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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讲座、实操课、户外考察、
兴趣活动小组……这些形式多样的
科学课堂，可以让孩子们大开脑洞，
培养科学思维。

“要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养，提
升他们的兴趣远比说教重要。”定安
县雷鸣镇初级中学教师曾庆平认为，
学校和教师开展科学教育时，要学会
保护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让孩子在
轻松的氛围里接受科学教育。此外，
如何让科学课上得更加别开生面，也
是学校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定安县雷鸣镇初级中
学的科学教育课逐渐从冷门课程转
变为特色课程。除了定期组织学生

们参加科技社团活动外，该校还不
定期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制作知识
展板等，“学生们参加科学活动的热
情高涨。”曾庆平说。

在国兴中学教师杨蕊眼中，无
论是传统科学课，还是形式新颖、内
容丰富的创新课，这些课程的目的

都是让学生获得更有趣、更全面、更
丰富的科技知识，而老师就是孩子
们科学学习的领路人，负责激发他
们的潜能和内心的“小宇宙”。

杨蕊举例说，该校开设的信息
学奥赛兴趣班，吸收了许多对数学
和计算机学科感兴趣的学生。这

个兴趣班还常常选拔数学基础较
好且对编程感兴趣的学生，参加全
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

“希望以此激发学生们的潜能，提
升他们对科学的兴趣，系统培养他
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利用编程解
决问题的能力。

2019海南省国学高峰论坛启动

讲述“新时代新国学”
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6月22日，2019海南省国
学高峰论坛启动仪式在海南省图书馆举行，该论坛
今年6月至9月将陆续举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论坛
及系列讲坛、优秀传统文化与海南自贸建设研讨会
等多项主题活动。

海南省国学高峰论坛是海南省社科联社团活
动月品牌项目，已连续举办5年。本届论坛以“新时
代·新国学”为主题，紧紧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通过示范性活
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进一步增强民
族文化认同感，凝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能量，提
升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文化软实力。

本次论坛启动仪式以“善德家风”为主题，由海
南省国学教育协会组织省内专家对“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
以害之也”等经典语句进行了义理阐释和现实解读。

助力西岛建设
无塑生态岛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西岛生态环境
实践教学基地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日前，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三亚西岛生态环境实践教学基地在西岛环保服务
中心揭牌成立。据悉，此举将助力西岛无塑生态岛
的建设。

“教学不能局限于象牙塔内，我们学校目前正
在大力培养应用型人才，人才培养需要开展更多的
社会实践。”据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生态环境学院副
院长史云峰介绍，在西岛进行生态环境实践教学
时，该校师生将把生态环境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
中，为西岛建设无塑生态岛作贡献。

据了解，三亚市天涯区于2018年5月提出建设
无塑生态西岛的目标，此后不断投入资金，引入技
术和人才服务，开启生态岛建设探索。

本科就读汕头大学
将获全额学费奖励

记者近日从汕头大学获悉，李嘉诚基金会首推
本科生学费全额奖励计划，2019级至2022级本科
生（包括四年制专业和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等五年
制专业）将获得与学费等额的专项奖助学金，奖励
支持这四个年级的汕大本科学生在校修读完成本
科所有课程。

汕大表示，该项奖励计划每年的捐资额度依据
本科生当年的学费总额，并以每年1亿元人民币为
资助上限。

李嘉诚基金会于2018年在汕头大学推行学费
全额奖励试验计划，为汕头大学新开设的生物医学
工程专业34名本科生提供学费全额奖励。医工专
业一年来在教学上所取得的积极效果，坚定了李嘉
诚基金会在2019级本科生中推行此计划的决心。
李嘉诚基金会希望报考汕头大学的优秀学子可以把
奖励金用于自己的学习需求，拓展知识技能，提高综
合素质，扩大国际视野，增强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目前，李嘉诚基金会对汕头大学捐款已逾100
亿港元，此次李嘉诚基金会推出此项教育资助创
举，将支持汕头大学成为国内第一所全日制本科生
学费全额奖励的公立综合性大学。 （据新华社电）

武汉：

体育夏令营为孩子
免费培训运动技能

武汉1.4万名中小学生暑假期间将可接受武
术、马术、足球、网球等体育技能培训，全市42家游
泳场所将对中小学生提供20天免费游泳服务。今
年武汉市决定投入上千万元资金举办青少年体育
夏令营，让孩子在体育健身中欢乐度夏。

武汉市教育局与体育局已联合多年开展青少
年体育夏令营活动。相对去年，今年暑期夏令营活
动在足球、网球、羽毛球、游泳、篮球5个项目基础
上，又增加了冰上滑行、武术、马术等三个项目。

据介绍，体育技能培训为期12天，每个项目每
节课时不低于60分钟。各项目将按一定师生比例
配备教练员，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有足够时间接受专
业指导。接受体育技能培训的孩子们，也将可能成
为区级相应项目青训储备的后备人才。

今年也是武汉市连续第11年开展暑期免费游
泳项目。参与免费游泳的42家游泳馆覆盖各个城
区，便于中小学生就近游泳。

武汉市体育局青少处处长戴敏介绍，今年暑期
体育夏令营，武汉市从体育彩票公益基金等渠道筹
措上千万元，用于采购教练员、场地等服务，并为参
与的孩子们购置意外保险。技能培训各项目，都将
邀请第三方机构对学生体育技能掌握情况进行评
估，确保培训效果。 （据新华社电）

海南大力推广科学教育，引导中小学生在学习、娱乐和竞赛中大开脑洞

科学进校园激活“小宇宙”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钟南 符钰超

在课堂上，海南国兴中学的学生们相互配合，给台灯制作
底座；在赛场上，海南学子勇于拼搏，从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的舞台走向全国舞台，斩获多项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近年
来，我省教育部门、科协组织及中小学校大力推进青少年科学
教育工作，通过科技课、科学访谈、科学调查体验、机器人比
赛、青少年创新大赛等活动提升学生的科技学习兴趣和动手
操作能力。

产生科学兴趣容易，但是要将
科学兴趣转变成科学能力并不容
易，这需要社会、学校、家长和学生
的多方努力。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随着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深
化，越来越多学校和家长开始重视
孩子的科学素质教育，希望能给孩
子们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和发展舞

台。
据了解，目前，我省专职科学教

师的缺口较大。一些市县学校的教
育资源有限，不少科学课老师上课
时只有一本薄薄的科学课本和学生
记录手册。此外，教学设备器材相
对落后、教学场地不足也制约了科
学课的发展。

据了解，为了提升我省科学教

师的教学水平，省科协今年将继续
组织骨干教师到省外参加培训，举
办各类项目培训班，遴选优秀教师
参加全国培训班，加大对科技创新
教师的培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南中小
学校和学生感受到“中国流动科技
馆”海南巡展的魅力，学生可以在活
动中边看、边玩、边学，真正感受科

学的魅力。采访中，我省不少教师
希望以后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业内人士表示，与中小学校相
比，高校拥有相对丰富的实验设施
及研究资料，科研师资力量也比较
雄厚，希望更多省内外的专业科学
人才到海南中小学校开讲座、作报
告，激发青少年讲科学、学科学、爱
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如何检验学生们的科技学习水
平？业内人士认为，参加科技竞赛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通过科技竞赛
的磨炼，参赛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实
操能力能够获得提升。

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第31届
海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海
南中学斩获学生项目奖25项、教师
项目1项，其中有2个学生项目荣

获大赛最高奖项——科协主席奖。
海南中学学生鞠思念、张栩伟的参
赛项目《装有可视机械臂的多旋翼
无人机》《一种检测地砖空鼓的机器
人设计与制作》分别荣获大赛一等
奖，他们将代表海南参加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

“制作航模的过程中，我遇到了
很多困难。为了在比赛中取得佳

绩，我要不断思考，不断解决遇到的
难题。”鞠思念说出了许多参赛学生
的心声，他们认为科学比赛能让自
己学到许多课本外的知识，开阔个
人眼界。

省科协青少部部长陈冬霞认
为，培养科学思维对孩子们未来的
学习、生活和工作都大有裨益。科
技创新的“好苗子”不是平时刷题刷

出来的，而是真正有兴趣、有潜质从
事科学研究的学生。

为了让孩子们心中科学的种子
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海南省科
协也经常组织海南优秀学子到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
校参观学校实验室，与院士面对面
座谈，引导学生用发展的眼光寻找
方向，学会规划未来的人生。

科学课，从冷门课变成特色课

科技赛，带领学生走上全国舞台

四方合力，将科学兴趣转变为科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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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怎能成为
惩戒手段？
■ 周国华

近期，笔者经常在校园里看到，在
早读时间，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校园各
处清扫垃圾。原来这是班主任为了给
所谓的“学优生”腾出更多学习时间，
在工作量不大的情况下，安排个别“学
困生”完成班级清洁区的清扫。

如果是随机安排，倒也无可厚
非。但个别班主任在安排工作后会
加上一句，“不好好学习，就要好好劳
动”。于是，这些“学困生”只能理亏
地完成任务，没有任何成就感和自豪
感。没有参加劳动的学生，优越感油
然而生，谁不好好学习就用劳动来惩
罚他们。

生活中，我们还发现有些班主任
热衷于如此管理班级：不做作业者，
罚擦黑板一天；迟到几次者，给花浇
水几天；打架骂人者，罚打扫教室若
干天……

劳动教育应该让学生从各个层
面体验、探究劳动的价值，并使之内
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上述将校园劳
动作为一种惩戒手段的做法，显然全
盘违背了劳动教育的价值，与劳动教
育的目标背道而驰。

从学生认知层面看，劳动教育应
该让学生懂得劳动的意义，懂得劳动
创造幸福、创造世界的道理，树立劳动
最光荣的理念。而上述行为在暗示学
生，劳动不过是一种惩戒的手段，并没
有什么幸福、光荣和创新创造可言。

从学生情感层面看，劳动教育应
该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以
劳动为乐的美好情感。而上述行为
却在鼓励学生鄙视劳动、疏远劳动，
哪里还谈得上“热爱”“尊重”这些美
好词汇呢？

从学生行为层面看，劳动教育应
该借助劳动实践，让劳动成为学生的
行为习惯。做好清洁区卫生和班级
卫生都是培养学生劳动习惯便捷、易
操作的载体，谁都不该缺席，也不能
缺席。上述这些做法，使得学生连起
码的劳动意识都无法树立，学生劳动
习惯和良好行为模式的养成更是无
从谈起。

劳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学校、社会、家庭的通力合作。各方
力量要时刻以正向的价值观引领劳
动教育，不能让劳动成为惩戒学生的
一种手段。

（《中国教育报》）

“从前有个书呆子，他在书中看
到螳螂捕蝉时用树叶遮住自己，谁
也看不见，书呆子高兴极了……”近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中心小
学（以下简称光坡小学）一间教室的
电脑上播放着一部精美的动画小短
片。这部动画剧情短片《一叶障
目》，由光坡小学四（1）班学生吴星
品在老师林青翠指导下完成制作，
近期获得了2019年全省中小学信
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学生类作品
一等奖。

“制作动画剧情短片，对一个四
年级的孩子来说难度不小。但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吴星品从动画
制作中获得乐趣后，不断激励自己
继续深入学习。”据林青翠介绍，该
校目前还没有开设专门的动画制作
课程，但是吴星品在信息技术课堂
上接触到动画设计的相关知识后，
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她请教。

“今年3月，我在上信息技术课
时看到老师利用flash（动画制作软
件）演示了动画效果，觉得特别有
趣。”吴星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没
想到经过老师的简单操作，图像就
在电脑上动了起来，最终变成了动
画。她因此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
这门神奇的技术。

“动画制作不仅要会画画，还要学
会使用图层、元件和许多代码。这个
过程不仅枯燥而且颇具难度，吴星品
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林青翠说。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吴星品
逐步掌握flash的基本操作技巧后，
林青翠便想引导她制作动画剧情短
片。“我和老师决定从课本素材入
手，以动画片的形式讲述中国成语
故事。”吴星品说。

但是，制作动画剧情短片并非
易事。“短片要考虑很多问题，涉及人
物的服装、台词、动作以及背景颜色、
道具制作等众多工序。”林青翠说。

为了制作动画剧情短片，林青

翠指导吴星品先从剧本开始准备。
在她的指导下，吴星品根据成语故
事设计出相应的旁白和画面内容，
接下来再设计角色形象。“我们上网
搜索了很多古人的资料图片，认真
研究他们的发型、衣服，然后再来设
计我们的动画人物。”吴星品说，虽
然这个过程有些繁琐，但是看着动
画人物逐渐在电脑屏幕上显现出
来，这个过程让人充满了成就感。

制作动画短片的过程难免会遇
到困难。林青翠和吴星品师生二人
经常要上网寻找教程和代码，并向校
外的动画制作专家请教。经过一个
多月的努力，《一叶障目》这部动画短

片终于制作出来了。“制作过程中，短
片就修改了二三十遍，就连背景颜色
都调整过许多次。”吴星品说。

林青翠认为，孩子从小就接触
动画设计，不仅能开拓个人视野和
眼界，培养创意思维，还能激发他
们对信息技术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陵水光坡小学学生吴星品：

“我用flash讲成语故事”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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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翠（右）和吴星品观看
动画短片。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海南中学学生
在校园科技节上展
示机器人舞蹈表演。

受访者供图

⬆ 动画短片《一叶障目》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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