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国学生到
海南学习交流。在他们的眼中，这
片土地很美丽，这里的人们很温
暖，这里的生活很快乐。近日，记
者采访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大四

学生马菲得，听他讲述自己的海南
故事。

“我的名字叫马菲得，我来自
佛得角共和国，来海南已经5年
了。”马菲得对记者说。他的普通
话很标准，吐字清晰。如果只听口
音，很难相信他是一位只在中国生
活了5年的外国人。除了汉语，他
还会说英语、葡萄牙语。

在马菲得眼里，中国文化博大
精深、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是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国家。他说，学习
中文在全世界都是一种时尚，中国
博大精深的文化和高科技知识值
得留学生学习。

马菲得在报考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时，选择了数学专业。来到海南
后，他发现不论走到哪里，海南人都
特别热情好客。他在与海南朋友的
交流中，慢慢学会了很多汉语。

“我们外国人初学汉语时，发
音不标准，我便常常嘱咐朋友及时
帮我纠正。”马菲得坦言，汉语语法
入门并不难，但汉语的音调很难
学。汉语中，一个成语就表达一个
故事，同一个字放在不同的位置就
有完全相反的含义，这让初学汉语
的他很抓狂。

除了经常与中国朋友学习汉
语，马菲得告诉记者，听中国歌曲、
看中国综艺节目也是他学习汉语
的“秘密武器”。

马菲得的微信签名内容是“我
爱中国”，背景图片是他与中国小
朋友的合影。在自己的微信朋友
圈里，他经常晒出自己与中国小朋
友的合影。马菲得在海南一些学
校担任兼职英语教师，有很多中国
学生。马菲得虽然在大学里学习
数学专业，但他的梦想却是留在海

南当英语教师。
“来海南之前，这片土地对我

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来到这里以
后，我收获了很多惊喜。”马菲得
说。闲暇时候，他经常到海南朋友
家中做客，听他们讲述海南历史，
了解海南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位于三
亚。在这里，马菲得能见到很多外
国人，学校里也有很多国际学生。
他们一起学习汉语、交流文化，共
同成长，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

在海南这五年，马菲得变化不
小。“来中国之前，我不像现在这么
努力学习。到海南后，我发现身边
的中国人做事都很努力，耳濡目染
之下，我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说。

“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希望能
顺利拿到签证留在海南工作。”马
菲得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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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后焦虑症别轻视

众所周知，考生容易在高考
前出现紧张焦虑的症状。鲜为
人知的是，高考后也是学生焦虑
症状的高发期，需要引起重视。

每年高考后，康延海都会
在门诊遇到一些出现考后焦虑
症的高考生。这类考生中，很
多人性格好强，平时学习成绩
优秀，由于在高考中的表现与
个人预期存在较大差距，考后
持续出现了失眠、情绪不稳、焦
虑等症状。

“平时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对
高考的预期不会过高。但是，一

些平时成绩较好的考生，由于
心理预期较高，在高考中表现
不佳时就容易出现焦虑、抑郁
等症状。他们感觉对不起父
母，考后闭门不出，不愿和父母
师友交流，有时还会痛哭流涕，
感觉万念俱灰。”康延海表示，针
对这种情况，建议考生要减少独
处时间，避免胡思乱想，多跟家
人亲友倾诉；家长要积极引导孩
子接受现实，鼓励孩子与朋友走
出去散散心，做好往后的规划和
打算。

邹春平表示，无论高考结果

如何，考生都要理性面对，既不
要盲目乐观，也不要一味悲观。
现在可以初步估算一下分数，为
以后报志愿提前做准备。如果
出现了考后焦虑症状，可以适当
引导自己转移注意力，做一些自
己感兴趣的事。例如，约几个朋
友进行岛内几日游，学一门乐
器，考驾照。

康延海提醒，高考成绩公布
之前，考生会出现轻微的焦虑症
状，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
焦虑症状持续加重，需要及时向
专业人士咨询。

高考后，怀揣梦想再出发
资讯

聚焦“新一代人工智能”
中国高校“三步走”

教育部近日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
动计划》，提出中国高校要分“三步走”，2030年成
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
人才高地。

教育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高等学校
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说，高校要
聚焦并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和核心关
键技术研究，其重点集中在大数据驱动知识学习、
跨媒体协同处理、人机协同增强智能、群体集成智
能、自主智能系统等方向。

雷朝滋说，根据《行动计划》，高校人工智能发
展将分“三步走”：一是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
体系的优化布局；二是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
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
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有
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三是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
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
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一定要
切实认识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潘云鹤说，教
育部和工程院即将开展智能教育领域的咨询项
目，对未来教育范式变革提供咨询建议。基于大
数据智能的个性化教育、跨媒体学习、终身学习
等，将推动教育目标和理念的改变，乃至整个教育
体系的改革创新。

据介绍，截至2017年12月，全国共有71所
高校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设置了86个二级学科或
交叉学科。教育部2018年认定首批612个“新工
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其中布局建设了57个人工
智能类项目。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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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菲得的海南故事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留学生在海南

快言快语

文明养成
应从孩子抓起
■ 张成林

当前，一股文明之风在全省劲
吹。从公共场所，到城市交通，再到
虚拟网络，整个成人世界都在开展文
明教育、讲求文明。笔者以为，文明
教育最不应忽略的就是孩子，文明涵
养不仅要抓好成年人，还要兼顾未成
年人，我们要在“文明校园”“文明家
庭”上下更大功夫。

平心而论，践行文明真的难吗？
事实上，并不难，无非是红灯前多等
几秒、扔垃圾多走几步……就是多点
耐心的事。文明践行既然不难，为什
么不文明现象屡禁不止，其实说到
底，就是积习难改，痼疾难除，从小养
成了不文明的坏毛病，再加上多不以
为意，改起来就难了。

有了如此认识，涵养文明就要有
的放矢，从孩子抓起，这是根治不文
明现象的“釜底抽薪”之策。实事求
是地说，当前很多学校对学生文明的
养成普遍重视不够。文明教育多是
配合有关部门，在关键时刻来一场大
而化之的文明演讲、文明评比，日常
的文明养成明显缺失。

家长们也普遍重视不够。如果
将文明与分数分放在天平的两端，家
长们多会盯着分数不放。家长们更
关心的是分数的高低，文明素质的高
与低也就无足轻重了。一些家长们
即便偶有提醒孩子注意文明，也多是
因为该行为危及到了安全，倘若影响
不到安全，也就无关大碍了。

未成年人可塑性大、模仿性强，
正是文明养成的最佳时期，如果不文
明成了一种习惯，再改起来就难上加
难。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未成年
人的文明养成。学校教育要抓在平
常，注重入脑入心的引导；家长则要
以身作则，及时纠偏，万不可不拿文
明当回事。

需要注意的是，就未成年人来
看，低年级学生往往比高年级学生更
讲文明。一些年长的学生因为心理
叛逆，视规则为禁锢，视文明为约
束。因此，对学生的文明教育要分类
施策，对高年级学生要更加注重方式
方法，着重形成文明高尚、不文明可
耻的氛围，万不可一味说教，让学生
对讲文明形成逆反心理。

高考后生活，你是哪一派？

结束高考后，海口高三考生小
莫告诉记者，考后先放松一下，跟
同学聚聚餐打打篮球。接下来，还
要好好学习游泳，增加人生技能；
利用百词斩等手机软件学习英语，
为大学学习提前做好准备。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考

生李觉琳表示，“高考后，要学的东
西不少。我想把画画的爱好重新拾
起来，阅读文学哲学等方面的课外
书，学习驾驶拿下驾照。此外，我还
想回青海老家看看，跟家人一起出
游，留下难忘的人生回忆。”

高考结束后，考生们进入了近

3个月的超长暑假。除了一些积
极规划暑期学习和生活的“励志
派”考生外，还有不分昼夜玩耍的

“狂欢派”、对未来失去目标感到迷
茫的“空虚派”、对考试结果忧心忡
忡的“悲观派”。

“每年高考后，都有家长向我

反应，孩子不分昼夜玩游戏玩手
机、疯狂地追剧；有些孩子考后还
一直在回想考试得失，以致出现了
焦虑症状；还有些孩子考后失去目
标，心里空空落落的，每天都过得
很茫然。”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班主任邹春平告诉记者。

“高考的结束更多地意味着新
生活的开始。青春的战役，一直在
路上。希望你每一寸青春都熠熠
生辉，不辜负人生的梦想。”在给高
考生寄语时，海南华侨中学高三语
文教师汤成慧如是说。

“考生们应该认识到，高考的
结束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如同
高考的到来一样。”汤成慧表示，考
后近三个月是衔接高中与大学的
空档期，应该好好珍惜，从以下方
面科学做好规划：

第一，补充睡眠，调整作息，

加强运动。考生要从长久封闭的
高强度学习环境中走出来，激活
身体机能是首要。与同学日常相
聚时，可以选择一项运动作为聚
会主题。

第二，整理过往。无论是曾经
的书籍、物件，还是这一路走来的
心情，都值得高考生静静梳理。丢
丢旧物，归类放置，写写日记，让高
中生活有始有终。

第三，与父母对大学志愿的选
择进行沟通。认清自我，研究分数
线，在城市、大学、专业三者之间做

出最优选择。这是一项极有难度
和挑战的技术活，需要高考生和家
长花大力气研究。可以在假期中
探访银行、证券公司、网络技术公
司等相关单位，实地考察了解工作
内容，与专业人士进行对话，为填
报志愿做准备。

第四，积极投身到新的学习
中，优先推荐学习英语。英语能力
的提升，对未来学习外国文献、争
取出国交流机会都非常有帮助。
理科生还可以提前预习一下数学、
编程类课程，为未来的大学学习做

好准备，让自己在新环境中更快建
立自信。

第五，驾驶是现代人的必备
技能之一，争取在超长暑假里拿
到驾照。

第六，回老家来一场寻根之
旅。借着返家的机会，与亲人相
聚，了解自己的家族故事与文化。

第七，多陪陪家人朋友。上大
学后，很难有这么长的时间与亲友
相聚。有条件的孩子还可以与同
学或亲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
旅行。

高考结束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六月高考季，
牵动着众多考生
和家长的心。高
考结束后，考生们
长期紧绷的神经
放松下来，有人开
启了疯狂玩耍模
式，有人则对高考
成绩忧心忡忡，出
现了失眠、焦虑症
状。

“无论是考后
狂欢还是忧心忡
忡，这两种态度都
不可取。高考只
是人生旅程的一
部分，结束意味着
另一个开始。考
生应以积极心态，
怀 揣 梦 想 再 出
发。”海南省心理
卫生协会理事长、
海南省人民医院
心理科副主任医
师康延海表示。

马菲得和学生合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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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后，海南华侨中学考生和老
师击掌庆祝。 （受访者供图）

联合国儿基会
推出爸爸育儿网页

为了鼓励父亲们拿出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与孩
子们共度美好时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日在其
官网上推出了一个新的育儿网页“成长早期至关
重要”。

儿基会称，对于大脑发育来说，没有比儿童生
命前1000天更重要的时间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父亲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但父
亲们并没有因为这些证据的存在而得到急需的支
持。

儿基会媒体官员汤姆森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
说，“这个旨在帮助年轻爸爸的网页是一个全新的
尝试，还在不断丰富过程中，这个网页将让来自世
界各地的育儿专家和父亲们分享他们的育儿技
巧、亲身感受、成功经验和专业知识。”

汤姆森说，儿基会希望通过这个网页让更多
的新爸爸学会与孩子相处、交流，也为那些准爸
爸们提供“早教”。

汤姆森说，一般而言，母亲在孩子成长早期扮
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但父亲的角色也不容忽视。
这个项目就是要构建一个知识和经验的分享数字
平台，让爸爸发挥更好的作用。

这个网页是儿基会“超级爸爸”活动的一部
分，旨在认可父亲在子女早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该网页开辟了“来自全世界超级爸爸的育儿小贴
士”，鼓励大家分享育儿经验。此外还有“迷你育
儿大师班”。“大师班”的第一节课就是由儿基会儿
童早期发展部主任布里托向“芝麻街”中的卡通人
物格罗弗解释保护、刺激和良好营养对健康的大
脑发育的重要性。

儿基会的“超级爸爸”活动旨在提醒家长们，
当父亲在孩子成长早期为他们提供关爱和保护，
与他们一起玩耍，并为他们提供营养时，孩子会学
得更好，行为和心理更健康，而且会变得更快乐。

儿基会的这个新网页已经开通了英文、中文
等语言，儿基会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也分别利
用当地语言普及“超级爸爸”在儿童早期教育中
的作用。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