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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第33届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上，经过封闭问辩、
专项答辩和公开展示等环节，海南
省代表队7名学生的参赛项目分
别荣获大赛一二三等奖。获奖学
生中，既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获
奖项目中，既有工程类项目，也有
人文社科类项目。

据省科协青少部部长陈冬霞
介绍，截至目前，我省已举办了30
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随着科
技教育的不断推进，我省青少年在
全国科技竞赛中捧回奖项的次数
越来越多。

一排带弯钩的铁丝犹如尖利的
牙齿，一张向前伸出的滤网犹如舌
头……眼前这台“小型便携电动快
速花生采摘器”，是刚刚就读湖南师
范大学附属定安中学的初一学生邱
天铎的科技发明作品。

花生采摘器的样子看起来有
点怪，但是运行起来却十分灵活。
邱天铎近日现场向海南日报记者
演示了花生采摘器的使用过程。
他将刚挖出来的连茎带叶的花生
靠近采摘器的转刮器，花生立刻从
根茎上掉落下来，然后再由滤网筛
掉泥土。

今年 8月，定安县雷鸣中心学
校六年级毕业生邱天铎带着自己
的发明“小型便携电动快速花生采
摘器”参加第 33届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获得大赛小学组一等
奖。谈起发明初衷，他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当初自己只是想制作
一台便携机器，让奶奶摘花生时
更加快捷。

邱天铎的老家在定安县雷鸣镇
扬麦村，当地很多人家都在地里种
花生。每逢花生收获时，他经常看
到村民们采摘花生的场景。去年，
邱天铎到田间帮奶奶一起摘花生，

“我们俩摘了一个多小时，腿麻腰
疼，手指都肿了，最后一共才摘了七
八斤。”

在花生地里，邱天铎观察到，有

些村民为了提高效率，将连茎带叶
的花生往箩筐边上摔打，用力将花
生蒂摔断。但是，这样的做法不仅
需要花费大量力气，还容易将薄脆
的花生壳摔碎。

“能不能为村民们设计一款省
时又省力的花生采摘器呢？”邱天铎
与定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指导老师
吴宏锋谈起自己的想法。在吴宏锋
的鼓励和帮助下，邱天铎开始搜集
资料并细心观察花生采摘细节，认
真思考如何将想法变成现实。

一次，邱天铎看到家中的长辈
使用水稻脱粒机分离水稻后，开始
思考能否用同样的原理制作花生
采摘器。随后，他又与吴宏锋一起
认真观察水稻脱粒机的结构和运
行原理。

经过认真观察，邱天铎在脑中
初步形成花生采摘器的设计思路，

“花生采摘器由小电动机、槽轮、皮
带、带转刮器管轮、蓄电池和开关部
分组成。机器通电后，电动机带动
大槽轮转动，大槽轮带长管轮转动，

由管轮上的铁丝组成的转刮器将花
生采摘下来。”

说干就干，今年3月，邱天铎在
吴宏锋的指导下，画出发明设计图，
然后开始制作花生采摘器。

由于市面上没有现成的零部件
材料，邱天铎要自己设计、加工零部
件。在吴宏锋的指导下，邱天铎从
木工厂找来木材废料，从市场购买
烧烤网，从五金店购买铁丝和小型
电动机等部件，然后再一点点切割、
打磨这些材料。从今年3月到5月，
他从无到有，组装发明出一台可手
提的小型花生采摘器。

今年5月，花生采摘器的雏形
制作完成后，正好到了花生收获的
季节。吴宏锋和邱天铎师徒两人
便带着花生采摘器到田里试用。

“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机器转
速太快、皮带容易从槽轮上脱落以
及管轮上的铁丝太锋利、容易将花
生壳划破等问题，影响使用效果。”
邱天铎说。

虽然初次运用时遇到了一些
问题，但是邱天铎并没有气馁。
他将农民反映的问题记录下来，
询问他们的改进意见，对发明设
计方案进行了多次改进。他将铁
丝顶部设计成弯钩结构，在皮带
上增加压缩器，不断完善花生采
摘器的设计。

今年6月，邱天铎将改进后的花

生采摘器带到田间，再次邀请农民
试用。这一次，采摘机运行得又快
又稳，一小时便摘了60余斤果壳完
好的花生。“三位农民伯伯试用后，
都说这台机器很实用，我心里真高
兴。”他说。

吴宏锋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对
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花生采摘器从
构思、设计到制作都有很大难度，邱
天铎能制作完成这个小发明很不容
易。这与他平时细心观察生活、对科
技创新发明充满热爱有很大关系。

今年9月，邱天铎从定安县雷鸣
中心学校六年级升入湖南师范大学
附属定安中学初一年级。他希望能
加入学校的科技社团，在学习之余
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发明。

快言快语

越来越多青少年在全国科技竞赛中脱颖而出

海南“小爱迪生”本事大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杜娥

花生地里灵感忽现

定安小学生发明花生采摘“神器”
■ 本报记者 邓钰

虚构实习经历、谎报实习时长，部分大学生暑期
实习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日前被媒体曝光。媒体调
查显示，86.8%的受访大学生指出暑期实习流于形
式、单纯“刷”简历的现象较为常见。

与学生的不诚信行为相比，更令人心忧的是，这
类报道在舆论场中并未引起多大波澜。有人认为，
实习经历造假算不得什么大事，何必大惊小怪？这
或许是因为这些人把注意力过多放在“实习经历”
上，觉得实习并非严肃的职业行为，却忽视了“虚构”

“谎报”的性质——这就是造假，就是不诚信。
实习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或许并未给社会或他

人带来严重危害，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对这类行为熟
视无睹。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会给学生造成一种错
误的心理暗示，即偶尔在一些小事上存在不诚信行为
无伤大雅。当有些学生突破了这层心理上的防线，接
下来的问题就变得严重：他们固然知道不诚信行为是
错误的，但他们对于“小事”的定义却可能会不断变化，
慢慢地，诚信的底线不断被压低，尤其是当不诚信行为
可能带来的收益越大，对人的诱惑也就越大。不知不
觉间，一些人的失信行为，已远不是批评两句可以解决
的了。比如，有大学生找人代写论文或抄袭的学术造
假行为，以及利用虚假个人信息骗取各类贷款乃至欠
贷不还等严重失信行为，媒体近期也多有报道。

诚信教育永不过时，而且永远没有完成时。
十几年前，因为一次高考作文题，全社会曾掀起
一波关于诚信问题的大讨论。多年过去，我们发
现，一些不诚信行为尤其是发生在学生群体中的
不诚信行为，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更严重的问
题或许在于，一些不诚信行为的危害没有引起公
众的警醒和反思，从而使得失信行为有所蔓延。
那么，一些学生的失信行为难道说明他们个人品
质有严重问题吗？恐怕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
部分青少年学生缺乏诚信意识，不是简单的学校
教育或家庭教育的问题，而是与社会大环境密不
可分。简单来说，社会上尤其是与教育相关领域
的一些造假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干扰了部分青少
年学生的价值判断，给他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在教育领域，有些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甚至已成
为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每年的8月中旬，高考招
生录取进入尾声，这是落榜考生最心焦也是“野鸡大
学”招生人员最为活跃的阶段。最近有媒体报道，

“假大学”花样百出、屡禁不绝。可能有人会觉得，现
在信息那么发达，怎么还会有家长、学生上当呢？事
实上，骗子们依然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做文章。有
业内人士指出，虚假大学如今在城市地区已很难骗
到人，但由于信息流动有滞后效应，农村和中西部地
区便成了“假大学”广告轰炸的主要目标。

诚信教育既是校园围墙之内的事，根源却更
在围墙之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中对青少年进
行诚信教育固然必不可少，但诚信绝非只是教育
问题，它与社会大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
联。唯有构建和不断完善人人讲诚信、对失信行
为“零容忍”的社会诚信体系，才是破解青少年失
信行为最有效、最持久的方案。

（据中国教育报）

诚信教育永远不过时
■ 杨国营

教育部要求提升本科教育教学质量

淘汰“水课”打造“金课”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加快振兴本科教育，

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要
求全面整顿本科教育教学秩序，严格过程管理。

通知要求，各高校要认真查找课堂建设和管理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严管、严抓教学秩
序，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时间节点，落实责任到人，把
从严管理的规矩立起来、把课堂教学建设强起来、把
课堂教学质量提起来。同时，要全面梳理各门课程
的教学内容，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合理提升学
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切实提高
课程教学质量。要切实加强学习过程考核，加大过
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格考试纪律、
严把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

通知提出，要修订完善本科毕业生论文（设计）管
理制度，强化指导教师责任，加强对选题、开题、答辩等
环节的全过程管理。要严格实行论文查重和抽检制
度，建立健全盲审制度，严肃处理抄袭、伪造、篡改、代
写、买卖毕业论文等违纪问题，确保本科毕业生论文
（设计）质量。

为强化教师教学主体责任，通知要求，制定教授
给本科生上课的专门管理规定，确保教授全员给本科
生上课。要严格执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对于师德
表现失范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要进一步修订完
善教师评价考核制度，把教学质量作为教师专业技术
职务评聘、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在教师专业技术职
务晋升中施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

（据新华社电）

资讯

热点

“要把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放在
同等重要的位置。”海南省国兴中学
科技老师周琼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随
着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化，很
多科技竞赛成绩不再是学生升学考
试的加分项，这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尤
其是中小学校的相关思考：基础教育
阶段的科技教育教学，如何突破“为
何教、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如何
评”等难题？

海南省国兴中学在本次大赛中获
得“全国十佳科技创新学校”荣誉称
号。周琼表示，近年来，该校成立了科
技实践中心，优化管理机制，整合课程
资源，遴选优秀科技教师，打造“得意科
技课堂”，让全体学生获得更有趣、全
面、丰富的科技知识，让师生们在“学中

教、教中研、做中学、学中悟”。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当前影响海南科技教育发展的
难题主要是学生家长不支持、科技
课教师素质不高、教学场地和教育
经费缺乏等。为了解决科技教学质
量欠佳的问题，在海南教育部门的
引导下，许多学校开始兼顾“基础与
特长、全体与个体、人文与科学”的
原则，创新发展科普育人新路径。

近年来，为了增强科技教师对
3D打印等各类新技术的了解，省科
协联手省教育厅举办了青少年科学
调查体验活动、科技教师培训等活
动。接下来，借助互联网，我省各类
科技教师培训活动的规模还将不断
扩大到更多农村学校。

据了解，目前，我省学生获取科
技知识的途径多为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和社会教育。

科普不到位，会导致科技创新
难。“在海南，城里孩子接触各类科技
知识的机会比农村孩子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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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协有关负责人说，一直以
来，省科协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让更

多农村孩子接触到科技教育，激发更
多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
兴趣。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乡镇学
校开始重视科技教育普及工作，
许多海南农村学校的科技教育普
及工作获得了明显进展。海南日
报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在近年来
的国家级科技创新比赛中，越来
越多海南乡镇学校的学生走上国

家级科技大赛的舞台，并取得不
错的成绩。

对此，在定安县科技活动中
心从事科技教育工作的吴宏锋也
感触颇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乡镇学校与我联系，希望我能参
与到他们的科学素质教育工作
中。应他们的邀请，我也经常到
乡村学校培训乡村教师，辅导学
生学习。”

采访中，不少获奖师生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科技竞赛成绩只是评
价科技教育水平的一把尺子。但
是，在各类科技竞赛中获得好成绩，
给师生们带来了很强的学习动力，
可以引领大家共同体验科技发明的
乐趣。

海南中学学生文云洁的研究
项目《基于城市更新视角下的景观
再造调查与研究——以海口美舍
河治理为例》获得第33届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学组一等
奖。她在总结海口美舍河治理经
验的基础上，提出用一种推拉模型

来解释这一景观治理过程，并以美
舍河为例提出了许多城市治理建
议。

“我从去年10月开始准备，花
了8个月才完成这个研究项目。在
此次大赛中，我很享受与同龄人互
相学习、共同进步的过程。”文云洁
说。与国内外参赛选手的交流中，
她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
拓宽了个人的眼界和思维。

参加本次大赛时，邱天铎还只
是定安县雷鸣中心学校的六年级
毕业生，他的作品“小型便携电动
快速花生采摘器”不仅摘得本次大

赛小学组一等奖，还获得了《知识
就是力量》杂志专项奖。他的指导
老师吴宏锋表示，“我们鼓励学生
们积极参加科技比赛和交流活动，
但不以比赛结果为重。学生们参
加比赛的过程，就是不断钻研和挑
战自我的过程，要让他们在玩中
学，在学中玩。”

据介绍，在省科协、省教育厅等
单位的支持和指导下，我省已连续多
年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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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众多热爱科学的青少年提供了开
脑洞、展才华、用科学的平台。

体验科技发明的乐趣

乡镇学生全国大赛展风采

创新科普育人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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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学生邱天铎发明的花生采摘器，荣获第33届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小学组一等奖。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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