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选择在国外的语
言学校参加半自助游学
团，不必与中学生一起参
加游学团。

应当充分感受国外的语言和文
化环境，多和当地人交流，而不只是
走马观花。游学课程应当满足学生
深入提高英语的需求，英国、美国是
较为适宜的游学地点。

8岁-13岁
低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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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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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经典：可就某一点发表对经典文学作

品的看法
读图：教育、亲子等主题的照片（包括组照）

此外，欢迎社会各界提供新闻线索。
邮箱：2996130659@qq.com
电话：（0898）66810131

■ 本报记者 侯赛

摘杨桃
■ 黄东睿

舅舅的杨桃园在屋后的山坡
上，树枝相互交叉，树下弥漫着杨桃
独特的香味。在阳光的照射下，在
微风吹拂下，杨桃静悄悄地泛黄了，
吸引我们前去采摘！山雀在树枝上
嬉戏唱歌，歌声多么动听……这一
切，美不胜收啊！

周末，一到舅舅家，我就拿上竹
篮，缠着妈妈去摘杨桃。一到树下，
我伸手就想摘最顶上那个又大又黄
的杨桃，可是怎样都够不着。我连
忙对妈妈说：“妈妈，妈妈，这里有一
个大杨桃。”妈妈走过来，一伸手就
摘到了。妈妈说：“杨桃可以清燥润
肠，适合熬夜的人吃。多给你爸爸
摘几个吧！这几天他一直在熬夜加
班。”

我跑到一棵大杨桃树下，树上
结满了又大又黄的杨桃，我伸手去
摘，却够不着。我爬上树去，轻轻地
把杨桃放在竹篮里，一个、两个……
不一会，竹篮就盛满了。突然，我看
到那边的树枝上还有一个大杨桃，
我抖动了一下树枝，杨桃好像孩子
一样瑟瑟发抖。“扑通”一声，杨桃砸
中了树下的妈妈，“啊！你这孩子。”
我赶紧跳下了树，妈妈看我摘了这
么多杨桃，高兴地说：“不错，你摘得
真多。”过了一会，我和妈妈抬着这
些杨桃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缠着妈妈给我切
杨桃，妈妈拿着杨桃进了厨房。杨
桃外形独特，每个角度都有区别，把
它竖起来，就像可以转的门页，侧面
看就像一个五角星……我用手摸了
摸杨桃，外表很光滑，有的地方扁，
有的地方鼓，正看得入神，妈妈拿着
洗好的杨桃从厨房走了出来。妈妈
把杨桃切成一片片的五角星，我用
牙签将杨桃放到嘴里。啊！甜甜的
汁水凉极了，甜进我的心田里。杨
桃不但外形独特，味道还让人回味
无穷，吃了一口还想再吃，就这样，
我一边吃杨桃，一边看着电视。

夕阳西下，我坐着爸爸的车
回家了。远远望着舅舅家的杨桃
园，我心想：明天又有杨桃开始泛
黄了……

（作者系保亭思源实验学校三
（6）班学生，指导老师：黄恒宝）

琼台师范学院
启动“暖冬计划”
为23名贫困学生提供返乡路费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姚磊）记者近日
从琼台师范学院获悉，该学院正式启动寒假“暖冬
计划”，从资助贫困学生返乡、关怀留校贫困学生、
走访贫困学生家庭等方面着手，为贫困学生提供
实实在在的帮助。

据介绍，琼台师范学院将安排专项资金，为
23名因经济困难无力购买返程车票的学生提供
路费资助，资助标准为：外省学生每人1500元，本
省学生每人500元。

对于选择寒假留校的学生，该学院将建立寒
假留校学生日常联系制度，通过茶话会、联欢会、
年夜饭等多种形式，开展寒假特别是春节留校贫
困学生关怀慰问工作，让学生们度过一个温馨的
春节。

该学院还将在寒假期间，力所能及地组织学
工干部、班主任和学生志愿者开展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家访慰问工作，深入了解受访学生家庭经济
状况和受助需求，为他们提供更精准的帮扶。

此外，该学院还鼓励各院系抓住寒假学生返
乡契机，聘任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励志奖学金获得
者等担任“学生资助宣传大使”，回家乡、回母校宣
传学生资助政策，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他们
的家长解除后顾之忧。

■ 本报记者 侯赛

“点亮LED灯，转动小马达，‘微
波炉’里的小转盘开始加热转动，就
可以烘焙汉堡包了！”近日，海口市
五源河学校举行的人工智能启蒙教
育公开课，吸引了众多孩子和家长
参加。

这堂公开课上展示的“微波炉”
和寻常的微波炉外观差别很大。这
个“微波炉”是该校二年级学生用一
个纸箱作为外壳，然后结合科学知识
制作的小发明。“这个‘微波炉’是孩
子自己做的？真了不起！”一位旁听
公开课的家长瞪大了眼睛，似乎还有
点不敢相信。

2017 年 7月 8日，国务院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
要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
课程，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
建设，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等内
容。海口市五源河学校从去年年底
开始，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与
深圳造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每周
由造物世界教育团队的科学老师为

同学们上课。
“神奇的风车屋”“神奇的魔法

水晶球”“避障擎天柱”……科学课
上，老师拿出一个个具有孩子们喜爱
的卡通形象的外观科学道具，带领孩
子们开启了神奇的科技之旅。孩子
们纷纷踊跃上台，跟老师一起参与演
示，欢呼声、惊叹声此起彼伏。

据海口市五源河学校副校长王
妍妍介绍，科学课在该校二年级已经
开展了2个月，学生们一共制作了
190件科技作品。在该校学生科学
作品展示区，记者看到了一个个用易
拉罐、一次性纸杯、可乐瓶等物品做
成的“小飞机”“农家小院”等科技作
品，禁不住为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所折服。

看到自己的孩子制作的自动感
应“南瓜灯”时，学生家长王先生非常
高兴。

“人工智能课程走进小学课堂，是
时代发展的必然。学校要在孩子幼小
的心灵里埋下人工智能素养的种子，
让它不断发芽生长。”王妍妍表示。

据介绍，海口市五源河学校的人

工智能课程普及分为4个阶段：首先
是进行电子科学的科普宣传教育；其
次，在基础性信息技术课程中融入人
工智能的启蒙教育，激发孩子对人工
智能领域的兴趣和向往；第三是进行

“智能编程”的普及教育；最后是在拓
展性课程中，让孩子们组建科技团
队，共同研发人工智能科技产品。该
校二年级至六年级学生每周都要上
一节科学课。

据了解，家长和孩子的需求不
同，游学团选择也不同。想为孩子出
国留学打基础，可以选择英美留学体
验、名校交流游学团；想培养孩子的
独立能力、动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沟通交流能力等，可以选择海外户外
主题拓展游学团；想体验当地文化、
扩大个人视野，可以选择文化探索主
题的游学团。

海外游学，怎样才能让孩子收获
更多呢？曾在英国留学多年的海南
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曾传
生建议，学生在参加海外游学前要做
足功课，要对所到国家的风土人情、

风俗习惯有所了解。最好提前了解
游学团安排的景点和大学的历史人
文知识，做到“有备而来”。

海南环球雅思执行校长黄叶芬
告诉记者，家长在选择游学团时应根
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个人需求选择
路线，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出国游学的
目的和兴趣点也不相同。

曾传生提醒说，海外游学中，虽
然“学”很重要，但家长在选择游学团
时不能将其狭义理解为课程培训，

“游学不同于培训，家长应该更加重
视孩子在团队意识、独立精神、与人
打交道等方面的素质培养。”

寒假开启，不
少海南学子开始
奔赴美国、澳大利
亚、日本、新加坡
等国游学。

伴随留学热
和海外游升温，让
孩子在假期出国
游学开阔眼界，成
为不少家庭的选
择。花费数万元
的海外游学含金
量如何？面对良
莠不齐的海外游
学产品，家长该如
何选择？记者近
日对此进行了采
访。

去年12月，海口高一学生蒋昊就
开始选择寒假游学路线。经过多方比
较，父母最终决定让他到美国游学。

“家里一直在纠结是否要送我去国外
读大学。这个寒假，想先过去体验一
下美国大学课程。”蒋昊告诉记者。

目前，“留学之前先游学”已经成
为越来越多家庭的共识。蒋昊告诉
记者，他们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学
计划寒假出国游学，“很多同学已经
多次出国游学。我的同桌已经连续
参加了多个寒暑假海外游学团。”

据了解，目前，初高中生是海外
游学的主力人群，到海外游学的小学
生也在逐年增加。一般来说，小学生
和初中生到海外游学的主要目的是
增长见闻、拓展视野，高中生则大多

是为了日后留学提前做准备。
记者从海口多家旅行社了解到，

寒假海外游学团很早就开始接受预
订，美国、澳大利亚等热门国家游学
团去年12月就已经满额。除了旅行
社，不少外语培训机构、留学中介机
构也纷纷推出海外游学团项目。

据介绍，美国和澳大利亚仍然是
目前热门的海外游学国家，英国、加
拿大、新加坡、日本等其他传统游学
国家也备受欢迎。业内人士表示，美
国名校云集，一流美国大学在资金、
设备和学术环境等方面大都优于其
他国家，一直以来是不少学子海外游
学的第一目的地。澳大利亚近几年
留学移民政策较为宽松，也吸引了准
备出国的学生前去体验。

记者采访发现，大多数寒假海外
游学团的发团时间都在1月下旬，游
学时间大多是2周—3周，价格从1万
—5万元不等。如果去美国，游学团
费用大概要3万多元，而单纯的旅游
团仅需1万多元。

海南一位留学培训机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跟纯旅游团相比，游
学团除了要带领学生旅游观光外，还
要支付国外教师的授课费、教材费，
国外教师带团费用，寄宿家庭的寄宿
费等。

不过，一位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
也坦言，近年来，由于海外游学有较
高利润，国内从事海外游学的机构越
来越多。很多海外游学线路就是在
普通旅游线路中再加上游览名校的
内容，价格就增加了许多。一些游学
团只是安排学生游览博物馆、图书馆
等免费场所，实际花费成本与普通旅
游线路差不多。

“不指望短短两三周的海外游学
能让孩子学到什么知识，只希望孩子

能开拓眼界，与国外的同龄人有所接
触。虽然游学的费用高于旅游，但有
老师带队照顾，比把孩子交给导游更
让我放心。”海口市民夏莹告诉记者。

和夏莹有相同想法的家长不在
少数。海口市民赵先生为孩子报名
参加了今年寒假的美国游学团，12天
行程要花费3万多元。他表示，“作为
家长，只要家庭经济条件许可，还是
希望能让孩子出去体验一下。”

也有一些家长表示，自己不会搞
这种“面子工程”，花这种“冤枉钱”。

“一个孩子海外游学的费用足够一家
三口自助出国游了。”媒体从业者张
欣认为，国外高校可以免费进入，如
果只是想感受一下国外大学的气氛，
亲子自由行更划算。

有业内人士也提醒，目前市场上
游学团良莠不齐，部分普通的旅游线
路，套上游学的“外壳”就趁机涨价。
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游学团时需要擦
亮眼睛，不能光看价格高低和时间长
短，一定要仔细了解游学的具体行程。

海口二十五小举行多场师生文艺演出

“复习考试月”
变“欢乐迎新月”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校园十大歌手比赛、教职工迎新晚会、2018
新年文艺晚会……2017年12月中旬至2018年1
月中旬，在许多学校大抓期末课堂、迎接期末考试
之际，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连续组织了多场学生、
老师文艺演出，让“复习考试月”变成了充满欢声
笑语的“欢乐迎新月”。

1月19日晚上，在海南大学思源学堂大礼
堂，主题为“舞春·筑梦”的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
2018新年文艺晚会上，教师、学生和家长先后登
台，表演了管乐合奏、舞蹈等11个节目。其中，朗
诵节目《和美颂》由9名教师、12名学生、4名学生
家长以及学校的航天课程和海洋课程专家共同参
与演出。

据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副校长邱淑慧介绍，
学校专门编写了校本教材《和美诵读》，在国家课
程要求的基础上，精选了118首经典诗词，要求学
生利用课前10分钟进行诵读。

除了《和美颂》朗诵节目，海口市第二十五小
学过去一个多月的多场校园文艺活动，都有着日
常学校校本课程的影子。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校
长赵檀木表示，学校开设了合唱、舞蹈、线描、水
墨、足球、篮球等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

“我是环保好少年、我是美德好少年……”在海
口市第二十五小学2018新年文艺晚会上，该校曲艺
队表演的快板《文明赞》，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由
于现场座位有限，学校对晚会进行了网络直播，当晚
最高在线人数超过两万人。

海口五源河学校兴起科技热

走进小学课堂

留学之前先游学

选择游学团应擦亮眼

做足功课 让游学收获更多

海外游学
小贴士

由于自我管理能力和语言能力
有限，他们需要领队老师更多的关
心和照顾，因此游学机构的经验非
常关键。澳大利亚天气宜人，自然
风光好，非常适合低龄学生。

人工智能

寒假游学，如何避免游而不学？
热点

14岁—18岁
中学生

18岁以上
大学生

文字/侯赛
制图/孙发强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开设科学课，为学生们开启科学之旅。侯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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