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哥姐姐们，我们一起合个影
吧？我很舍不得你们。”日前，由海
南省“美在心灵”大学生支教志愿者
协会主办的国际大学生支教夏令营
在琼海市博鳌镇东海村闭营，海南
小学生林榆景向大学生志愿者们提
出了合影请求。

本次国际大学生支教夏令营活
动为期12天，授课内容包括情景英
语、魔方课、趣味运动会、环保主题课
和趣味小实验等。参加活动的18名
大学生志愿者中，有上海交大、华南
师大、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高校的学
生，也有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韩
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大学生。

在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带领
下，我省50多名中小学生从丰富多
彩的活动和文化交流中收获颇丰。
据了解，和一般的短期支教活动不
同，本次支教夏令营活动将支教与
夏令营活动相结合，通过“阅读、艺
术、游戏”等参与式活动让孩子和支
教大学生获得共同成长。

印度大学生志愿者阿库拉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我在课堂中向学生们
展示了印度文化，他们都非常喜欢。

我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
和历史知识，改进了教学方式。”

“在12天的活动中，我们不断调
整自己的教学方案，给学生们提供更
适合他们学习的内容。”大学生志愿
者文心仪说，孩子们参加活动的热情
很高，没有迟到早退现象，“看到他们
逐渐打开心扉，勇敢表达自己的想
法，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我们在夏令营中一起学习，一
起生活，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美
食。”来自印度的大学生志愿者马马
萨斯里说，在这次活动中，他学到了
许多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积累了
许多教学经验，“与学生们一起成长
的感受很美妙。”

“哥哥姐姐们不仅是我们的老
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林榆景
说，大学生志愿者给他们上英语课，
讲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文化故事。
下课后，大家一起做游戏和制作手
工模型。

“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海南
小学生林榆皓对海南日报记者说，经
过夏令营的学习，他现在已经能用简
单的英语进行日常交流，“哥哥姐姐

们在暑假陪伴我们成长，让我很感
动。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到国
外支教，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

“本次夏令营活动给孩子带来
的变化很明显，他的口语表达能力、

动手能力都有所提升，性格也变得
开朗了。”学生杨丁仪的家长对海南
日报记者说。

海南省“美在心灵”大学生支教
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王辉敏表示，今

年8月，该协会还会在琼海市新村小
学、马寨小学、千秋小学开展支教活
动，“我们会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支
教活动，让更多中小学生度过一个
更有意义的假期。”

走向多彩课外世界

这样过暑假，有益又有趣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这个暑假，海口实验中
学初一学生夏姗（化名）特
别忙，英语班、写作班和舞
蹈班“轮番上阵”，让她堪比
准点打卡的上班族。“假期
不是完全用来休息的，要用
来反超。”夏姗的父亲说。

进入暑假，有的孩子比
上学时更忙。暑假是学校
教育的空档期，亦是提高学
生综合素质、强化生活技能
和促进亲子关系良好发展
的黄金期。除了让孩子到
培训班打卡外，还有哪些有
趣有益的暑假打开方式
呢？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对
此进行了采访。

在“行走的课堂”中成长

今年暑假，三亚市第一中学高
一学生陈富堂和几名同学跟着海南
省韦和平中学生物卓越教师工作室
的老师们，到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
岭科研教学实习基地开展生物学专
业野外科学实践活动。

陈富堂在尖峰岭看到了古老的
桫椤、饱满的九节、巨大的托盘青
冈，观察大雨过后出现在丛林中的
黑眶蟾蜍和小弧斑姬蛙，还为垂挂
在树枝上的蜘蛛画了一幅画……

“一边近距离接触这些动植物，一边
听老师讲解，学到的知识比课堂上
更加直观、生动。”陈富堂说。

尖峰岭被誉为“热带北缘生物
物种基因库”。此次海南省韦和平
中学生物卓越教师工作室组织开展
的野外科学实践活动内容丰富，包
括植物多样性调查、植物学分类学
习研讨及标本制作、两栖动物的分
类方法等内容。在此次研学之旅
中，学生们不仅参观了尖峰岭的热
带雨林美景，还在老师的带领下了
解了生物、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知
识。

“过去的暑假，我大都宅在家
里，很少参加户外活动。此次跟着
老师们到尖峰岭开展科学实践活
动，我亲眼见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
动植物，对书本上的自然、生物知识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三亚市第一中

学学生唐婉娟说。
据三亚市第一中学校长助理、

生物教师韦和平介绍，暑假带领学
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探究活动，感受
祖国的大好河山，把课堂教学与大
自然科学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可以
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和合
作能力，这也是学校教育内容的有
益补充。

在旅途中开阔眼界

参观鲁迅故居、苏州博物馆、拙
政园……近期，定安县初二学生徐
聪在家人陪伴下，开启了一次难忘
的旅程。“精致典雅的建筑风格，体
现了江南的人文风情。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仿佛让我看到了鲁迅先
生当年读书的场景。”徐聪说。

和传统的观光游相比，近年来
不少家长希望通过边玩边学的研学
旅行，让孩子们在假期中用脚步丈
量世界，在旅途中开阔眼界。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教师林德武
对此深有感触。今年暑假，他带着
7岁的女儿到北京游玩，参观了天
安门广场、故宫、长城和颐和园等
地。林德武提前和女儿一起做足功
课，了解了许多北京的名胜古迹和
历史文化知识。

“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
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这篇课文
的第一段以一个山村孩子的口吻，
表达了自己想到遥远的北京城去看
看的心愿。”林德武说，学完这篇课
文后，到北京看一看雄伟的天安门
成了不少孩子的梦想。这个暑假，
他就带着女儿到北京圆梦。此行不
仅加深了孩子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也让孩子在游玩中有了更多收获。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假期带孩子出岛走
走，既能开阔孩子的眼界，又能让孩
子了解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文化
底蕴，还能在旅途中增进亲子关
系。”林德武说。

补上一节劳动课

头戴草帽，穿上长袖衣服，身上
斜跨着一个小号塑料桶……海口市
第二十五小学学生徐航近日回到老
家东昌农场，跟着爷爷到胡椒地里
摘胡椒。

“家里的胡椒树特别高，叶子十
分茂密。我先把低处的熟胡椒摘
完，又爬上木梯，一层层拨开胡椒
叶，将高处那一串串熟得发红的胡
椒摘下来。”徐航在日记本中写道，

“摘胡椒让我体会到农民伯伯的辛
苦，更加理解了‘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的真正含义。”

徐航的母亲黄凤妮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劳动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
中的必修课。现在，很多学生劳动
机会少，劳动意识淡薄，轻视劳动、
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很常见。“趁
着假期，让孩子到田间地头劳动，就
是要培养孩子‘劳动最光荣’的意
识。”

黄凤妮的话代表了不少家长的
看法。“孩子平时课业繁重，家长们
就主动包揽了很多家务活，导致有
的孩子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习惯。”三亚市民王珍说，她的儿
子现在已经上初中了，却连米饭都
煮不好。

有专家建议，家长可利用暑假
积极引导孩子参加劳动，让孩子们
在劳动实践中提高动手能力、自理
能力，培养独立自主、吃苦耐劳的良
好品质。

⬆三亚一中师生在尖峰岭科研教学实
习基地开展实践活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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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贫困生认定
不需街道盖章

记者从安徽省教育厅获悉，安徽省六部门日
前共同制定了《安徽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
作实施办法》，取消证明材料盖章，明确要尊重和
保护学生隐私，同时建立部门联动、系统对接、信
息共享机制。

相较以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新的实施
办法取消了学生申请资助时需由家庭所在地乡、镇
或街道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予以证明的环
节，改为学生本人（或监护人）书面承诺。实施办法
明确要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
互相比困；学校公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名单
及档次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不得
将学生身份证件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出生日
期等个人敏感信息进行公示。

安徽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如发现有恶意
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一经核实，学校将取消学生的
认定资格和已获得的相关资助，并追回资助资金。

（据新华社电）

长沙出台“限费令”
解决校内课后服务收费“三点半难题”

长沙市发改委与市教育局近日联合出台措施解
决“三点半难题”，明确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标
准为每期每生不超过1000元。

长沙市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校内课后
服务必须坚持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按照公益性非
营利原则，有条件的地区财政应加大投入为学生提
供力所能及的校内课后服务；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
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
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同时根据长沙实际
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每个学生收费标准最高不超
过1000元/期。

长沙市还规定，优先保障残疾儿童、留守儿童、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单亲家庭子女、双职工子女
的校内课后服务需求。对建档立卡困难家庭子女提
供免费校内课后服务。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日前，琼台师范学院
在三沙市开展志愿支教活动，活
动主题为“锤炼教育教学专业技
能，支持三沙育人育才工作，增强
爱国爱家爱海洋意识”。

本次支教活动为期1个月，
琼台师范学院指导教师和10名
大学生志愿者结合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特色海洋等活动，开
设了舞蹈、音乐、手工、美术等多
个暑期兴趣培训班，激发孩子们
的学习兴趣，让孩子们在玩中学、

在学中玩。
支教活动获得了学生和家长

的好评。6岁小朋友王卓的父亲
在永兴岛上工作。这个暑假，王
卓和一些小朋友参加了美术和手
工兴趣班，在琼台师范学院大学
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8岁小
朋友陈果的父母是永兴岛上的渔
民。陈果的母亲说：“我们平时很
忙，孩子暑假上岛后没有太多时
间陪他。大学生志愿者在兴趣培
训班上免费为孩子上课，解除了

我们的后顾之忧。”
今年暑假，琼台师范学院音

乐舞蹈系学生钱媛媛与老师、同
学们一起到三沙市永兴学校支
教。她主要负责朗诵班和声乐班
的教学，带领孩子们学唱歌，学习
绕口令《数枣》《画凤凰》《八百标
兵》和朗诵诗文《星星和花》《我希
望》等。“在我们的指导下，孩子们
充满自信地站在舞台上朗诵、唱
歌，本次支教活动让我积累了许
多教学经验。”钱媛媛说。（姚磊）

免费体育夏令营
为宁夏青少年暑期添彩

虽然是暑假，但9岁的侯天润早晨7点就起床
洗漱，他巴不得一步就跨到篮球场去。

侯天润这几天在参加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举办的青少年篮球夏令营，每天近6小时的训练强
度虽大，但他的热情丝毫不减。“早就准备暑假给孩
子报个篮球班锻炼身体，没想到体育部门开办了夏
令营，不仅免费训练，而且服装也是免费的。”侯天润
的母亲郑永丽说。

和侯天润一样，暑假有免费学习篮球的机会，让
8岁就开始打篮球的王喆很兴奋。“暑假我一般在家
看电视，这次篮球夏令营让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很
开心。”王喆说。

“没想到孩子们暑期玩篮球的热情这么高，两期
共220个名额我们还想万一报不满怎么办，没想到
消息发出两小时，就报满了。”主办方宁夏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宣传部副部长乔玉蕾说，本次篮球夏令营
面向宁夏全区招募6—15周岁的青少年免费参加，
主办方不仅为学员购买了意外伤害险，还给每个学
员赠送一套篮球训练服。

这不是宁夏体育部门首次举办免费体育夏令
营。去年暑期，宁夏体育局就曾联合多个单项体育
协会，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给青少年暑期生活
添“动力”。乔玉蕾表示，考虑到暑期青少年如此高
涨的运动热情，明年可能会研究将免费夏令营活动
向农村地区拓展。 （据新华社电）

辽宁“校园书店”
打造高校文化平台

暗红色木质书架沉稳大气，专业医书和各种文创
产品琳琅满目……走进曾获评2018年度全国“最美
大学书店”的中国医科大学红医店，浓郁的文化气息
扑面而来。

2017年以来，辽宁出版集团联合辽宁高校积极
推进“校园书店”建设。至今，中国医科大学红医店
等11家校园书店进入营业或试营业状态，还有10
余所高校书店正在筹备中。“校园书店”已成为高校
思想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创新创业教育等工作的重
要载体。

目前，一些校园书店还推出大学生店经理培养
计划，成为高校“双创”的新平台。“担任店长助理后，
我在书店接触到新零售行业的供应链和信息链知
识，学习到管理一家现代化店面所需要的管理常识，
收获满满。”沈阳建筑大学在校生何礼航说。

教育部近期颁布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
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一校一书店”，为辽
宁大学校园品牌连锁书店体系的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未来我们计划以每年超过10家的速度发展校
园书店，最终实现覆盖全省115所高校，打造‘专、
精、特、新’的校园文化生活平台。”辽宁辽版图书发
行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兴伟说。 （据新华社电）

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大学生在琼海参加支教

外国来的哥哥姐姐，是老师也是朋友
■ 本报记者 袁宇

琼台师院大学生三沙支教带来趣味课程

在学中玩，在玩中学

琼台师院大学生志愿者给孩子们上舞蹈课。 受访者供图

埃及大学生志愿者艾哈迈德与孩子们做游戏。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杨一帆 摄

资讯志愿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