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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

省科协青少部部长陈冬霞介绍，

第32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
获奖学校都是市内或县城的学校，单
单海南中学就斩获了5个奖项，占了
海南代表队一半的奖项。她说，“窥
一斑而见全豹，透过这一点，我们也

可以看出全省的科普教育活动覆盖
面并不是很广，特别是海南农村学校
的科普教育工作没跟上。”

不少关心中小学生科普教育工
作的老师向记者透露，受体制机制影
响，省里举办科普教育活动和培训的

通知没有下发到乡镇一级学校的情
况时有发生，甚至有时连市一级的学
校也收不到有关科普活动的通知。
如此一来，仍有许多农村学生触摸不
到科普教育。

“科普教育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息息相关。在海南，中西部市
县的科普教育工作比较落后，基础设
施较差，缺乏科普人才及各类资源。”
陈冬霞说，科普教育工作的普及是个
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科研院所、
企业、家长等各方的重视，协同推进。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王茹仪

“借助某种推力，让一个物体以超
快的速度向前冲。”这是琼海嘉积中学
学生符津印象最深的科幻片画面，此
后他也一直期待自己可以做出一个类
似的装置，也好拿来“玩一玩”。

直到遇到了高中物理课本中的
“电磁学”，符津一直以来的愿望终于
找到了出口和方向，几经探索实验最
终完成了多级脉冲式电磁加速推进
器。在9月16日举行的2017年海南
省全国科普日活动现场，他向记者现
场演示了这个装置：借助电磁产生的
推力，铁芯弹丸快速向前冲，硬生生
地穿透一块砖块。

十个线圈依次排列的“多级脉冲
式电磁加速推进器”还一举夺得第32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项目一等奖
的好成绩，而符津本人也获得“茅以
升科学技术奖”“北京理工大学创新
奖”两项专项奖。

“实现物体加速推进的方法有多
种，比如化学燃料、螺旋桨、喷水等都
可以，而电磁推进是人造地球卫星和
行星际飞行器中的一种比较理想的
推进方法。”符津的指导老师黄世昌
介绍，用电磁加速原理可以得到比用
化学燃料高出许多的排气速度，环保
高效成本低。

始于好奇、热爱，去年下半年，还
在读高二的符津利用课余时间完成
了一代多级脉冲式电磁加速推进器，

终于创作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玩
具”，他说，“可惜高中物理课本中仅
仅简单介绍了电磁学的原理，但我又
太好奇了，开始请教老师，在网上搜
索关于电磁的应用知识，一边给自己
充电，一边着手制作。”

“其实研究单级的电磁加速推进
器人有很多，但我万万没想到一个高
中生在完成高中物理课本的基础上，
完成了十级脉冲式电磁加速推进器，
不可思议！”恰巧当时海南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已经启动，黄世昌一点
也没有犹豫，推荐符津参加省赛，一
路过关斩将，符津顺利冲进国赛。

省赛结束后，符津并没有停止钻
研，为了达到更快的速度，符津进入
到整个研发最艰难的过程，在不改变

线路的基础上对该推进器不断升级
优化，利用假期通宵进行模拟发射计
算，寻找最优结果。“升级优化意味着
要将许多现实干扰因素算进去，这无
疑增加了计算量和实验次数。”符津
说他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研发出的
第三代加速推进器的速度已从最初
的约50米每秒提高到了97米每秒。

其实符津爱琢磨、能捣鼓的个性
一直没变，从小学开始，他就承包了
家里修家电的活，“我喜欢物理，愿意
钻研，不管多难多累，只要能搞出点
新奇的东西来，我就觉得很有成就
感。”这个不善言辞的大男孩摸摸头
腼腆地说：“我的梦想就是考到好的
理工大学，在更高的平台上继续搞研
发，做中国创新好男儿！”

■ 见习记者 徐慧玲
本报记者 林诗婷

起飞、加速、绕标……“14圈、15
圈、16圈！”在“三圈霸道杯”第十九届

“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
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中，三亚市
第九小学张俊箖以2分钟内完成16圈
绕标飞行的成绩，在“卡博”仿真遥控
飞机绕标竞速赛上获得铜牌，实现了
海南选手在此类项目上的突破。

9岁的张俊箖是三亚市第九小学四
年级学生，是三亚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
的一位。曾经担任班长的他，经常班里
的同学打成一片，热情、自信、积极是大
家给张俊箖贴的“标签”。

“听说你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比赛过
程紧张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张俊箖毫不
犹豫地回答：“一点也不紧张。”“张俊箖非

常自信，有一种不服输的劲。也正因如
此，我在挑选参赛选手时一眼看中了
他。”三亚市航模运动协会教练李凡说。

根据“卡博”仿真遥控飞机绕标竞速
赛的比赛规则，参赛选手需要遥控仿真
飞机围绕着相距20米的两根7米高杆
转圈，2分钟内，圈数越多则获胜。据李
凡介绍，遥控仿真飞机不仅考察选手身
体的协调性和反应能力，飞机的高度、油
门的控制、转弯减速等细节也是关键，需
要选手高度集中注意力，稍有偏差都可
能出现“炸机”的情况。

今年5月，张俊箖在学校开设的
兴趣班上接触到飞机模型。一直希望
有双翅膀翱翔天空的他，被飞机模型深
深吸引，对遥控仿真飞机更是爱不释
手。7月，离比赛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张俊箖参加三亚市科学技术协会组织
的集训，一周训练5天到6天，面对高强
度的训练，他毫无半句怨言。

训练并非一帆风顺，常常出现“炸
机”的情况。张俊箖的3架仿真飞机，其
中一架在训练中因多次坠机而报废。“飞
行从零圈到10圈相对容易突破，而10
圈以上就是一个瓶颈期，每增加一圈背
后是大量的练习。”李凡说，张俊箖一度
被卡在了12圈的瓶颈上。

“想过放弃。但是我的梦想就是
当一名飞行员，我不能这么轻易被打
败。”张俊箖心中暗暗坚持着。“12圈，
因为注意力不集中飞偏了；13圈，出弯
时要加速……”在一本子上，密密麻麻
记着张俊箖每一次训练中飞行的圈
数、坠机的原因、注意事项等等。“这可
是我的宝贝。”张俊箖自豪地说。

“张俊箖与金牌获得者仅仅相差两
圈的成绩，自比赛结束后张俊箖还在保
持着常规训练，相信他一定能完成新的
突破。”李凡对张俊箖充满信心。

花开有声
■ 韩永春

教室里的孩子就像盛开的花朵，每一朵花开
都不寻常，朵朵花开有声。

在我的记忆中，班上有一位叫文磊的学生，他
聪明、机灵，各科成绩一直在全班居前三名。可是
他非常调皮、傲慢。有一次，我承担市级一节研究
课时，当班上有一位同学答错我的提问后，文磊同
学情不自禁地抛出了“你怎么这么笨呀！”“你真不
争气！”幸亏我及时给了答错学生的一个鼓励——

“思想比答案更重要，你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当
时沉闷的课堂气氛才缓和。课后，我主动找文磊
同学谈心，提醒他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后进的
同学，要与同学友好相处，主动关心、帮助后进的
同学。从那以后，在学习上，我每天有意识地给他

“加码”，如借一些课外书让他读，读后向我汇报读
书心得；又如，出一些思考题让他做，看他想的方
法多不多，妙不妙。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渐
渐感到自己有很多不足，诸如：语言表达不够精
炼，思路不够简洁。后来他才恍然大悟，下决心扬
长避短，改掉了讥讽别人的坏习惯。在学年结束
时，文磊同学被同学们评为了“优秀干部”“三好学
生”。我班上还有赵龙、陈威、李小龙等一批成绩
优秀的学生，因屡次受老师表扬，他们沾沾自喜，
造成了成绩不够稳定，我就时时提醒他们不要安
于现状，要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我坚持每周有主
题地举办班级活动，通过讲名人小时候孜孜不倦
学习的故事，讲自己心中最敬佩的人等活动，给他
们一股不竭的学习动力。现就读北京大学博士的
文磊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在我的成长经历中，
我很感激您时时提醒我，让我学会了学习，学会了
生活。”

我教过一位学生叫曾晶，由于父母长期在外
打工，无人照管，他迷上了电子游戏机，成绩在班
上逐渐拉后。当时我一方面及时与他父母电话联
系，一天一个电话，共同帮他分析打游戏机的害
处，另一方面我一个劲在关心他、鼓励他：成绩差
不可怕，只要用心去学习是一定会赶上来的。从
此，每天放学后，我都坚持把他带到我家里和我们
一起生活，从思想上、心理上疏导他、激励他，在学
习上耐心辅导他。由于我对他真诚鼓励和耐心教
育，曾晶同学与游戏机彻底告别，学习更加主动，
成绩上升很快。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它注入了全部的爱，是
它浸透了辛勤的汗水。在培育花的过程中，我真
正体验到了工作的艰辛与无穷的乐趣。教书育人
是我的天职，我热爱自己的事业。
（作者系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希望小学校长）

张俊箖：

小航模藏着我的飞天梦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王茹仪

在9月 16日举行的2017
年海南省全国科普日活动现
场，一个个展现海南学子的钻
研精神、紧贴海南发展实际的
创新成果引来不少市民围观
——“芥末精油可以使红毛丹
保鲜时间更长”“功能风动遥控
鱼保船可以代替人工向鱼塘投
放饵料”……

记者了解到，现场展示的
创新成果在第32届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斩获多项青
少年科技创新项目奖，我省不
少学生还分别获得了“茅以升
科学技术奖”“北京理工大学创
新奖”“《中国科技教育》杂志专
项奖”“国科大”科技创新奖等
专项奖。

省科协有关负责人介绍，虽
然海南的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
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科普教育依
然存在覆盖面不大、科普教育重
视程度不够、经费缺少等现实问
题。学校的科普教育所追求的
目标不仅仅是掌握科学知识，
还要在宏大的自然与社会图景
下，把科学知识的学习寓于动
手实践的过程之中，寓于科学
与社会关系的情境之中。

对于获得第32届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项目二等奖和“国科大”科技
创新奖专项奖的琼海华侨中学学生
宋统超来说，如果没有学校老师的支
持和指导，他也不会走这么远。

初中时，为了减轻父母向鱼塘人
工投放饵料的辛苦，宋统超就一直想

做个可以投放饵料遥控船帮父母减
轻劳动量，“高中学了通用技术课后，
老师便鼓励我动手做出这艘船，把想
法变为现实。”

“看到学生有想法、爱创新，我们
都会鼓励他们去尝试、去钻研，让他
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琼海华侨中

学通用技术课老师何敏告诉记者，虽
然我们并不引导学生看重结果，但很
愿意鼓励他们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
比赛这种富有挑战性的比赛，这个过
程能让他们把课程中学到的多学科
知识和技能融入到竞赛过程中，激发
他们的科学兴趣，培养他们的动手能

力和团队精神。
多年来，在省科协等部门的支

持下，连续举办多年的海南省青少
年机器人竞赛、科普小先生演讲比
赛、七巧科技创意比赛等给小小发
明家和热爱科学的青少年提供了大
开脑洞、施展才华的平台。

琼海嘉积中学去年成立了科技
社，吸引30多名学生加入其中，大
家自发组织参与活动，科技创新氛
围浓厚。“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学校今年还将首次举
办科技节，动员各个年级学生积极
参加科技活动。”从事多年科普教育
工作的琼海嘉积中学老师黄世昌很

高兴，他觉得学校对科普教育越来
越重视。

常常组织“科技进校园”的海口
未来伙伴机器人创意中心负责人发
现，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引导，这种转
变在其他学校也悄然发生，很多学校
十分愿意和社会资源进行对接，丰富
科普教育内容。

“学校对科普教育重视的程度虽
然越来越高，但有些学校并没有科普
教育专项经费，我们举办科技进校园
活动大多得自付成本。”该负责人希
望有关科普教育的政府购买服务能
尽快在海南实施起来，这样不仅能盘
活社会资源，也可推动科普教育变为
常态化工作，辐射更广、更全面。

“自掏腰包”参与科普活动在
不少学校也是常有的事。记者了
解到，在一些学校，除了参与政府
组织的赛事、科技展等科普活动，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老师不仅要带
着学生凑钱买材料、零件，还要利
用个人关系寻找活动场地，支撑活
动顺利完成。

呵护学生的“科学心”

经费不足制约科普教育

农村学校科普教育是短板

符津成功研发多级脉冲式电磁加速推进器

高中生立志做创新好男儿

我省屡获科技创新奖，但科普教育依然覆盖面不广

如何让学生“玩”出精彩？

图读教育

澄迈青少年活动中心
暑假免费培训千余名学生

学生在学习美术素描。小学生在学习手工制作。

中心舞蹈老师在纠正学生舞蹈动作。

脆弱的生命
经不起面子的折腾
■ 张成林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6月19日，在珠海市一所
不知名的小酒吧中，广东某985大学大一学生在
一片喝彩声中参加了一次“致命挑战”——在3分
钟内喝掉6杯特调鸡尾酒可免单。然而6杯酒过
后，该学生的身体开始不听使唤，脚莫名地晃动，
然后头一歪，重重地倒下了，再也没起来，一个本
该有着大好前程的年轻生命就此陨落。

面对挑战，自告奋勇应战；舞台之上，一个个
拍向自己的手机；连喝5杯后，越来越大的加油声
……现场如此多的声色元素，无不刺激着荷尔蒙
的应激分泌，无不倒逼着年轻人逞强好胜、出彩抢
风头。迫于能力认怂，那无疑是懦夫的表现。只
是，该大学生大概忘了——脆弱的生命是经不起
面子折腾的。也正是在这无比喧闹的喝彩声中，
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是被不少人崇奉的
一句话。“声”和“名”如何才能“过而留”？那总不
能轻轻地来，轻轻地去，默默无闻。相反，必须要

“独辟蹊径”，为别人所不能为，做别人所不能做，
如此才能引人耳目，获得关注，甚至起到“惊天地、
泣鬼神”之效。这大概正是当下一些年轻人的内
心独白，为了喧嚣中的“声”和“名”，为了面子上的

“浮光”，不惜以身试先、以身犯险。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我们对勇敢无畏、大

胆创新者的肯定，其前提是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
作出了积极探索。可眼下，“吃螃蟹”的下限却被无
限拉低，比如，不顾能力狂饮6杯1800毫升酒量，网
络直播为求关注虐杀动物，公众号不顾事实过度煽
动情绪……纵观诸多事例，“第一个”确是做到了，但
细究起来，无非是匹夫之勇、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如
此消极行为得来的顶多是拇指向下的倒彩。

在“万花筒”多媒体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关注
度是短暂的、瞬时的。为了获得他人的关注、尊敬，
一些人在拼命创造“奇迹”、制造新闻。而身边的人
也乐于以此调剂生活，万众喧哗中，你的逞能正是
我的肾上腺素。或许，正像歌词里唱的那样——

“其实怕被忘记，至放大来演吧”，逞强好胜、出彩抢
风头，无非是因为内心惶恐，为了获取他人尊敬。
只是，这种卖力得来的尊敬，究竟价值几分？

面子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喧嚣中的喝彩，逞
强下的浮光，就像夜空中的烟火，大多一闪而过。
甚至，一些人嘴上大声喊着喝彩，心里早已骂出笨
蛋。所以说，真正的尊敬并非源于喧嚣的喝彩，脆
弱的生命也经不起面子的折腾。抛却喧嚣里的浮
躁，回归生活中的本真，让生命绽放在更有意义的
事情上，或许才是我们最为明智的选择，也才是我
们获得他人尊敬的最佳方式。

澄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在今年暑假期间免费开设舞蹈、
美术、钢琴、武术等36个培训班，有1000多名小学、中学学生
在此接受培训。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宋祥达 摄

有“飞天梦” 的张俊箖。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摄

快言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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