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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言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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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

资讯

放下书包，走出教室，到田野去，到工厂里……

研学旅行：让行走课堂“活”起来

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义教部
主任吴益平认为，研学旅行的意义
首先在于让孩子以集体生活的形
式，去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探讨学
习。这种集体生活是孩子成长岁月
中非常珍贵的记忆，在集体生活中
培养的团队观念和整体意识也是孩
子长大成人的重要标志。

“研学旅行是活生生的‘课堂’，
是学校生活的生动延伸，不是面向少
数学生的精英活动，也不是学校课堂
的‘搬家’。”吴益平说，研学旅行注重
集体性，强调在集体活动中让学生获
得与同伴相处的机会，让孩子的眼、
耳、鼻、手、脚、脑都“动”起来，从中学
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

在吴益平看来，研学旅行除了要
注重集体性之外，还要特别关注学生
的个人体验，要给予孩子们更丰富的
体验感受，这是家庭和学校课本所不
能给予的。他建议，“在研学旅行中，
老师应该倡导让孩子用自己的眼睛
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社会，
用自己的方式探究社会。”

“我们提倡让孩子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但是，研学旅行之路该怎
么走，这考验着学校和老师们。”吴
益平认为，在研学旅行中，学校和老
师们要带领学生做好充分准备，设
计好路线，有目的性、带着任务地去
领略一个地方，感受一种文化，做到
真正的知行合一。

研学旅行应做到“知行合一”

■ 本报记者 侯赛

人们常说，读
万卷书，行万里
路。但是，长期
以来，实践教育
环节薄弱甚至缺
失，成为制约我
国中小学实施素
质教育、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的一
大瓶颈。如何改
变传统的学习方
式，让学生们获
得更加立体生动
的学习体验，一
直以来都是教育
界关注的问题。

日前，省教育
厅等12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推进
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
意见》）提出，研学
旅行将纳入我省
中小学教学体系，
通过财政补贴等
方式推动研学旅
行落实，让学生们
走出校门感受“立
体式学习”。

“研学旅行，让我们走出校门，
开阔了视野”“研学旅行，培养了我
们的团队合作能力”……近日，海南
中学高一学生魏香儿和王跃锟谈起
前段时间学校组织的研学旅行，发
出了这样的感慨。

“在研学旅行中，老师带领学生
们走进博鳌风情小镇，探索乡村旅游
发展新模式；到海南黎族、苗族聚居

区，收集即将失传的民歌民谣；到我
省矿区考察矿产资源开采情况……”
海南中学党委副书记柳海英告诉记
者，多年来，该校都会在期中考试后
组织一次研学旅行。在她看来，研学
旅行是一种“立体式的学习”。学生
们带着问题走出校园进行研学旅行，
可以不断拓宽个人视野。

《实施意见》指出，研学旅行是

面向全体中小学生，由教育部门和
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以培养中
小学生的生活技能、集体观念、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通过集体
旅行、集中食宿的方式开展的研究
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
育活动。

根据《实施意见》，各中小学要
结合当地实际，把研学旅行纳入学

校教育教学计划，与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统筹考虑，促进研学旅行和学
校课程有机融合。学校要根据教育
教学计划要求灵活安排研学旅行时
间。原则上安排在小学四到六年
级、初中一到二年级、高中一到二年
级，每学年安排不少于一次，每学年
小学累计 2—3天、初中累计 3—4
天、高中累计4—5天。

走出校门开阔视野

“放下书包，走出教室，到田野
去，到工厂里，到军营中……让梦想
在研学中成真，让愿望在研学中实
现，让激情在研学中点燃，让认知在
研学中形成。”柳海英表示。

海口市第一中学老师吴坤雄认
为，“让学生转变观念，获得能力的
提升，不能光靠课堂里的说教，还要
让他们对社会有所体验和感悟。《实
施意见》的出台，给众多学校吃了

‘定心丸’。”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一名老师
也表示，将研学旅行纳入教学计划，
更符合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喜
好，学生们可以实现跨学科知识的
融会贯通，激发出自主学习的潜能。

那么，面对即将推动落实的研
学旅行，家长和孩子们怎么看？

“太好了，我们也有机会出去玩
咯！”海口小学五年级学生赵梓浩对
记者说，跟他同住一个小区的伙伴乐
乐，每年学校都会组织他们外出旅

行，活动丰富多彩，让他十分羡慕。
“平时工作忙，没时间带孩子出

去走走。现在，有关部门提倡开展
研学旅行，我们当家长的当然举双
手赞成。”海口市民王德毅告诉记
者，他的孩子今年10岁，平时特别
怕见陌生人。这可能与他们平时工
作忙，很少带孩子出去有关。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研学旅行，可以让孩子们领略祖
国的大好河山，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拓宽视野，增强自理能力。这么多好
处，何乐而不为？”在海口一家媒体工
作的张女士对研学旅行表示赞同。

但是，也有一些家长担心研学
旅行如果组织不当，会成为“只玩不
学”的活动，孩子从中收益不多。有
的家长则担心孩子外出研学时的安
全问题，“那么多孩子一起出游，家
长不在身边，老师能不能管得过
来？孩子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
保障？”

学生成长不能光靠课堂说教

面对“春招”，大学生心
态不一

“我渴望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
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我省一所高
校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大四学
生杨平告诉记者，他所学的专业很难
找到对口工作，想考研究生国内高校
又没有相应专业的硕士点。目前，他
已经尝试在房地产、保险等多个行业
进行实习，但都感觉不是很理想。

面对目前的春季校园招聘，海口
一所高校的2018届毕业生小夏感觉
压力很大。她告诉记者，去年11月
那次失败的面试经历，让她对找工作
产生了恐惧。

“当时，我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应
聘会计岗位，面试官让我谈谈自己的
职业规划。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面试，
根本没想好要怎么应答，面试不到两
分钟就被刷下来了。”小夏告诉记者，
她一直无法走出第一次面试失败的
阴影，此后的几次面试也连连碰壁，
现在遇到类似的行业招聘连简历都
不敢投了。

和小夏相反，我省2018届高校毕

业生李梦洁在近期的春季校园招聘中
收获满满，一共获得了国际贸易、房地
产、教育等5个行业的单位面试机
会。去年考研失利的李梦洁，不等寒
假结束，就提前返校为春季校园招聘
做准备。为了提高求职成功几率，她
还根据不同行业、企业和职位的要求，
对个人简历进行了针对性加工。

“我宁愿碰壁，也不愿意错过一
次机会。”李梦洁说，找工作要从自己
的兴趣出发。她平时喜欢跟人打交

道，不喜欢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因此
求职的岗位都是业务销售岗。

保持平常心，从容面对成败

毕业前夕求职不顺，让小夏等一
些大学生出现了恐慌、焦虑、烦躁情
绪。胡海强认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
大多是“95后”独生子女，他们的成长
过程相对安逸，从小衣食无忧，缺少
挫折教育，就业过程中遇到一点挫折

就会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中。
胡海强表示，其实，适度的焦虑

可以激发潜能，使自己产生紧迫感，
对大学生就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大学生应该学会“化焦虑为动力”，更
努力地寻找就业机会。

“走出焦虑循环，首先要摆正求
职心态。”胡海强说，影响面试结果的
因素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
可。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应保持一
颗平常心，以“练兵”的心态，从容面
对成功和失败。

除了心态，毕业生们还应该提前
做好必要的准备。比如通过职业测
评，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最好能有
相对完善的职业规划。同时，要设定
好求职条件，既不“好高骛远”，也不

“委曲求全”。
海南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康

延海则提醒，求职碰壁，会让一些身
处毕业季的大学生感到郁闷沮丧。
受到不良情绪困扰的大学生，要正
视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及时通过
宣泄法、转移法、自我安慰等方式排
除负面情绪。此外，还要和师长、家
人、朋友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排解
心理困惑。

春季校园招聘启动，求职碰壁别灰心

以“练兵”心态从容面对成败

严刹“鸡汤”加“忽悠”式
教育培训
■ 张成林

“这些年各种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带
来的结果就是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
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校外培训机构炫耀的培训
成绩单、广告词，很多都是‘鸡汤’加‘忽悠’。鸡汤
喝得众人醉，错把忽悠当翡翠”……在今年全国两
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用一系列极具讽刺性、接
地气的话语，剖析了当前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给那些正痴迷于各类教育培训的家长泼了一盆凉
水。

眼下，“教育培训”这个词，在各方喊打中正在
逐渐贬义化，每当提及，浮于脑海的多是良莠不
齐、乌烟瘴气等形容词。事实上，作为课堂教学的
补充，适当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对提升学生学习
成绩大有裨益。也就是说，教育培训的主要功能
应是“扶贫”，帮助学习困难、成绩较差的学生尽快
赶上来。笔者记得年少求学时，同学们大多不愿
上培训班，普遍认为培训班是为成绩较差的学生
开设的。

可现在，许多教育培训变成了一味“拔尖”“锦
上添花”。无论学习好坏，在家长的催逼下，孩子
们一窝蜂扎堆培训班。有些时候，高分学生竟然
成了培训班的主力。原本成绩就不错，如何才能
更好地“拔尖”，那就只能“抢跑”。于是，许多培训
机构便拿高年级知识培训低年级学生，用高中教
材辅导初中学生。如此“鸡汤”加“忽悠”式的“抢
跑”培训，无非是给了学生更多重复学习的机会，
但却损害了学生在分析能力和探索能力上的提
升。

虽然很多人对如此培训乱象严加痛斥，但不
少人的认识仅停留于其对学生的影响上。事实
上，校外教育培训乱象影响远不止于此。培训机
构“鸡汤”加“忽悠”的培训方式，助长了社会的名
校情结、学历情结；教师难抵诱惑纷纷于课外开
班，直接影响了课内教学及对学生的态度，这有损
师德、教学秩序；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不惜给老师
送钱送物，滋生了不良社会风气……

此次教育培训话题走热全国两会，也再次说
明这个问题之严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
我们的教育品质，为了我们的社会风气，我们必须
摆正认识，让校外教育培训回归“帮困”的本义，切
实拿出严苛有效举措，严刹各类“鸡汤”加“忽悠”
式的教育培训。

儋州290名英语教师
“回炉”充电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 李佳飞 通讯员吴毅）
“我从教以来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专业培
训。这次培训实行全外教口语培训，贯穿了小学
英语教学理念和新活力英语教学法。”近日，儋州
市那大中心学校油棕校区英语教师符博丽感慨
地说。

3月9日至13日，符博丽等儋州市290名小
学英语教师参加培训。此次培训借助外籍教师
资源，培训内容包括英语口语和教学技能。

儋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刘长健表示，要正视该
市和教育发达地区在小学英语教育上的差距，增
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全市小学英语的教
学质量和教研水平。在实施小学英语教学的过
程中，要注意加强听说训练，把听说能力的培养
放在首要地位。

此次培训由儋州市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心
主办。

■ 本报记者 侯赛

目前，2018年春季
校园招聘（简称“春招”）
正在我省高校如火如荼
地开展，参与招聘的企业
涉及房地产、酒店餐饮、
食品加工、机械制造、旅
游服务、农业生物等十几
个行业。

近日，记者走访我省
一些高校后发现，一些应
届毕业生在求职碰壁后，
容易出现焦虑烦躁情
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就业创业与校友办副主
任胡海强表示，毕业生没
必要把一两次面试的失
败看得太重，患得患失只
会让自己变得更焦虑。
求职过程中应保持一颗
平常心，以“练兵”的心
态，从容面对成功和失
败。

海
南
中
学
学
生
在
研
学
旅
行
中
学
习
果
树
栽
培
技
术
。
受
访
者
供
图

求
职
过
程
中
，大
学
毕
业
生
没
必
要
把
一
两

次
面
试
的
失
败
看
得
太
重
。
本
报
记
者

张
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