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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活动

3月8日，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组织四、
五年级学生参加“学雷锋”走进社区义务清扫
活动，少先队小志愿者走出校园走进小区，为
保洁阿姨减负。

近日，三亚市第二小学开展学习雷锋精
神主题演讲活动。学生们走上讲台，结合自
身的经历和感受，分享自己学习雷锋精神的
认识和体会。

三亚市第二小学校长王迎春认为，弘扬
雷锋精神，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鼓励学生们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学校组织学生到敬老院
看望老人，学生们陪老人聊天，帮敬老院打扫
卫生。我们希望通过孝亲敬老行动，唤醒学
生们敬老爱老的意识。”

海口市小学生小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最近老师给他们布置了一份特殊的作业：学
雷锋做一件好事，并在课堂上分享。“奶奶的
生日快到了，我用压岁钱给奶奶买了一副老
花镜。”小徐说，“我认为，孝敬、关爱老人也是
学习雷锋精神的一种体现。”

在公交车上给有需要的人让座、随手捡起
路上的垃圾、帮父母做家务活……在课堂上听
同学们分享学雷锋的故事后，小徐感触颇深：

“学习雷锋精神，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近期，在海南省农垦中学校园里，黄靖洋

成了“名人”。“没想到会引发这么多人的关
注。”黄靖洋说，乐于助人是雷锋精神的重要
内涵，帮助他人，自己也能收获快乐。

“我们鼓励学生要做到知行合一，既要学
习雷锋的做法，也要学习雷锋精神。”海南省
农垦中学团委书记吴惊龙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该校对黄靖洋的救人事迹进行了表彰，希
望更多学生能以他为榜样，践行雷锋精神。

我省中小学开展各类“雷锋月”主题活动

新时期，我们这样学雷锋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欧英才

伦敦留学生显著增加
中国学生人数最多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伦
敦求学的国际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其中中国大陆学
生数量最多、增长最快。

伦敦市长办公室的官方大学指导网站“伦敦学
习”近日援引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说，伦敦的国际
学生人数已连续5年显著增加。其中，2017-2018
学年的留学生人数约12万，比上一学年增加5.3%。

自2011年以来，到伦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增加
了近90%，目前已超过2.1万，高居国际学生总数榜
首。

主管商业的伦敦副市长拉杰什·阿格拉沃尔认
为，最新数据说明伦敦一如既往对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才具有强大吸引力，也证明伦敦依然是个开放的城
市。

伦敦有4所大学入选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
前40位，5所大学入选前200位。目前在伦敦求学
的学生人数超过 38 万，其中约 30%来自海外。
2016-2017学年，国际学生为英国经济贡献了30
亿英镑（约合265亿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电）

快言快语

留学生在海南

资讯

近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的“黑外教”案件再次暴露出
当前外教市场乱象。一中介机构为
不符合在华就业资质的外籍人员伪
造证明材料，骗取工作许可，然后派
遣到中小学、幼儿园任教。褪去“外
衣”的“金牌外教”有些仅拥有初高中
学历，有的是无任何工作经验的来华
留学生，有的还留有案底。

我国对外教的任职条件有明确
规定，根据《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
准（试行）》《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
规定》，来华申请外国语言教学类工
作签证的外国人，需满足具有学士
及以上学位、两年及以上相关工作
经历、从事母语教学、无犯罪记录等
条件。其中，对于取得教育类、语言
类或师范类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或
取得所在国教师资格证书或国际语
言教学证书的，可免除工作经历要

求。
虽然已明确要求外教要持证上

岗，但现实情况是，培训市场对外教
的推崇，加之国际学校数量增加等因
素影响，外籍教师的需求量不断上
升，而拥有合法资格的外教稀缺，在
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外教市场出现
了鱼龙混杂的问题。

仅有初中学历，有案底，培训一
小时就上岗……是谁在放任这些明
显不符合要求的外教？一方面，来自
市场的诱惑使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对
外教的资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放任态度。一所双语幼儿园的收
费标准有时比普通幼儿园高出几千
元，家长还愿意埋单。只要金发碧眼
就能通过一些培训机构的招聘环节，

“面试相当随意，几句简单问答就结
束了”。而一些国际学校迫于资金压
力，也可能放低对外教的招聘标准。

在利益面前，甚至催生了专门为外国
人代办甚至伪造证明材料的中介机
构。

另一方面，家长对双语教学盲目
推崇，但在外教的资质上却不求甚

解。一些家长在问过外教的国籍之
后便没有了疑惑，一些家长明知道培
训机构的外教资质有问题，但在上过
体验课后，为培训机构所谓的“教学
效果”妥协。

市场乱象、缺少监管、盲目推崇
给“黑外教”带来了可乘之机，损失
的却是基本的教学质量和校园安
全。在一些培训机构，“黑外教”缺
乏教学经验、不懂教学方法，教学质
量主要靠市场反馈和家长用脚投票
来反映，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和监
管。

针对外教招聘几乎“零门槛”的
现象，应严格按现有法律规定的程
序聘请外教，加强中小学、培训机构
等外教聘用机构外教资质的审查，
严格持证上岗，严厉查处不按规定
招聘外教的机构。对于暴露出的执
法不严问题，首先应厘清教育部门、
工商部门的监管权责，堵住长期存
在的监管缺位问题。在此基础上，
加大教育、工商、出入境管理等部门
联合执法力度，加强对外籍教师的
日常管理。 （据《中国教育报》）

印尼留学生吴丽恩：

向更多人传播中国文化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在去年底举办的第七届“琼州杯”国际学生汉语
与才艺大赛上，在海南师范大学学习的印度尼西亚
留学生吴丽恩获得大赛一等奖。她为观众献上精彩
舞剧《黛玉葬花》和印尼巽他族舞蹈，让现场观众领
略了中印两国的文化魅力。

舞台上，吴丽恩扮演的“黛玉”身着一袭粉白相
间的长裙为落花立花冢。在3分钟的才艺展示中，
她将黛玉孤苦无依的处境和敏感多愁的性格演绎得
淋漓尽致，获得在场观众的掌声。

长睫毛下一双大眼睛，嘴角边挂着甜甜的微笑
……吴丽恩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普通话说得
很流利。来中国求学前，吴丽恩在印尼万隆国际外
语学院学习中文。2016年，她获得孔子学院奖学
金，来到海南师范大学留学。两年多的求学生涯，让
她更加热爱海南这片土地。

“我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90后’。”吴丽恩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印尼华侨很多，学习中文的人也
很多，她的姐姐就是在中国上的大学。

吴丽恩的中文启蒙老师并不是她的姐姐，而是中
国电视剧，“《还珠格格》《流星花园》都特别好看。”她
还是鹿晗的粉丝，平时很喜欢看他的演出。

谈起对海南的印象，吴丽恩说，“我第一次到海
南时，看到道路两旁的椰子树，感觉这里的环境和我
的家乡很相似。不过，在万隆骑摩托车的人比较
多。在海口，很多人都喜欢骑电动车出行。”

在海南求学期间，吴丽恩品尝了很多海南当地
的美食。她最喜欢的是鱼煲。“海南的鱼煲有鲜美的
汤汁，特别好吃。我有时还会和朋友们去吃酸菜
鱼。”吴丽恩说。

除了品尝美食，吴丽恩闲暇时还会和伙伴们去
白沙门公园骑自行车，去电影公社参观，到海口日月
广场逛街。在学校组织下，她还去过琼海、文昌及万
宁等地，领略海南美景，了解海南当地文化。

吴丽恩笑着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很多人都看不
出她是外国人，平时出去买东西时，有些阿公、阿婆
都会和她说海南话。

吴丽恩的舞蹈老师曾伦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吴丽恩性格活泼开朗，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排练
《黛玉葬花》时，她会问“黛玉为什么要哭？”“她怎么
这么伤心？”为了更好地诠释这个角色，吴丽恩在老
师的讲解下，先了解《红楼梦》的故事梗概和文化背
景，再记下舞蹈动作。

“为了迎接才艺大赛，我们将每天的舞蹈排练都安
排在晚上九点以后。每次学习新动作，吴丽恩都会用
手机拍下视频，回到宿舍后再反复学习。”曾伦峰说。

明年，吴丽恩将结束自己在海南师范大学的学
习。“我想继续读研究生，将来回到家乡的孔子学院当
一名中文教师，向更多人传播中国文化。”吴丽恩说。

从源头堵住“黑外教”
■ 王家源

3月5日是学雷锋
纪念日，海南省农垦中
学高三学生黄靖洋因
为一个善举而备受关
注。当天，一名女子昏
迷后躺在路边，黄靖洋
路过时毅然伸出援手，
运用心肺复苏术对其
成功施救。“这是雷锋
精神最好的诠释”“雷
锋日里的活雷锋”……
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
后，不少市民网友纷纷
为他点赞。

提起学雷锋，不少
人脑海中会浮现这样
的场景：扶老人过马
路，到街上打扫卫生
……进入3月，我省中
小学校纷纷组织开展
学雷锋活动。“新时期，
我们应该如何学雷
锋？”这个话题引发人
们热议。

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海南日报记者在走访时发现，目前，一些
学校在组织学生开展学雷锋活动时，存在雷
锋叔叔“三月来了四月走”的一阵风式学习现
象。

在王志强看来，学雷锋要预防两个倾向：
流于概念式和口号式，说的多做的少，仅仅是
走过场；流于形式化和程式化，比如每次学习
都是固定活动。

“开展学雷锋活动，可以通过体验性活动
对孩子进行引导。”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温小平认为，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
步，学雷锋活动的形式，可以进一步创新和拓
展，比如探访空巢老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
愿活动等。

“引导学生学雷锋，不能只有三分钟热
度，更不能逢场作戏，应该贯彻到素质教
育全过程。”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教师林德
武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将学雷锋与行
为规范教育活动、革命传统教育、献爱心、
社会实践等活动相结合，通过记载学雷锋
期间涌现的好人好事，评选“学雷锋阳光
少年”等方式，鼓励、引导学生学雷锋、做
好事。

海南省农垦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校
还将联合海垦街道、社工开展生态环保志愿
行活动，让更多学生加入城市生态建设的队
伍中。

“学雷锋不仅在三月，我们平时也会组
织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海南省农垦中
学高三年级主任李俊表示，该校努力把弘
扬雷锋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学
雷锋常态化，在学生心中播下乐于奉献的
种子。

学雷锋，从小处着手

有专家认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习雷锋，要将雷锋
精神融入家庭生活教育，这样孩子更容易接受。

定安县小学教师徐积（化名）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班级组织开展学雷锋活动时，一些家
长对此不以为然，不是很支持孩子参加。他
们认为开展这些活动会浪费孩子的学习时
间。有些家长明确表示，不支持孩子利用周
末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

对此，黄靖洋的父亲、海南大学教师黄海宁
表示，“作为家长，应该主动引导孩子学习雷锋
精神，对孩子学雷锋的行动给予鼓励和支持。”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黄海宁经常帮助学
生解决困难。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黄靖洋
也养成了乐于助人的习惯。

2016年，黄靖洋与父亲等人参加环岛骑
行游，途中遇见因车祸受伤人员。在父亲的
指导下，黄靖洋和同伴为受伤人员包扎了头
部。“遇到这种事，我会鼓励孩子主动上前帮
助别人。”黄海宁认为，学雷锋，就要培育、引
导孩子积极向上的精神。帮助别人后，孩子
也会收获助人的喜悦。

近日，黄靖洋通过心肺复苏术救助路人的
事迹，在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第279期评选中
荣获特等奖和5000元奖金。黄靖洋表示，5000
元奖金到账后，他将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

“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包括助人为乐的善
良意愿，要潜移默化融入生活细节中。学雷
锋，要从善待身边人和做好细微好事开始。”
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志强认为，
德性教育是一个养成性教育，不可能集中或
突击完成。雷锋精神要融入生活，要从生活
小处着手，培养孩子助人的意愿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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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靖洋对昏迷
女子进行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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