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市一中师生团队获得多个国际青少年科技发明奖项

海南“小发明家”闪耀世界舞台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每个孩子的成功，都离不开优
秀老师的指导。吴坤雄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对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
养，他有着自己的小诀窍。

“设计发明，最重要的是激发
学生的发散思维，这要求我们不能
用过去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教学，这
样会限制孩子的想象空间和想象
力。”吴坤雄认为，“上科技发明课，
主角是学生，老师只是辅助者，在
布置研究问题时，应先让他们独自
思考再进行讨论。多让他们观察
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当他

们的方向偏离或思路不清时，我再
给予指导。”

例如，此次在大赛中获奖的“家
庭微型气象站”，设计思路就是在课
堂讨论中碰撞出来的。“刚开始大家
只想做个气象站，但是方向并不清
晰。经过一遍遍讨论，最终才明确了
微型气象站这个方向。”吴坤雄说。

师生们关于参赛作品的讨论
还有很多，比如是做单一功能产
品，还是多功能产品；选择怎样的
材料既环保又实用……众多获奖
作品的背后，融入了吴坤雄和学生

们的汗水。
吴坤雄说，国外科技发明奖的

评选条件和国内许多科技奖的评
选条件不同，它更看重孩子们的综
合能力。比赛环节中，包括现场组
装、英语展示介绍、现场4轮答辩
等，这些都考验着学生的团队协
作、现场应变、语言水平等能力。

“这次比赛也提醒了我加强学
生全方位能力的重要性。作为老
师，我们更要勤学苦练、刻苦研
究。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才
能更好地带领学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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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全球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排行榜公布

13所中国高校
跻身榜单150强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11月15日发布2018年
全球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行榜，美国哈佛大学
位居榜首。中国共有13所高校跻身排行榜150强，
其中7所来自中国大陆，4所来自中国香港，两所来
自中国台湾。

榜单上，美国大学仍占据绝对优势，在前10名
中占据6席，其中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
工学院依次位列前三。

跻身榜单前50名的中国高校共4所，依次是香
港科技大学（第16）、北京大学（第19）、上海交通大
学（第36）和复旦大学（第44）。此外，清华大学、香
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台
湾科技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
大学跻身榜单前150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数据编辑西蒙·贝克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尽管面临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
激烈竞争，中国在全球大学生就业能力排名中依
然是表现最好的亚洲国家，在入选高校数量和整
体排名情况方面和 2011 年相比取得很大进步。
但他同时指出，中国高校在培养学生时过于侧重
灌输硬技能和实用技能，而不是诸如沟通和团队
合作等软技能，而软技能正得到越来越多雇主的
青睐。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以教学、研究、知
识转化、国际视野等多项指标衡量大学综合实力，被
视为最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之一。

（据新华社电）

赴美留学生人数
连续第二年下降

美国国际教育学会与美国教育部近日联合发布
的年度报告显示，赴美留学生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
但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小幅上升。

报告显示，在2017－2018学年，被美国高等
教育机构录取的国际留学生有27.1万人，同比下
降6.6％。同时，美国国际留学生总人数达109万
人，同比增加1.5％，是2005－2006年度以来的最
低增速。

数据显示，中国仍是美国国际留学生的第
一大来源国，2017－2018年度共有超过36万名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同比增
长 3.6％，在美国全部国际留学生中占比约为
33％。

国际教育学会主席艾伦·古德曼说，来自其他
英语国家教育机构的竞争是赴美留学生人数减少
的主要原因。

（据新华社电）

有韧劲：
立下三年突破目标

在科技发明领域取得的成绩，

让不少人误以为吴坤雄是一名信
息技术课老师。其实他是一名初
中数学老师，与科技结缘纯粹是个
人爱好。从一名“门外汉”，到众多
获奖作品的指导老师，很难想象，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付出。

2009年，有学生找到吴坤雄，
希望他能指导自己参加海口市科技
创新大赛。信心满满的吴坤雄以为
至少能在比赛中获得三等奖，没想
到初次“率队出征”就全军覆没。

这次经历让吴坤雄备受打击，
最让他痛苦的是“辜负了学生的期
待”。“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输，
越是有挫折，我就越相信自己一定
能够做好！”吴坤雄说。

失利后的吴坤雄暗暗给自己定
下一个目标：3年内指导孩子们赢回
一个二等奖。为此，他多次与我省
科技部门联系，利用课余时间参加
省内外的科研培训，谦虚地向各类
专家讨教，在学习中不断改进作
品。他笑着说，不少作品的完善是
靠他“厚脸皮”请教来的。

靠着这股韧劲，到2013年，吴坤
雄带领的学生团队，不仅拿遍了海口
市各大科技发明奖项，在海南省科技
创新大赛中也夺得了一等奖。

有拼劲：
“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

获得省级奖项后，吴坤雄渐渐
将目光投向全国赛事。谈及第一
次参加全国赛事的经历，他笑着
说：“和第一次参加省市比赛一样，
颗粒全无。”此次参赛经历让他见
识了全国多所优秀学校的参赛作
品。在对比中，吴坤雄找到了差
距，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过去总担心自己不够专业，
带不好学生。出去比赛后才知道，
有不少指导老师都和我一样不是
科班出身。”吴坤雄说，许多老师都
是将业余时间投入到科技发明中，
在刻苦研究中拿到奖项，“别人能
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在不
断教学和参赛的过程中，吴坤雄也
在不断向孩子们传递这种精神。

此次到德国参加第70届IENA
国际青少年发明大赛的第一天，海
口市一中学生就被来自世界各地
的精美科技作品“吓”住了，“老师，

英语是别人的母语，我们怎么可能
比别人介绍得更好”“别人的发明
比 我 们 漂 亮 ，我 们 拿 什 么 来
比”……在众多优秀作品面前，孩
子们有些丧失了自信。

“别人的作品固然优秀，但我
们的创新技术也不差。”海口市一
中参赛学生王理禾说，吴坤雄老师
这番话，给了他们莫大的勇气。

有亲劲：
带队参赛最看重学生成长

从2009年接触科技大赛，到
今天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吴坤雄
的汗水浸染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我们的作品要想拿奖，关键
在于零部件的创新。要想创新，就
要制作出市场上没有的产品。”吴
坤雄说。为了一个小小的零部件，
他曾跑遍全城。就拿此次参赛的6
项小发明来说，10余个核心零部件
需要通过写入代码寻找厂家加工，
这个过程十分不易。仅“垃圾金属
分离车”一项发明的芯片，就花费
了5个多月来研制。

每项发明的背后，吴坤雄都拼尽
全力。可他坦言，自己带队参赛最看
重的不是成绩，而是孩子们的成长。

“前几年参赛时，一位同学毛
遂自荐，希望能担任最终答辩的主
辩手，结果因为他的失误，这个作
品最终没有获得理想的成绩。”吴
坤雄记得，赛后这名学生很沮丧。
但是，吴坤雄并没有批评指责，而
是为他分析了失利的原因，并告诉
他“无论何时都要谦虚努力，越是
大意越容易跌倒。”吴坤雄的耐心
和包容，让这名学生充满了前行的
勇气。在第二年的比赛中，他的作
品获得了全省一等奖。

为了备战此次大赛，吴坤雄在
学校干部竞岗时并未投入太多精
力，他对此并不后悔，“孩子参赛的
机会很宝贵，而我竞岗的机会还有
很多。”

此外，吴坤雄还连续利用双休
日为学生免费培训，经常从早上八
点忙到下午六点，有时靠两个馒头
就度过了一天。他表示，看到孩子
们一步步成长，作为老师他很幸福。

褪去科技发明导师的光环，吴
坤雄还是一名优秀的数学教师，他
曾被授予“海南省教学能手”“海南
省级骨干教师”等称号。

采访结束时，吴坤雄表示，他
将带领学生团队继续完善科技发
明作品，为一中争光，为海南争光。

“将家庭微型气象站与手机
APP相连，我们可以实时了解室内
环境情况。这项发明不仅能检测
温度、湿度、光照强度，也可以测出
室内空气质量和风速。”11月15日
傍晚，王理禾捧着自己刚刚获奖的

“宝贝”——家庭微型气象站向海
南日报记者进行展示。

尽管距离获奖已经过去 10
天，但王理禾提到此次参赛经历
时还有些激动。采访中，海南日
报记者发现，除了科技发明成绩
喜人，这5名获奖学生的课业成绩

也名列前茅。除科学研究外，他
们还有诸多爱好和特长。比如，
符羽乐喜欢弹吉他和旅游，梁樱
支喜欢阅读，王理禾热爱爬山与
钓鱼，还曾获得中央电视台“希望
之星”英语能力大赛一等奖……
学生们坦言，学校的培养对他们
的成长至关重要。

在海口市一中校长林珏看来，
作为学生的“引路人”，学校和老师
起着唤醒、引领和陪伴的作用，“学
业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教育者更
重要的是为孩子埋下一颗希望的

种子，挖掘他们的潜能，让他们找
到人生方向。”

为此，海口市一中为学生开设
了多门地方性选修课，请来省内外
专家学者开办志远大讲堂，开设武
术、舞蹈、合唱、泥塑、书法等30多
门校本课程，为孩子们摸索兴趣方
向、展示自我提供了平台。仅针对
科技发明这一版块，该校就开设了
魔抓编程、七巧板、机器人、3D打
印等课程。王理禾等学生正是通
过这些课程，日渐在科技发明领域
取得进步。

第 70 届 IENA 国际
青少年发明大赛吴坤雄
师生团队获奖项目

●金奖 垃圾金属分
离车、家庭微型气象站、
家庭便携式心电测量仪

●银奖 脑电波自主
按摩器、学生桌支撑架

●铜奖 温控保暖衣

海口市一中老师吴坤雄：

有韧劲、拼劲、亲劲的“拼命三郎”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过手机监测，能了
解所住区域的气候状况；
玩具般大小的分离车，可
以感应出垃圾中的金属
成分；一个头盔状的帽
子，能根据脑电波缓解人
体疲劳……这些神奇的
小发明，都是海口市第一
中学师生们的研究成果。

11 月 1 日-7 日，第
70届 IENA国际青少年
发明大赛在德国纽伦堡
举行，来自 34个国家的
821项发明项目参加此次
比赛。中国有包括香港、
澳门在内的34支代表队
121项发明项目参赛，海
口市第一中学老师吴坤
雄带领陈歆晔、符羽乐、
梁樱支、王理禾、王厚淳5
名学生组成代表队代表
海南省参赛，获得3金 2
银1铜，金牌数打破了中
国参赛以来单省获奖的
最佳纪录。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海口市第一中学，对
这个参赛团队进行了采
访。

“我从小就喜欢玩手工，此次参
赛发明的灵感就源自于此，。”在梁
樱支看来，此次在比赛中获得的成
绩与多年来父母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紧张的课业压力下，花费
时间做手工不浪费时间吗？对
此，梁樱支的妈妈孙伟伟笑着摇
了摇头，“孩子小时候，我就为她
订阅了许多书籍和手工制作的材
料。我相信孩子有能力合理规划
时间。”

日常生活中，不少家长都担
心课外活动会影响孩子的学业。
但是，孙伟伟的话语中透露出对
孩子的信任，她说：“与孩子的相
处中，家长除了要充分信任孩子，
还要做他们坚实的后盾，帮助他
们解决问题，这样孩子才会获得
自信，越做越好。”

王理禾的妈妈周小娇喜欢和
孩子一起开展户外活动。他们除
了参加各式各样的夏令营活动，还
经常去爬山、钓鱼、看科技展。她
坦言，正是这些宝贵的经历，帮助
王理禾增长了阅历，在不断尝试中
找到人生方向。

“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每
周一定会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
我们喜欢给孩子设置一些小挑战，
比如将坏了的闹钟给他修，家里电
器坏了一起拆出来检查。或许正
是这些小事培养了理禾研究科技
的兴趣。”周小娇说。

符羽乐的妈妈孔文槿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帮助孩子找到兴趣
并不是件易事，在给予孩子不断
尝试的勇气时，家长也要摆正自
己的心态，主动帮助孩子解决问
题，切忌抱着功利的心态盲目比
较，苛求孩子不断取得成果，“只
有在快乐中产生兴趣，梦想才能
越走越远。”

黑边眼镜、平寸头，年仅42
岁头顶却已是银丝缕缕……眼
前这位就是海口市第一中学老
师吴坤雄。

前不久，由吴坤雄带领的
海口市第一中学团队在第70
届IENA国际青少年发明大赛
上获得3金2银1铜，实现了我
省师生在国际科技比赛上的重
大突破。这也是吴坤雄继
2017年带队参加德国纽伦堡
青少年发明大赛获得1金1银1
铜，参加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
展获得2金1银成绩后，再次获
得国际大奖。

不少人羡慕吴坤雄取得的
教学成绩，却并不知道为了这
一天他已经默默努力了9年。

学校：搭建平台挖掘学生潜能

家庭：
做孩子的坚实后盾

老师：创新教育引领学生成长

办幼儿园
不是为了发财的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
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该意见强调了学前
教育的公益性，并要求遏制过度逐利的行为。

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短板”。随着社会
需求与资源供给缺口的增加，近年来民间资本大举
进入幼教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入园难”
问题，但也让资本逐利性与教育公益性的冲突日益
显现。因为有利可图，幼教产业成为资本市场的“盛
宴”，幼儿教育成为“最昂贵的教育”。

在逐利的驱使下，幼儿园的赞助费、捐资助学
费、空调费等层出不穷，“双语教学”“艺术特长”“早
期潜能开发”成为天价学费的注脚，办园条件堪忧、
安全隐患频现，师资质量差、教师待遇低，以至于教
学质量无法得到保障。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
意见》明确要求，健全学前教育政策保障体系，推进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
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

逐利不应是学前教育的追求，公益性才是其根
本属性之一。在幼儿园接受教育，对人的一生至关
重要，对开发智力、培养习惯和促进身心健康等影响
深远，同时也为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奠定基础，是关
系到人口素质提升的大问题。强调学前教育的公益
属性，对促进国民素质整体提高、社会公平、脱贫攻
坚等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作用。

此次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若干意见提出一系列
关键性治理措施，对于公立及非营利性幼儿园，“兼
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
协议控制”等商业控制手段被逐一禁止，而对于营
利性幼儿园，则提高了准入门槛，要求取得“省级示
范园资质”，并切断了营利性幼儿园开展直接资产
证券化的路径。

对于那些抱着发财目的办幼儿园的，请另择他
路。让学前教育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质，还幼儿园一
方净土。 （据新华社电）

快言快语

海口市一中代表队在第70届IENA国际青少年发明大赛领奖台上合影。

海口市一中代表队成员向国
际评委介绍参赛作品。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吴坤雄展示科技小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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