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大学生在表演传统黎族体育项目钱铃双刀。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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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教育周刊》
征稿启事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稿件来源除本报记者自
采稿件外，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现将本刊开辟
的外约栏目介绍如下：

校长视野：从校长的角度探讨对教育的看法
精彩课堂：老师分享课堂教学
师说心语：老师对学生成长的关注
校园达人：有特殊经历、技艺、事迹的师生
域外传真：海外从教、就读经历见闻
家有儿女：父母分享家庭教育、亲子时光
快言快语：对教育话题发表独到看法
习作：文字、图片均可
回首往师：曾经的老师给自己带来的启迪
读图：教育、亲子等主题的照片（包括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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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周刊二维码

教育周刊投稿信箱：

2996130659@qq.com
联系电话：66810126
微信公众号：hnrbjyzk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罗孝平 美编：杨薇

B07 教育周刊2017年9月19日 星期二

HAI NAN RI BAO · JIAOYUZHOUKAN

澄迈老城镇
助失学少年重返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云慧明）为了认真贯彻执行
《义务教育法》，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
教育的权利。澄迈县老城镇积极引导社会各类企
业树立“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爱心助学”的理念，
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引导他们履行社会责任，回
报社会，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展示老城镇民营
企业家致富思源、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操和无私奉
献精神。

据了解，原在大亭小学就读的罗同学因家庭
原因无人监护而失学，在几地的亲戚家轮流寄
住。了解相关情况后，该镇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帮
助罗同学重回校园。

老城镇助学工作得到了玉楼楚元实验学校和
老城镇酷客速跑公司的主动支持，玉楼楚元实验
学校自愿接收罗同学就读，并且免除其学杂费，酷
客速跑公司为其提供在校的生活费用。开学之
后，镇领导和企业工作人员一道为罗同学购买了
学习用品和衣服、鞋子等生活用品。罗同学表示，
返校后一定好好学习，珍惜此次学习机会，长大后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回报社会。

心愿慢递、“快闪”迎新、“众筹”视
频……今年开学季，不少学校的创意
活动中，随处可见时下流行元素的身
影，个性十足的迎新活动更使不少学
校成为“网红”。原先常给人以严谨治
学的校园形象，开始展现全新面貌。

对此，海南大学2013级毕业生郝
梦感慨万千：“当年开学，我们仅举行
了开学典礼和军训活动，活动远没有
如今丰富。”

“时代在变化，学校也在悄然发生

着改变。”海南师范大学教师曾丽芹认
为，迎新工作是学校向新生及家长展
示良好形象的第一扇窗口，如何通过
开展特色的开学活动，展示校园文化
与精神面貌，对于新生认识校园生活、
树立理想信念来说颇为关键，借助年
轻群体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将有
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过，也有业界专家担忧，“开学
第一课”颇具意义，是培养入学新生树
立起正确价值观、助推认识自我的重

要途径，若盲目“跟风”，过于注重新颖
华丽的形式，一味地追求新奇感，将难
体现“第一课”的生动内涵。“实际上，
各学校对‘开学第一课’越来越重视，
办活动也越来越务实，主要是跟学生、
教学匹配，如名师讲座、优秀校友见面
会、急救知识、消防演练、运动会、篮球
比赛等，既有新花样，也帮助新生更快
融入新生活，对大学的规划有一些更
为具象的目标。”海南大学经管学院副
教授余升国表示。

“值得肯定的是，如今不少学校在
推进教学工作、学生活动中实现出与
时俱进的特点，一系列符合时下年轻
人口味的宣传标语、特色活动在一定
程度上能提升学生接受度，但在本质
上，学校传递的内容应该大于形式。”
三亚城市职业学校党委副书记李国昌
认为，个性化、创新性的开学活动固然
重要，不过对于该校来说，如何借助特
色活动，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学生技能
水平才是关键。

彰显时代感和个性的开学活动让海南不少学校成为“网红”

开学“花样”迎新 打动你了吗

开学季

填写心愿卡片、开
启未来邮箱，新生“众
筹”拍视频、送上创意开
学礼，“扫码”获取新生
入学锦囊、开通网络交
流平台……正值九月，
又到一年开学季，迎新
生、新学期、新课程等话
题成为关注焦点。在此
期间，海南不少学校的特
色开学活动亮点频现，不
断“刷爆”朋友圈。

在不少人记忆中，
开学季往往意味着无忧
无虑假期的结束、快节
奏学习生活的开启。而
今，随着个性化时代到
来，新一代“00后”“10
后”成为校园主体，富有
特色的校园开学礼以及
紧跟时下潮流的迎新活
动，逐渐成为学校向新
生及家长展示校园风尚
的重要平台。

9月 16日，来自三亚学院的一
份特殊新生开学礼物迅速“蹿红”——
一段由该校数十名新生“众筹”拍摄的
开学季视频在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
上热播。视频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该
校新生借助镜头，尽显家乡之美、各地
风俗，其中不乏西藏小伙儿端起酥油
茶、宁夏孩子爬上古长城、新疆姑娘

“晒”烤馕烤肉、海南“东道主”手捧椰
子等画面，呈现出新一代“00后”学子

的崭新面貌。
“今年8月，我们通过学校微信平

台策划‘众筹’拍视频、送祝福的活动，
新生自主报名、自行拍摄，最终剪辑而
成时长为5分钟的成片。”三亚学院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白磊介绍，随着互联
网技术加快发展，年轻一代如何借助
网络平台，创新教学模式、畅通师生交
流渠道，将成为崭新课题。

像三亚学院这样，开展彰显个性

的开学活动的学校并非个例。记者走
访发现，今年开学季，新、特、奇成为迎
新活动的关键词。

“新生报到前，我们便积极通过
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
迎新活动，网络推送了10期新生特
辑，及时发布关于校园环境、生活服务
等信息。”巧用新媒体手段迎新，是海
南大学宣传部工作人员余梦月今年感
受到的明显变化。除了学生社团组织

的活动，开学季的官方活动也多了许
多新事物，比如各高校、各学院都会根
据自己的办学特色举办一些活动，如
艺术学院的音乐会、舞蹈晚会，文学院
的演讲比赛、朗诵比赛、辩论会等，加
强新生对开学的体验值。

三亚市第九小学校长吕锐介绍，
该校还开展了未来邮箱活动，收集一
年级新生的心愿卡片，并装瓶密封，待
到学生小学毕业时再打开。

个性迎新活动一波接一波

“开学第一课”越来越受重视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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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王靓婷

在学生们眼中，宋静敏老师是个
“传说”，不仅是他的课，还有他的教
学器材。

宋静敏在海南大学体育部执教
近30年，不止一回听到这个评价，但
每回听到，他的眼睛都会随着上扬嘴
角弯成线，一脸笑意。

实际上，宋老师并没有任何特
殊技能，被当作“传说主角”的原
因很简单：就是上的课好玩，教学
器材没见过，连寓教于乐讲的故事
也有趣。

那这好玩的课是什么课？“听学
长说有打木节、鸡毛球，还有划竹筏
独木舟，我想选独木舟来着，但这门
课下学期才开。”今年刚上大二的严
博远说，这几门体育课程在同学之间
是口口相传，想选上速度得快。

打木节、顶杠、鸡毛球、打狗归
坡、划竹筏、划独木舟……这些名字
听上去与众不同的课程，其实是2014
年起海南大学开设的黎族传统体育
课。这几年来，宋静敏和同事一起将
10余项黎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课堂，
带着学生们体验“特别”的体育课。

开设黎族传统体育课的想法，
来源于 9年前宋静敏做的“海南黎
族地区热带体育旅游资源考察研
究”课题。

“我们当时跑田野做调查，发现
在黎族地区有一些项目，像鸡毛球、
钱铃双刀，很多人没见过，有些几乎
失传或者已经失传。”宋静敏说，这
些项目与黎族群众生产、生活、节庆
等有着密切联系，不应就这么消失。

课题团队分门别类梳理出了海
南52个黎族传统体育项目。可是，
这么多项目，不可能全都带到大学
体育课堂上，况且，有些项目受场地
等条件影响，课堂教学受制约。

宋静敏和课题团队对52个项目

“精挑细选”，选出跳竹竿、鸡毛球、打狗
归坡、划独木舟等项目，开始了11个黎
族传统体育精品项目的教学实验。

与常见的篮球、游泳、跑步等体
育课程不同，想把黎族传统体育项目
带到课堂中，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器
材关”。

“像打狗归坡，按原初只要一根
有弯叉的树桠作球杆、一个椰子叶
编织的球，就可以开赛了，可我们上
课不行。”宋静敏开始犯愁，他说这
个项目竞技性强，打法近似曲棍
球。打狗归坡的弯叉树桠、叶编球
等不耐用，那就自己动手做。找来
木匠做上课用的40多根球杆，调长
短、调接触面，一根根画着比例削；

收来空心浮标球，再往空心处灌进
建筑发泡塑料，给叶编球“改良翻
版”，又轻又灵活……

器材难找，老师们自己动手设计、
想办法制作。宋静敏说，黎族传统独木
舟用木棉树干制成，制作手艺少有人知
晓，老师们跑到东方市大广坝江边乡，
辗转找到老手艺人，上山找木材，调整
多次才把11条独木舟做出来。

上课看到这些器材，同学们有的一
脸新奇，有的忍不住上手把玩，有的觉
得“像是小时候自己做弹弓的感觉”。

“黎族传说中，钱铃双刀因爱情
故事而生，两小伙子同时爱上一位姑
娘，后来两人为了赢得姑娘的芳心，
拿起刀棍进行比武，所以才有了钱铃

双刀……”上课时，宋静敏会
给同学们讲每一个项目背后
的故事。

一边上课一边听故事的学
生们，笑称“传说中的宋老师有很
多传说故事”。

宋老师明年 1 月份就要退
休，但故事会接着讲下去。“我们
想把这些项目再回馈到黎族地区
去，回馈到中小学去，特别是将我
们的总结、教材、方法等教给当地
的老师，他们再教学生，那这些项
目就不会失传了。”在海大第一田
径场上，宋静敏边跑动边挥着自制
的球杆，叶编球被击中，在空中画
出一条流畅的抛物线。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11月18日至19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
卢进梅）2017年下半年全国外语水平考试时间定
于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举行，我省只开考英语
（PETS-5）语种。

全国外语水平（WSK）考试启用全国统一网
上报名系统，考生可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网
www.neea.edu.cn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支付考试
费，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9月22日9时至10月15
日16时，报名结束后不接受补报。报名咨询电
话：（0898）65852022。

考试结束40个工作日后，考生可登录教育部
考试中心成绩查询系统（http：//chaxun.neea.edu.
cn）进行成绩查询。成绩公布后20个工作日内，
考生如对本人考试成绩有疑问，可向教育部考试
中心申请成绩复查。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10月来琼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 实习生
卢进梅）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教育部2017年高
雅艺术进校园——国家级艺术院团和优秀地方艺
术院团赴高校演出活动将于10月开始在我省开
展。

根据安排，10月16日至20日，上海昆曲剧院
将演出昆曲《墙头马上》；10月22日至25日，中央
歌剧院将送上《大型歌剧经典音乐会》。海南大
学、海南医学院、海口经济学院、琼台师范学院、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海南外
国语职业学院、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海南工商职业
学院等9所高校将承接演出活动。

“2017年海南省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演出日
程表”可登录省教育厅网站查看。

把黎族传统体育项目引进海大课堂

体育老师自制“古老”教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