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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中，最美好的回忆莫过于
“过大年”。今年，海南春季学期的
开学时间在元宵节后。如何让孩子
从这个充满“年味”的寒假中获得成
长？许多学校都想出了“妙招”。

以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为例，
该校今年以“巧手迎新 红红火火过
大年”为主题，开展一系列传统手工
活动，学生可以选择制作新春小灯
笼、新春贺卡或手工工艺品。“开展
这样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从书本走
向生活，从实践中感受生活。”海口
市滨海第九小学少先队大队部辅导
员伍作才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了举
办这项活动的初衷。

让伍作才没想到的是，寒假刚开
启，各班目前的反馈都很积极。该校
西海岸校区二（1）班学生胡雨坤，从
寒假第一天就开始“鼓捣”制作大灯
笼。从剪窗花到捏娃娃，每一处小细

节都是由她自己设计完成的。
“过去孩子喜欢过圣诞节，对我

们的传统佳节体会不深。学校组织
这样充满年味的活动很有意义，我们
作为家长也非常支持。”胡雨坤的妈
妈胡海延说，女儿制作的灯笼，如今
正高高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给家
里增添了喜庆气息，带来了许多新年
期许。

据了解，除了海口市滨海第九小
学，海口部分学校今年也一改常态，
为孩子们设定了许多充满“年味”的
实践活动主题。做手工、写对联、做
年夜饭……不少个性化“寒假作业”
需要孩子动手完成。“这些寒假作业
的安排，一方面是希望孩子们在活
动中用心动脑、了解传统，另一方面
是促进家庭亲情交流，让孩子们在实
践中成长。”海口市秀峰学校老师杨
舒翔说。

我省一些中小学寒假作业个性十足

多彩活动 寒假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寒假到，
安全常识不“放假”

寒假来临，广大中小学生走
出校门，释放爱玩的天性，但一些
安全风险家长们不容忽视。

寒假期间，一些中小学生因
出行频次增多或看护不到位，易
发生交通安全事故。江苏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综合处副处长朱海介
绍，在农村地区，一到放假一些中
小学生留守在家无人看护，一些
自身危险防范意识不强的中小学
生，会因出入公路被撞伤。此外，
寒假期间正值春运，车流人流较
大，一些随父母返乡的中小学生
出行安全风险相应增多。

朱海提示，对于留守在家的
中小学生，外出的家长要及时委
托他人监护。家长携中小学生
返乡时，不要乘用“黑车”，应去
正规客运站乘坐客车，并系好安
全带。此外，一些中小学生在假
期会偷开家中汽车和电动车，家
长们应放好钥匙，以防私自使
用。

中小学生独自燃放烟花爆竹
也易发生安全事故。南京市消防
支队宣传员梅亮介绍，一些没有
禁燃规定的地区，会将烟花爆竹
储存在家中，一些中小学生在没
有成人看护下私自燃放，容易发
生火灾或被炸伤烧伤。他建议，
家长应在正规售卖点购买合格的
烟花爆竹，中小学生需在成人的
监护下才能燃放。

国网江苏电科院电气工程高
级工程师陈杰介绍，冬季用电具
有设备功率大、温度高等特点，如
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线路超
负荷，导致短路、漏电甚至烧毁电
器。他建议，中小学生独自在家
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应尽可
能避免同时使用多个电器，不要
共用同一插线板，各类电热器具
不要靠近木质桌椅、床单等易燃
物。

梅亮认为，为让孩子们度过
一个安全的寒假，身为家长，应履
行好监护人职责。同时，自身也
要提高安全意识，向孩子们言传
身教安全知识。

（据新华社电）

1月26日上午，海口阳光明媚，
省图书馆少儿部门前热闹非凡。一
家文化教育机构正在此举办送春联
新年文化活动，书法老师带着学生们
一起为公众书写饱含祝福的春联。
孩子们一撇一捺，认真写下每一个
字。

“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为孩
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学习成果的
平台，希望他们从小就有服务大
众的公益意识。”活动相关负责人
说。

今年寒假期间，省图书馆等
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成为热门
目的地，不少孩子都选择到此阅
读或参加活动。近年来，随着我
省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各地图书馆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吸引青少年读者。图书馆对
于孩子们而言，不再只是简单的
阅读场所，而是一个帮助他们丰
富人生阅历、接触大千世界的文
化场所。

“义务小馆员”活动火爆

“请问您要找什么书？我可以
帮您找。”1月26日上午，有家长在
省图书馆少儿部书架上寻找绘本
时，12岁的海口市小学生李传江带
着6岁的肖翼晨主动上前询问。他
们都是省图书馆今年寒假期间招
募的“小馆员”。

“我平时就喜欢到省图书馆
看书，看到图书馆在招募寒假‘义
务小馆员’就报名参加了。”李传
江说。

多年来，省图书馆每年寒暑
假都面向小学生开展“义务小馆
员”活动。“小馆员”在省图书馆少
儿部服务12个小时以上，可以获
得图书馆颁发的服务证书。“小馆
员”的工作就是在少儿图书区域
整理图书，同时解答读者疑问。
目前，“义务小馆员”活动已经成
为省图书馆少儿部的品牌活动，
在家长和青少年群体中拥有较高
的号召力。

据了解，省图书馆2019年寒
假“义务小馆员”招募活动自去年
12月底启动以来，就收到众多小学
生的报名。该活动原计划招募60
人，后来因报名人数过多，又增加
了29个名额。孩子们从1月19日

开始为读者服务。
进门签到、佩戴工作牌、将书

籍整理好后放在规定的书架上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小馆员”们的动作很熟练。
“小馆员”肖宸南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妈妈为他报名参加了“义
务小馆员”活动，希望他能充分利
用寒假多读书，同时培养为社会做
贡献的意识。

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
了解自己

寒假中，我省许多小学生到省
图书馆争当“小馆员”，不少高中生
则积极报名参加省图书馆的志愿

服务活动。
“学校希望我们在寒假参加一

些社会实践活动。我自己很喜欢
阅读，这个寒假就选择到省图书馆
当志愿者。”海口市琼山中学高二
年级学生小李说。

除了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外，
海南日报记者还在省图书馆遇
到琼山中学高二年级学生组成
的社会实践小分队。他们正在
派发问卷调查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变迁，此后将在实践报告中呈现
调查成果。

志愿服务、社会调研……在
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中
小学生通过图书馆等文化平台吸
收更多课外知识，积累更多综合
能力。

在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老
师李惠君看来，中小学生利用寒假
到图书馆当“小馆员”和志愿者，可
以进一步了解社会，这是生涯规划
教育的必要途径之一。和其他社
会实践场所相比，图书馆饱含书
香，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之下可以培
养阅读好习惯及专注力，进一步提
升文明素养。

“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需
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进而培养
他们的团队精神、人际交往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等。”海南师范大
学教育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刘丽琼
表示，“通过从事不同的实践活
动，学生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自己
的兴趣与爱好，发现自己的特长
与能力，探索自己未来可能的职
业领域。”

寒假期间，省图书馆成青少年热门目的地

小学生争当“义务小馆员”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热点

忙碌了一个学
期，孩子们最期待的
寒假终于到来了。
做手工、走亲戚、看
书、旅游……每个孩
子度过长假的方式
各有不同。如何让
寒假过得既有趣又
有意义？看看这些
学校的学生是怎么
做的吧。

长达一个月的寒假，也要引导
孩子们认真学习。海南中学高二语
文备课组向孩子们开出了一份书
单。这份书单分为历史传记、文学、
哲学思辨和艺术美学四大类，每类
有4-6本书。学生阅读心仪的书籍
后，要结合“问题探讨”进行思考，写
下读书心得。

近期，海南华侨中学高二学生
收到了一份“爱心礼包”——历史
备课组老师们安排的个性寒假作
业。这些作业中，有“用喜庆的形

式绘制家谱”“看一部文史纪录片
写下观后感”“参观历史人文景点
来一次深度行走”，还有“根据自己
的需求精读一本史学著作”。

“通过寒假自主学习，既能增
添孩子们的知识量、培养学习兴
趣，又能填补教科书里的史料空
白，让孩子们从新角度认识历史，
这对学生今后的学科学习有很大
好处。”海南华侨中学一名历史老
师说。

阅读李开复的《AI未来》、以

色列作家赫拉利的《人类简史》，
研究名师论文《上海更像纽约，
深圳更像硅谷》《音乐水果：世界
各国的营养午餐这样吃》《中国
番薯往事》……海南枫叶国际学
校今年的寒假作业很有特色。孩
子们不仅要在寒假中完成阅读，
还要书写有质量的学术论文。该
校国际高中中方课程校长曾艳表
示，学校十分注重孩子对学术知
识的思考和认识，“我们给孩子
布置的课题内容，每个都是目前

相应学术领域最热门的话题。或
许孩子们在完成过程中有一定难
度，但只要坚持下来，他们就能
慢慢提升辩证看问题、独立思考
等能力，对他们今后的发展至关
重要。”

在教育专家杨毅看来，孩子们
不仅要在假期中尽情玩耍，也应在
相对轻松的环境中学习自律，通过
多种方式为自己的假期“充电”。
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度过一个充
实有意义的假期。

寒假中，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必
不可少。对比在教室中的学习，不同
主题的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孩子们更
好地认识社会、了解生活。每年寒
假，我省许多学校都会鼓励孩子们参
加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以海口市五源河学校为例，今年
该校鼓励孩子们成为“小记者”。“如果
不能亲自到新闻媒体参与采访报道，
孩子们也可以通过每天阅读报纸期
刊，将自己认为重要的新闻记录下
来。”海口市五源河学校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还鼓励孩子从身边的事
情或人物入手，写下一些好人好事
或有意义的事。”该负责人介绍，通
过持续的“读与写”实践，孩子们对
生活的洞察力、对事物的认知都将
获得提升。

寒假中，不少孩子选择参加冬
令营为自己“充电”。海口市民陈
茜将孩子送到冬令营中，接受为期
一周的军事训练活动。作为家长，
她希望孩子在活动中学会分享，养
成独立坚韧的性格。

秀
寒假作业充满“年味”

“趣味实践”五彩缤纷

“爱心礼包”，让孩子爱上自主学习

“小馆员”在省图书馆整理图书。受访者供图

胡雨坤制作的“年味”灯笼。本文配图由海口市滨海九小提供

小学生刘一赫在写春联。

学生自制的猪年趣味贺卡。

“祝福你，我的祖国，我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你，愿
你永远年轻，永远快乐……”日前，第七届“琼州杯”
国际学生汉语与才艺大赛在海口举行，一曲《祝福祖
国》在舞台中央回响，歌手发音字正腔圆，歌声饱含
深情，赢得了现场此起彼伏的掌声。

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海南师范大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留学生、喀麦隆女孩艾美丽。当晚，经过形
象展示、自我介绍与语言才能展示三个环节的比拼，
艾美丽在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这是她第三次参加

“琼州杯”国际学生汉语与才艺大赛。
站在舞台中央的艾美丽，用流利的汉语向观众们

致谢，很难想象她学习中文还不到3年时间。艾美丽
与中国的缘分源于朋友的一次来电。一天，她接到一
位喀麦隆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不仅熟知中国的风土
人情，还会说中文。“在喀麦隆，很少有机会能听到中
文，我立刻被这门陌生的语言所吸引。”艾美丽说。

在朋友的介绍下，艾美丽前往喀麦隆当地的孔
子学院学习中文，每周两至三次，主要学习听说读
写。经过近4个月的学习，她已经能基本掌握日常
交流用语。

2016年9月，23岁的艾美丽从喀麦隆大学毕业
后，决定到中国学习经济学。“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学习经济学，一定要到中
国来。”她说。

“我在孔子学院的中文老师刚好来自海南。得
知我想到中国学习经济学，他就推荐我到海南来。”
艾美丽说。就这样，艾美丽和朋友登上前往海南海
口的航班。从家乡到海口，她们一共转了六次航班。

到海南的前三个月，艾美丽全身心投入到中文
学习中。“我每天都在闭关学习中文。功夫不负有心
人，三个月后就通过了HSK（汉语水平考试）四级。”
艾美丽说。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艾美丽在海南
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她到海南中学担任兼职
法语老师，还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文艺活动等。

“海南人热情友好，在这里学习生活让我感觉很温
暖。”回忆起这些年在海南求学的岁月，艾美丽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有一年春节，一位临高同学带她回乡过
年，她们一起围坐一桌吃年夜饭。这位同学还带她到
当地的景区参观游览，让身在异国他乡的她不再孤单。

生活中，艾美丽很喜欢唱歌。她的母亲年轻时
是当地合唱团的成员。小时候，艾美丽和兄弟姐妹
们都喜欢围着妈妈，听她唱歌。

在第七届“琼州杯”国际学生汉语与才艺大赛上
演唱《祝福祖国》这首歌曲，让艾美丽想起了自己的
故乡和祖国。已经两年没有回家的艾美丽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在海南求学期间，我结识了很多勤劳努
力的中国人，他们的奋斗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留学生在海南

艾美丽的海南故事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北京：

将影视教育作为
青少年德育美育突破口

近年来，北京电影学院与包括北医附小、海淀实
验中学、十一学校、史家胡同小学在内的5所小学1
所中学开展影视教育实验，研发适合中小学阶段的
影视课程，培养影视教育方面的师资队伍，将影视教
育作为青少年德育美育的突破口，取得了良好效果。

近日，北医附小校艺术主任刘娅军说，学生们不
仅在看电影、评电影、拍电影、演电影中收获体会和
成长之外，影视教育还提升了相关学校在德育美育
等方面的水平。

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摄影系教授的指导下，
北京海淀实验中学的学生舒怀玉和同学们接触到了
形体训练、表演艺术、电影赏析等，打开了不一样的
艺术视野。“基于对影视与戏剧的了解，我和同学们
2017年参加了‘希望中国’青少年英语教育戏剧大
赛，整个过程受益匪浅。”舒怀玉说。

北京电影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王跖介绍，影视
教育应符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学习能
力和认知规律。“比如一二年级学生年龄比较小，包
括自律能力、社会观察能力还不足，所以影视教育以
拓宽视野、建构影像思维为主。三四年级的影视教
育可从电影美术的角度切入，使其在体验、观察生活
的同时，培养团队精神。” （据新华社电）

艾美丽在舞台上演唱。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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