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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高一学生。

有人说暑假是提升学业水平最好
的时机。但是，我不甘心在枯燥的
学习中度过整个假期。请问应该
如何更好地度过暑期时光呢？谢
谢！

一个不甘平庸的高中生

不甘平庸的高中生：
你好！很欣赏你对自己的定位

——不甘平庸的高中生，看得出你
是一个有生涯规划意识的人。有调
查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主要取
决于业余休闲时间如何度过。高中
阶段的学子鲜少有机会能享受休闲
的时光。所以，我的建议是突出充
实和休闲主题，让暑假过得有料又
有趣。

所谓有料，是指安排一定的学
习时间，保持学习的连续性，给你的
功课“添料进补”。必须承认，暑假
是查漏补缺、强化学习的好时机。
高中生的暑假不可能完全脱离学习
任务，建议每天安排固定的学习时

间，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
之外，还要针对自己学习的短板做
些补救功课。如果40余天的长假
都用来休闲娱乐，开学后又将面临
严重的适应不良，彻底遗忘了的知
识再捡回来谈何容易？

除了坚持每天完成一定量的学
习任务之外，以下几件事对提升个
人学业成绩也大有帮助：一是提升
课外阅读量。可以请你的语文老师
列出阅读书单，在暑假时间完成阅
读功课。从2018年高考语文卷的
变化来看，阅读量是未来语文科考
查的重头戏，阅读功课必须引起重
视；二是习得一些运动技能。身体

是革命的本钱，高考是一场马拉松，
没有强健的身体既跑不快也跑不
远。所以，利用暑假参加体育培训，
习得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每
天锻炼的好习惯，那将是你顺利学
习和生活的重要保障。

所谓有趣，是指有意识地培养
自己的兴趣爱好。兴趣爱好对一个
人的健康成长，再怎么强调都不为
过。明朝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
交，以其无深情也。”我认为，伴随人
一生并能给人带来幸福感的，恰恰
是目前许多学校和家长都不太看重
的所谓“无用”的兴趣爱好。

暑假中，要让自己变得更“有

趣”，你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参加适
合的培训班。眼下，各种培训班名
目繁杂充斥市场，你得有一双慧眼
去识别哪些是适合你的。在培训班
中，可以缺什么补什么，如果你缺少
运动技能，那就选择一项难度较小
的运动项目来学习；也可以喜欢什
么就学什么。如果你喜欢音乐，那
就从声乐或器乐中选择一项来学
习。确定了选择标准，再综合考虑
家庭财力和你的时间精力，从中选
择一两项作为暑假兴趣修炼的功
课。二是强化训练。如果你本来就
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目前没有令
你怦然心动的新项目再拓展，那请

在你原有的兴趣爱好中选择一两样
继续加强。无论是参加培训班还是
强化训练，你都要每天保持一定量
的练习，持之以恒方有效果。

当然，除了上述两项必修的功
课外，让暑假生活有趣的途径还
有很多，比如旅游、家庭活动、社
区服务、朋友聚会等。只要时间
允许，请尽可能多地参加不同类
型的活动，丰富生命体验，积累生
活经验。这对你做好生涯规划大
有裨益。

暑假中，你不妨把兴趣爱好与
功课学习交替进行。每天抽出一点
时间去做你喜欢的事情，让劳累的
身心得到安抚，你会觉得自己这一
天过得很值。我把这称为每天取悦
自己的仪式感。这个仪式感把有料
的学业和有趣的爱好融合在一起，
这种非常有效的自我调节方式，你
值得拥有！

尼采曾说过：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你。我想说，当你凝
视学习和兴趣爱好时，学业和兴趣
爱好也在凝视你。这种凝视会产生
深情，会赐予你力量，给你带来更多
的快感与惊喜。

所以，请以暑假之名，给自己安
排一些有料又有趣的项目。在训练
学习能力之余，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提升自己生而为人的趣味。

惠君
（作者系海师附中心理教育中

心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特级教师）

北极之光
■ 曾子阳

你见过世界上最美丽的星空吗？在我看来，芬
兰的夜色和北极光是最美丽的。

凌晨两点，黑夜像一块幕布从空中慢慢垂落下
来。一轮皎洁的明月挂上天空，星星们也相继从

“幕布”后面钻了出来。
月亮散发着银白色的光芒，就像一位慈祥的

母亲，星星们围在她的身边，倾诉着自己的见闻
与心事。一些星星宝宝东跑跑西跳跳，左顾右
盼；有的星星则忙着捉迷藏，一会儿出现，一会
儿又消失了。

忽然，天尽头出现了一道绚丽的白光，犹如一
条蓝白色相间的牛奶河从天上淌下来，这就是著
名的北极光！极光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显得那么
梦幻，让人情不自禁地想抚摸一下。在西南方
向，可以看见一束绿色的极光从山顶直射出来，
朦朦胧胧地伸展着，在天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倘
使有机会，我一定要到这“草地”上打一个滚，感
觉肯定非常舒服！

看着这美丽动人的夜景，我循着月亮、星星和
极光的光芒，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星星是外星人写
来的信，月亮则是一个大邮箱。平时，外星人很忙，
邮箱里的信很少。可是一到放假，大家便纷纷送来
信件，想表达它们对地球的热爱和向往。于是，月
亮就变得鼓鼓囊囊的，像一个大圆球。一束束北极
光则像一只只信鸽，将外星人的信带到人间。我多
希望有一天能收到外星人的来信啊。

月光似水，繁星点点，极光延伸……我爱这璀
璨的星空，它给了我无限的想象和童趣。

【作者系海口滨海九小五（2）班学生，指导教
师：魏敏】

过一个有料又有趣的暑假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陵水开展暑期研学旅行活动，组织学生走进大自然

“行走的课堂”更精彩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参观博物馆，了解
古今文化；行走山水
间，感受山河之美；远
渡重洋，体验异国文化
……如今，研学旅行的
形式越来越丰富，越来
越多的学生从这个“行
走的课堂”中获取知
识。今年初，省教育厅
等12部门联合制定并
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实施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要求将研学旅行
纳进中小学教育教学
计划，拓展学生的学习
空间，丰富他们的学习
经历和生活体验。

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开展为
期两天一夜的生态环保主题研学旅
行活动，组织80名初中生走进自然
课堂。他们在三亚市水稻国家公园
体验水稻插秧，学习农耕文化；穿梭
于热带植物园里，了解各类植物的
起源、特征与习性……

今年4月，结合国家与我省出
台的有关方案，陵水青少年校外活
动中心根据地域特色与学生特点，
制定了全年校外研学活动计划，今
年将开展不少于 5 期的校外研学
活动。

每期研学活动主题各异

脚穿雨靴，头顶草帽，弯腰屈膝
将一株株秧苗插进水田中……7月
21日，在位于三亚的水稻国家公园，
来自陵水的80名初中生在这里体验
水稻插秧全过程。

“插秧很有意思，但也很累。
自己亲身体验了，才真正明白‘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含义。”
陵水东华初级中学初一学生李紫
艳对记者说。

此次研学旅行，让李紫艳收获
颇多。除了亲身感受到农民耕作

的艰辛，她还认识了不少热带植
物，环保知识有所增长。“目前，不
少植物面临着生存危机，如果不加
以保护，它们会慢慢从地球上消
失。”李紫艳说，“保护环境，人人有
责。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

“此次研学旅行以生态环保为
主题，通过组织学生参观三亚水稻
国家公园、兴隆热带植物园，制作自
然笔记、体验水稻插秧，激发学生对
环境问题的关注，树立保护环境意
识。”陵水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主任
王虹表示。

《意见》指出，开展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工作，主要目标是让广
大中小学生在研学旅行中感受祖
国大好河山，感受中华传统美德，
感受光荣革命历史，感受改革开
放伟大成就，感受地域特色文化
和家乡变化。

“今年，陵水青少年校外活动中
心将开展不少于5期的校外研学活
动。每期研学活动围绕一个主题进
行，例如生态环保、尊师重教、社会
文明、集体主义等。我们希望通过
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成长。”王虹说。

创造条件
让乡村孩子走出家门

“以前，我就听说过兴隆热带植
物园，但一直都没机会到这里参
观。感谢研学旅行，让我在暑假能
够走出家门，开阔眼界。”陵水东华
初级中学初一学生陈玉程说。

《意见》指出，研学旅行要加大
对贫困学生资助力度，积极创造条
件开展农村学生特别是贫困家庭学
生、留守儿童免费进县城、进市区研

学旅行活动。
据介绍，参加此次研学旅行的

学生，来自陵水东华初级中学和三
才中学两所乡镇学校。“和城市孩子
相比，农村孩子的成长环境相对闭
塞。由于父母经济条件有限，他们
很少有机会能参加旅行。”王虹说。

据了解，陵水青少年校外活动
中心安排的校外研学旅行中，会优
先考虑让乡镇学生参加。该中心设
有校外研学旅行专项活动经费，确
保研学活动顺利举行，让更多乡村
孩子有机会走出家门，开阔眼界。

“由于缺少校外活动经验，一些
农村学生和见多识广的城区学生相
比，性格较为内向。希望通过开展
校外研学活动，进一步提升他们的
人际交往能力，让他们看到外面世
界的精彩，激发他们努力学习的动
力，树立‘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
王虹说。

专家建议探索成立
全国研学联盟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
副教授侯佩旭表示，研学旅行的意

义在于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
创新教学模式，实现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和能动性，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养，培养他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
积极心态。

“研学旅行最主要的作用应该
是强化学生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侯佩旭说，要将研学旅行
和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
育、低碳环保、励志教育等内容结合
起来；开发研学旅行项目时，要注重
活动的参与性、趣味性、科学性，强
调区域特色和差异性，深入挖掘地
方特色文化。

“中小学校开展研学旅行，不仅
要统筹协调校内资源，还要根据自
身需求，发挥校外可利用资源的作
用。”侯佩旭建议，可以探索成立全
国研学旅行联盟，成员包括大中小
院校、旅游景区、餐饮企业、酒店、交
通部门等，加强会员间的交流合作；
加强研学旅行人才培养，打造一支
高素质研学旅行人才队伍，为研学
旅行的开展做好服务；积极与国际
研学旅行机构开展合作，探索建立
国际研学旅行基地等。

陵水中学生在水稻国家公园体验插秧。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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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撬动
未来教育新空间
AI被列为高中选择性必修课

人工智能阅卷评分、大数据帮助选科选专业、
课堂由学生主讲……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
传统教育思维和教学模式正悄然发生转变，未来教
育新空间进一步开启。

“知识传输的过程从传统的课堂上转移到上
课前，学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个性化学习；而传
统的学生知识内化过程从课下转移到了课上，学
生和老师可以讨论、探究、反思，由学生来主讲、
演示。”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2018全球人工智能
与教育大数据峰会上，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
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

钟秉林认为，互联网技术、知识数字化技术和
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方
式和渠道，促进了教育观念的转变和体制创新。
未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及其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将颠覆传统教学过程，促
使教师的角色发生转型，教师要从过去的知识传
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指导者，与
学生形成新型的学习伙伴关系。

“互联网正在重构学习。”好未来教育创始人兼
CEO张邦鑫举例说，在现在的课堂上，通过人工智
能辅助，许多课堂行为都能转化为老师的教学参
考。比如“一道题有多少学生举手抢答”“哪些学生
的参与度较低”“哪些学生需要被关注”等数据，都
能实时帮助老师改进教学。

在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区的“AI＋梦想
空间”人工智能实验室，孩子们有的在与机器人进
行象棋对战，有的正用自己编程设计的指令让机器
人舞蹈。

“人工智能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设立这个‘AI＋
梦想空间’是想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全新的学习方
式，带来开创性思维，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与时代接
轨，更快地融入社会。”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
区执行校长张文峰说。

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到《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已成
为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人
工智能也在2017年版普通高中新课标中列为选择
性必修课。

西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杨鸿
武认为，处于智能时代的风口浪尖，孩子们必须了
解并适应智能社会的学习、生活与工作环境。在中
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素养教育，激发他们
的创造力，是紧跟时代步伐的必然要求。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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