这个“独门秘籍”传授给她。

由于 Sarah 等志愿者不会中文，“美在心
灵”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协会给每个国际志愿者
配一个搭档。四川外国语大学大二学生付乂
是Sarah的搭档，她负责给学生们翻译Sarah
的授课内容。

课堂上，他们是搭档；课堂外，付乂是Sar-
ah的帮手。只要有问题，付乂总会热心帮忙
解决。付乂给记者回忆了一件趣事：“有一次，
Sarah告诉我说，房间有很多Lizard，由于这个
单词不常用，我也不懂。我一看地上很多蟑
螂，以为她说的是‘房间有蟑螂’。我将此事反
映给领队，领队帮她们解决了蟑螂的事。Sar-
ah还是找我，后来才知道Lizard 的意思是蜥
蜴，她反映的是蜥蜴问题。随后，我们再次帮
她解决蜥蜴问题。”

Sarah是从学校社团网站上了解国际志愿
者爱心支教活动，她说：“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主
要是想做公益，也想培养自己的能力。”

在海南已经教了两周，她觉得：“锻炼了自己
的耐心，增加了适应环境能力。”

对比她就读的初中和朝阳中学，Sarah认
为：“中国的中学很大，基础设施也很完善。”

像Sarah一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海南
省“美在心灵”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7-8月间，将近70名外国大学生
通过网络报名参加“美在心灵”的爱心支教活
动，前往琼海市博鳌朝阳中学、大路新村小学、
大路寨小学、龙江山口小学、塔洋千秋小学、彬
村山四小等学校开展爱心支教、捐书和国际文
化交流会等活动。

朝阳中学校长冯加任经常看到志愿者们
经常深夜还在备课，他说：“相信我们学校学
生的英语口语水平能得到提高，思维能力能
得到促进。”

距离印尼第三代华人罗慧明初次
来中国读书已经过去了11个年头。
近日，记者在印尼雅加达见到了已在
印尼美都电视台工作的罗慧明，听她
讲述在海南求学的难忘经历。

“父母想让我通过留学中国来学
好汉语，我自己也很想回到中国看看，
感受那里的发展变化。”罗慧明说。

2006年只身一人回到中国，入读
厦门一所大学的预科课程。2009年，
凭借着优异的学业表现和老师们的帮
助，慧明成功被海南师范大学对外汉
语专业录取，并获得了来自中国政府
汉办孔子学院提供的奖学金，2013年
获得学士学位。

“大学是人生中重要的一段经历，
我很高兴自己在海南度过了这段时
光。”慧明告诉记者，因为在来海南读

书前已经在厦门生活了3年，所以来
到海口生活后并没有感到不适应。“初
到海南时感觉这里很不错，这里四季
如春，气候与印尼很相似。”

不同于一般的短期交流学生，慧明
作为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有更多的时
间融入和体会海南的大学校园生活。

“两国的大学校园文化还是有些差
别的，印尼的大学很少建有宿舍楼；而
在中国，大部分学生都是住校的，这样
一来不仅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
利，也让同学们可以很好地交流，校园
气氛非常棒。”罗慧明说：“4年的留学
生活令我难忘，现在我还会时不时地
怀念那段美好时光和我的老师同学
们。”慧明告诉记者，大学4年，她最大
的收获就是宝贵的知识与一帮良师益
友。而在中国大学里的生活也让自己

变得更加独立。
2013年，罗慧明在获得对外汉语

专业学士学位后，从海师大毕业回国，
成为了印尼美都电视台的一位记者，这
是一家面向全国的电视频道，也是印尼
少有的播出中文节目的电视频道之一。

作为媒体人，慧明告诉记者，她几
乎每天都能在印尼看到有关中国的新
闻。在“一带一路”备受关注与认可的大
环境之下，近两年，中国与印尼之间的交
流愈加紧密，民间交流也逐渐增多。

作为印尼的一名年轻媒体人，又
是曾在中国留学过的华人后代，慧明乐
于看到越来越多的交流在两国年轻人
之间展开。她希望两国年轻人能够通
过互相学习语言等加深对彼此的了
解。慧明一边向记者展示着她的微信
朋友圈，一边说到：“社交网络的发达也

在推动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虽然离开海南已多年，但直到现

在，慧明还会向身边朋友推荐海南，她
也非常想念海南。

海南的求学生活至今难忘印尼美都电视台记者罗慧明：

起跑线上的教育别跑偏了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吴可丽

夏令营受热捧 收费动辄上万1 2

多一些深度体验 少一点走马观花

夏令营：如何点亮暑期生活？

热点聚焦

罗慧明（后排右二）在海师大与同学们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