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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学习中
种下科技的种子

“我很喜欢训练营的课程，内
容很有趣。”中山小学三年级学生
陈唐博源说，专利训练营里有许
多平时接触不到的科技设备和科
学课程，让人大开眼界。在课堂
上亲手打印3D模型，让他感到十
分有趣。

据了解，专利训练营中有许
多丰富多彩的科学创意课程，紧
贴行业发展前沿，包括3D打印实
践、编程学习、人工智能应用、设
计制作VR眼镜等体验课程。此
外，制作课程会引导孩子们分组
学习，独立完成小发明作品。

“我们希望孩子们通过系统
学习了解科技领域的新动向，在
他们心中种下科技的种子，成为
优秀的‘小创客’。”训练营教师、
海南青少年知识产权和创客教育
基地工作人员王杰说。

王杰参与了训练营课程设
计。据他介绍，“有些教师起初
担心孩子们跟不上学习进度，
希望能将课程设计得简单一
些。但是，在前期观察过程中，
我们发现孩子们的理解能力、
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都很好，所
以将课程定为中高难度，让孩子
们多学习多体验，进一步激活自
己的创造力。

陵水举办暑期公益青少年专利训练营，推动“创客教育”进校园

种下科技梦 培养“小创客”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丰圣振

规范管理
回归高校实习初心
■ 郭立场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

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对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

理工作做出规定。《意见》明确要求，除有特殊要

求的专业及岗位外，实习学生每天工作时间不得

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不

得安排加班和夜班，劳动报酬原则上不低于相同

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

实习实践活动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

节，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劳动精神和动手能

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从学校到职场过渡的

关键步骤。组织学生实习，学校可以检验教学

效果并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可以提升实践能力

并获得相应报酬，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并担

负社会责任，可谓一举多得。近年来，在高校和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

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产教融合不断深入，高等教

育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深化，大学生实习工

作质量稳步提高，有效化解了学校教育和社会

需求之间的矛盾。

但也应该看到，有些高校对实习环节不够重

视，不同程度存在实习经费投入不足、实习基地

建设不规范、实习组织管理不到位等现象，成为

影响高校育人质量的“卡脖子”问题。部分企业

为降低和控制用工成本，不为实习大学生上社

保，以节省社保费用，不按劳动法规进行用工管

理，而是将之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在个别地

方，学校与劳务中介签订协议把学生“转卖”给企

业，企业强制让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的低级

工作，极大损害了实习学生的权益。

此外，本科高校由于实习时间较短，且大多

数以参观实习为主，受企业欢迎的程度不高，有

的企业根本不愿意接受本科实习生。也有一些

学生对实习成为“鸡肋”感到失望，不愿参加实习

实践活动，选择购买或伪造实习证明，从而向校

方“交差”。从这种角度看，《意见》奔着问题而

去，针对学生实习的短板弱项提出了规范要求，

为加强和规范高校实习管理提供了明确依据和

行动指南，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实习质量、保证教

育质量，切实维护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

权益。

实习学生既不是学校的“摇钱树”，更不是

企 业 的“ 廉 价 劳 动 力 ”，不 能 只 见“ 工 ”不 见

“学”。所谓实习实践，并不意味着实习学生直

接成为“企业生产线上频繁流动的工人”，而是

要注重奠定学生的技能基础和动手能力，让学

生通过实习提升自我。高校要切实履行其作为

育人主体的责任，不能仅将实习作为一项“规定

动作”，还要有更完善的工作配套，科学制订实

习计划，严把实习出口，严格筛选实习单位，加

强过程监督和结果考核，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合

作履行相关责任。高校要增强校企、校政合作

意识，扩展更多实习基地，创造更多实习岗位，

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的机会，为实习学生提供

更多便利，尊重学生的权利，保护学生的利益，

保证岗位对口、保障有力、规范有序，为社会培

养更多符合实践需求的人才。同时，应改变片

面的实习评定模式，将重点放在帮助学生获得

素质提升上，引导实习学生更关注实习过程中

的学习和成长。

大学生实习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除了加

强实习组织管理，还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等

多方协同合作。用工企业应按照实习计划安

排相关工作，主动了解实习学生的期望和诉

求，合理适度地使用实习学生，避免简单重复

劳动，尤其是超负荷工作，发放相应的工作报

酬，实现“从用工到用人”的转变。长远看来，

可探索推广现代学徒制，依据学生的个性需求

选择实习形式，实行校企共同参与教学管理模

式，确保实习学生的工作安全、合理薪酬等相

关权益得到保障。

必须指出，学生在用人单位参加实习时，其

身份应认定为特殊劳动者，受到劳动法律的正当

保护。为保障学生工的劳动权益，国家亟须从立

法层面明确规范学校、企业和学生工等利益相关

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与教育主

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用工和学校实习活动的指

导，特别是在劳动力短缺和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

的双重背景下，更要防止打着“社会性实践”“职

场锻炼”等幌子开展变味的“校企合作”，真正促

进实习活动取得更大成效。

（据《中国教育报》）

快言快语

热点

“我要为这个小设计编写一个程序”“我的小发明还要再测试

一下”…
…日前，20

19年
陵水第二届青少年专利训练营在椰林镇

中山小学举行，30
名来自乡镇小学的孩子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各

自的发明作品。

据了解，此
次活动是陵水推动“

创客教育”进
校园的举措之

一。近年来，陵
水多措并举，为

帮助孩子们走进五彩斑斓的科技

梦加油助力。

据介绍，陵水在推进中小学校

科技教育的过程中，曾因教育基础

薄弱、专业师资匮乏、缺乏系统课

程等问题，一度停滞不前。

近年来，陵水教育局开展了

知识产权和创客教育进校园“十

百千万”工程，希望以此培养一批

校园“小创客”。该工程的具体内

容是培育10所左右能带动全县

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工作的试

点、示范学校，系统培训百名知识

产权和创客教育工作的教师，带

动千名学生直接参加知识产权与

创客教育活动，带动全县万名师

生参与知识产权与创客教育活

动。

“根据工程实施方案，我们常态

化开展了知识产权与创客教育师资

培训班、青少年专利训练营、青少年

创新创意竞赛、青少年知识产权与

创客教育成果展示等主题活动。”据

陵水教育局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主

任王虹介绍，通过以上主题活动的

开展，各中小学校逐渐形成了浓厚

的科技创新氛围，进一步培养了孩

子们尊重知识、崇尚创新、保护知识

产权的意识和一批优秀的专业教师

和“小创客”。

据了解，陵水去年举行了首

届青少年专利训练营活动，选送

的4件优秀作品获得了第31届海

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奖项，

其中一件作品获得了第34届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

实现了陵水青少年科技创新全国

奖牌零的突破。

除了丰富多彩的体验课程
外，训练营的重点培训内容体现
在项目制作上。这门课程要求孩
子们从生活中获取灵感后设计图
纸，然后分工合作，一步步将图纸
中的设计变成现实，主要考验他
们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
力和分工协作能力。

“项目制作课程中有‘头脑风
暴’环节，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发散
思维，让他们敢想敢做，善于从生
活小事中发现创意。”王杰说，孩
子们在“头脑风暴”中提出设计思
路后，老师们会指导他们进行可
行性思考：“这样的创意如何制作

出来”“做出来后怎么使用，实不
实用”“推广成本大吗”……通过
以上问题，老师们会引导孩子们
培养科学分析思维。此外，制作
过程中还涉及传感器使用、编程
设计等内容，孩子们可以将课上
学到的知识活学活用到自己的设
计中。

生活中的许多小事都能成为
孩子们进行科技创新发明的灵
感。“我有次丢垃圾时发现，可回收
物垃圾桶里有许多不可回收的垃
圾。我希望能和小组成员发明一
个智能识别小程序，帮助人们进行
垃圾分类。”中山小学三年级学生

陈鹏宇说。
陈鹏宇和小组成员在训练营

老师的指导下制作了一个智能识
别小系统，编写了一个垃圾识别
程序。然后，利用手机摄像头采
集正确的垃圾分类图像，并将图
像上传至识别程序中，程序识别
图像后就可以通过语音指导人们
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

“孩子们的科技作品完成后，
我们会从中选取优秀作品参加全
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并申请专
利。”王杰说，希望孩子们在学习过
程中逐步培养创新思维和专利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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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孩子从生活小事中发现创意

“十百千万”工程推动“创客教育”进校园

“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能爱
上科学，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创
新型人才。”日前，72岁的定安县
青少年活动中心指导老师吴宏锋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他的三名学
生获得了今年海南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一等奖，其中一名学生
还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

如何让学习更直观？
善用教学模型，亲手制

作教具

“来，大家都过来看看。”日前，
定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3楼实验室
里十分热闹，吴宏锋为学生们展示
了制作科学模型的必备工具——
简易电钻机的操作方法。数名学
生围在操作台前，目不转睛地看着
吴宏锋将一个木条钻出了若干个
小孔。随后，吴宏锋又让学生们进
行现场操作，练习简易电钻机的操
作方法。

“吴老师常常带领我们观察汽
车、飞机、轮船模型，然后再教我们
拆解与组装的方法，可好玩啦。”定

安中学学生何开天说。
吴宏锋说，通过教学模型来

授课，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在科学
课堂上的积极性，让学生更直观
地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帮助他们
深刻理解书本知识。“有些课程
没有相应的教具演示内容，我会
动手制作教具指导学生学习。”

定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
任莫雄海表示，教师在教学中营
造活泼的教学氛围，加强师生之
间的互动交流，可以激发学生对
科学学习的兴趣。教师也能及
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难题。

“我的邻居陈阿姨是环卫工
人，每天下班回来都满脸疲惫。
我想制作一个由电动机带动旋
转扫的小型工具帮助环卫工人
扫地，让她们别那么累。”定安县
平和思源实验学校学生周道锋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在吴宏锋老师的指导下，
我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构思和
设计。”周道锋说，他将垃圾运送
带支架、两个大轮、垃圾运送带、
旋转扫等进行组装测试，发明了

“推式简易型马路垃圾快速收集
器”。今年，他将带着这个小发
明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

如何激发发明灵感？
带学生到不同生活场

所观察学习

在传统教学中，有些学生会对
教师产生依赖，形成思维惰性，对
问题缺乏深入思考。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吴宏锋通过开展户外活
动，引导学生从实际生活中思考问
题，获取发明灵感。

“为什么草坪和林带间的落叶
没被清除干净？”“个子不高的护士

够不着药瓶挂架，怎么办？”……日
常生活中，吴宏锋常常带领学生们
到农场、公园、医院等场所进行观
察学习。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吴宏锋表示，教学中要注意培
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引导他们
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养成用科
学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良好习惯，鼓励他们动手进行科
学探索。

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动手
创造的机会，吴宏锋除了提供
课堂教学模型外，还常常带领
学生们开展科学研究活动。

凭借“草坪林带间垃圾快
速收集器”这个小发明，何开天
于 2017 年获得了第三十二届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这个小发明可以很快把散
落在草坪、林带间的落叶和垃
圾等杂物清理干净。

“有一次，吴老师带我去沿
江公园观察学习，我发现草坪
和林带间有很多未清除干净的
树叶。在吴老师的引导和建议
下，我想制作一个‘草坪林带间
垃圾快速收集器’，设计方案经
过十多次修改才确定下来。”何
开天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定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指导老师吴宏锋：

让每个学生都有动手创造的机会
■ 见习记者 张文君

校园达人

“你看，这是语文课本中提到的西
湖十景！”“你瞧，这是地理课本中说的
京杭大运河！”……日前，当课本中的名
胜古迹真实浮现眼前，红华农场公司职
工子弟王藩隆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近期，2019海南农垦第十期蒲公英
夏令营活动举行，王藩隆等33名垦区困
难职工子弟赴浙江、上海参加为期7天
的研学之旅。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
岛……7天来，孩子们在活动中体验了
许多人生“第一次”。

作为海南农垦工会系统的品牌活
动，蒲公英夏令营从2012年起已成功
举办了10期活动，海垦集团工会从垦区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选出适龄孩子参加。

据统计，8年来，500多名垦区困难
职工子女免费参加了蒲公英夏令营活
动。此前的7期活动在海口举办。从
2017年起，蒲公英夏令营活动走出海南，
先后在香港、湖南、浙江、上海等地开展。

今年的蒲公英夏令营活动中，孩子
们泛舟西湖领略湖光山色，在杭州岳王
庙背诵宋词《满江红·写怀》，在京杭大
运河博物馆了解运河文化，到复旦大学
感受百年名校的文化底蕴……

本次蒲公英夏令营领队、海垦集团
工会女工部负责人孙楚娣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本期研学活动地点是杭州和上
海，在行程设计上注重游学并重，既有
自然风光，又有历史景点；既有游览学
习，又有操作体验。

在上海外滩，当海胶邦溪分公司职
工子弟陈诗鹏将众多高楼大厦和黄浦
江夜景尽收眼底时，不由感叹“纸上得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7天的夏令营研学活动看上去很
短暂，但是对我触动很大。”海胶红林分
公司职工子弟符高俊说，复旦大学是他
一直都向往的名校，参观复旦大学校园
让他领略了名校风采，感受到文化熏陶。

“学生们在研学活动中收获了自信
和友谊，开阔了个人眼界。”孙楚娣说，

“有个孩子性格较为内向，刚开始说话
时都不敢看我的眼睛，只盯着自己的鞋
子。在研学旅行中，我们鼓励他多与大
家沟通交流，他的心门也慢慢被打开。”

“蒲公英夏令营活动旨在让垦区困
难职工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激发他们对生活和未来的信
心，为他们打开一扇励志之窗。”海垦集
团宣传部部长、工会副主席张爱莉表示，
希望孩子们以此为起点，奋发图强，用知
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海垦集团工会组织困难职工
子弟参加蒲公英夏令营

在行走的课堂
打开励志之窗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宋宛阳

学生们在中国扇博物馆体验油纸
伞制作过程。 通讯员 吴兴财 摄

吴宏锋与学生邱天铎。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