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趋热
入学前通常有单独测试

近年来，海南对具有国际视野、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外语能
力的国际化人才的需求量不断提升。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截至目前，
我省共有3个中外合作办学普通高中国际部和8个普通高中国际班，
主要分布在海口、三亚、琼海等地。

“国际班的开设，为学生们提供了优质的国际教育服务和更多选
择机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国际班招生负责人费小莹说，该
校高中国际班2019年开班，今年的招生人数比去年增多。

“自贸港建设，让海南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许多海南家长认
为拥有全球视野、中西结合的‘跨界复合型’人才,才能更好地适应海
南未来的发展。此外，这两年有不少高端人才、企业家带着家人一起
来海南就业、投资。国际教育成为这些家庭的子女接受教育的重要选
择。我们学校今年招收的国际班学生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省外。”费
小莹说。

海南省农垦中学体卫艺处主任霍杨柳介绍，今年以前，我省各所高中
国际班学生的主要留学方向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为母
语的国家，艺术、体育方向的招生是空白。今年该校专门与意大利米兰布
雷拉美术学院及其联盟高校合作开办中意国际艺术班，专门培养爱好美
术、有意去意大利留学、未来想学习美术设计的学生。

什么样的学生更适合在国际班就读？申请就读国际班有何要求？
海南枫叶国际学校招生负责人马林认为，家庭有一定经济实力、有一定
语言基础、未来有出国求学计划的学生，比较适合在高中阶段选择国际
班就读。

据了解，目前，我省的高中国际班基本上都在中招提前批录取，对
于中考成绩有一定要求。例如，海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实验班这几年
对本省报考学生的中考录取分数线在650分左右，海南省农垦中学中
意国际艺术班要求中考分数要达到该校中招录取线的50%以上，北京
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高中国际班要求达到普高线以上。省外学生
也可以报考，但是如果这些学生未来不选择出国留学，在海南参加高
考会被限报志愿。

录取前，我省的高中国际班通常还会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安排专
门的考试项目。英语水平测试是最常见的测试项目。此外，有的学校
会安排学生参加综合能力素质面试，海南省农垦中学中意国际艺术班
还会进行专门的美术测试、色觉测试。

教育模式多样
小班化教学、中西课程结合

我省高中国际班的课程体系有什么特色？这是很
多学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我省的高中国际班每个班的人数基本
都在30人以下，实行小班化教学；同时配备外教和中方
老师，有些学校的师生比例为1:2。国际班参照国外高
中的教学模式，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实行走班制上
课，教学内容包括中西融合的教育课程。

海南华侨中学国际部于2011年5月挂牌成立，该校
与美国托马斯杰弗逊高中合作开办的中美合作实验班
是海南首个获得教育部备案的中学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该校国际部教师杨本科介绍，依据国家课程标准和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该校的中美合作实验班完整保留了
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中文课
程。托福成绩是申请美国大学的硬性要求，英语语言能
力至关重要，因此英语语言文化课占较大比例，必修课
程包括听力、口语、阅读、基础写作；选修课有SAT阅
读、SAT写作、学术写作、综合英语、英美文学。

结合教师的专业资源和学生意愿，海南华侨中学中
美合作实验班开设了20多门选修课，涉及众多科目，兼
顾实用性和专业性。其中，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选修
课有《老外最喜欢的十道中国菜》《中华武术》《成语中的
经济学智慧》等。为了开设这些选修课，该校还配套建
设了高尔夫球教室、厨艺教室、武术教室、茶艺教室等功
能教室。

“在申请国外大学时，学校主要考查学生的托福成
绩、雅思成绩、SAT成绩、ACT成绩、中学学业成绩以及
志愿活动或社区服务表现等。”杨本科表示，和我国高考
结果导向的评价体系不同，国外大学非常注重学生平时
的学业表现，采取过程性评价机制。“国际班课程的作业
形式多样，包含现场陈述、论文、读书笔记、视频剪辑
等。每次作业和课堂表现学生都要认真对待，因为这会
影响他们的平时分数，最终关乎他们报考外国高校的录
取结果。”

选择需慎重
专家：国际班并非教育捷径

采访中，我省多所高中国际班的招生负责人
都表示，有些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够好，申
请国外高校比参加国内高考容易，因此把就读国
际班看作一条“教育捷径”。其实，这种观点是错
误的。国际班3年读下来非常辛苦，需要缴纳一笔
不小的费用。选择国际班就读前，学生和家长应
该结合自身实际，做好职业规划，进行理性思考。

“国际班的很多课程都是全英文教学，对于学
生的英语水平有相当高的要求。当一些普通高中
学生寒暑假在补习语数外、忙着做卷子的时候，许
多国际班的学生也在忙着备考托福、雅思，开展社
会活动。高三时，国际班的学生要筛选出多所国
外学校进行申请，准备申请材料，这个过程是很辛
苦的。”杨本科说，无论是参加国内高考，还是申请
就读国外学校，如果想被好的高校录取，学生都要
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

杨本科特别提醒，各所学校的国际班是否允
许学生参加国内的高考，学生在报考前一定要了
解清楚。“在海南华侨中学的中美合作实验班，能
满足海南高考要求的学生是有资格参加高考的。
但是由于中美合作实验班的课程设置、学习难度
以及牵涉到选课问题，有资格参加高考并不等于
有能力参加高考，所以学生、家长在做决定前一定
要考虑清楚。”

在杨本科看来，送学生出国留学绝非开设国
际班的终极目标。“国际班所提供的教育，旨在
让学生成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
参与国际事务、具有爱国情怀和国际竞争力的国
际化人才，未来能投身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中。
从我们目前的毕业生来看，相当一部分人从国外
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进入美国的常春藤学校进行
深造，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后发优势明
显。”

国际班，让教育更有“出”路

我省4所学校今年起开设国际班，
报考热度升温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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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老师：
您好！我家有两个孩子，一个上

小学三年级，一个上初二。暑假来临，
“神兽回笼”，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
了许多改变。请问家长应该如何指导
孩子，让这个暑假过得更有意义？

——一名学生家长
学生家长：

您好！暑假期间是促进孩子个性
发展和亲子关系的大好时机。家长可
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指导孩子在假期
里学会自主安排和自我管理，让暑假
过得更有意义。

首先，与孩子一起制订暑假生活
计划。让孩子列出暑假中必须做的事
和自己想做的事，必做事项包括完成
暑假作业和分担一些家务活；想做的
事包括想读的书、想看的电影、想学的
新技能等。在此基础上，再商量确定
完成各个事项所需要的时间和期限，

确定必做和选做的事项。
家长要指导孩子遵守“要事第一”

的时间管理原则，按照轻重缓急的顺
序，每天先做必须做的重要事项，再做
想做但不太重要的事。家长要提醒孩
子将主要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例
如写暑假作业、进行必要的查漏补缺、
阅读、运动和学习新技能等，剩下的时

间用于选做事项。
其次，与孩子一起制作暑假活动

时间表。根据动静结合、张弛有度的
原则，为每天的事项确定相应的时
间，要注意不同类别内容的搭配，避
免单调带来的厌倦和注意力分散。
制作每日活动时间表时，可用不同颜
色的笔标注出事情的类别和重要程

度，重要的必做事项要特别标注出
来，选做事项列为机动项目。家长还
可以让孩子用彩色卡纸制成一个24
小时的彩色钟表图，张贴在墙上。在
彩色钟表图上，不同事项要用不同颜
色标注出来，重要的必做事项的时间
段要用明亮的色彩标注，强调和突出
其优先级别，提醒孩子优先完成。同
时，家长要督促孩子养成规律的生活
作息习惯，建立相对稳定规律的生活
节奏。

第三，与孩子一起制定暑假相处
契约。家长要和孩子共同商议暑假期
间亲子共处的原则，包括互相尊重、自
主自理；明确各自的责任范围；商定手
机和电子产品的使用权限和使用时
间；约定每天和每周相对固定的亲子
共处时间等。

在商议过程中，孩子有发言权，
因此最后确定的内容不是家长自上
而下的控制和命令，而是孩子认同并
且愿意遵守的约定。这也是孩子愿
意进行暑期规划和自主管理的重要
前提。

第四，鼓励孩子多运动、阅读和游
戏。脑科学研究表明，要刺激大脑活

力，促进脑的发展，家长只需鼓励孩子
做好三件事：运动、阅读和游戏。运动
能增强体能、激活大脑，还能愉悦身
心；阅读能增长知识、拓宽视野、促进
认知能力；游戏能促进大脑发育，增进
人际互动与合作等。这三件事对孩子
的身心健康和大脑发育都大有裨益。
家长要利用假期相对宽松自由的时
间，陪孩子多做一些激活大脑、促进身
心成长的功课。此外，要多鼓励孩子
分担家务、学习生活技能以及参加亲
子游戏、观光旅行等。

总之，暑假生活应与在校生活有
所区别，既要有假期的味道，又要寓教
于乐。暑假生活应以愉悦身心、补充
能量为主要原则。家长除了要督促孩
子完成暑假功课外，还要鼓励孩子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新知识、提升新
技能，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亲
子关系的和睦，从中习得科学规划假
期生活、增强自我管理能力和增加休
闲乐趣的方法。祝您和孩子们拥有一
个美好的暑假！

惠君
（作者系海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特

级教师）

“神兽”回家，这个暑假怎么过？

■ 赵叶苹 夏天

“暑假在这里玩得开心、学得有趣，还能
交到新朋友。”三亚市吉阳区南新小学11岁
的陈紫莹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二次参加公益
暑托班，与过去相比，在暑托班里度过的暑假
充实、快乐，家长放心。

暑假是学生最期待的长假，却往往是家
长们的头疼事。为帮助家长们减轻暑期负
担，也为孩子们营造更快乐的暑假，三亚市吉
阳区教育局自2017年起创办公益暑期托管
培训班，今年这一民生福利继续在南新小学、
丹州小学、罗蓬小学等多所农村学校实施。

记者到南新小学时刚好是课间，孩子们
正在操场上跑着玩游戏，阵阵笑声打破了假
期校园的宁静。忽然有个孩子喊了声“上课
啦”，接着一个传一个，跑得最远的孩子也听
到了课堂的召唤，跑进了教室。

就这样，暑托班没有上下课铃声，但课堂
纪律依然如故。暑托班并不教语数外课本知
识，吉阳区教育局委托第三方机构招募了大
量大学生志愿者、候鸟老人、科研院所的科技
人员，组建起阵容强大的辅导员队伍，开设形
式多样的文体、科普类课程或讲座。

热点

缤纷校园

近期，省教育厅批复同意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
海南省农垦中学、三亚华侨学
校、海南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4所学校从2020年开始开设
国际班，引发人们关注。

我省目前有多少所高中
开设了国际班？报考国际班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国际班
的教学授课模式和普通高中
班级有何不同？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对此进行了采访。

在三亚市吉阳区南新小学，学生们在暑
托班上举手发言。 新华社发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高中国际班外
教对学生进行指导。

暑期到来，孩子们在海南省图书馆与书相伴。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罗
蓬村6岁多的王中伟即将上一年级，他对
数字很感兴趣，得知暑托班有趣味数学课
程，母亲林绿早早就到罗蓬小学给他报了
名。王中伟开心地对记者说，“这里的老师
可以教我数数，我当然开心啦！”这个暑假，
他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上数学课。

一年级学生吴涵雅最爱绘画课，孩子
母亲说，涵雅每天都能带回一幅自己创作
的作品，虽然线条歪歪扭扭，但很有创意，
暑托班变成了兴趣班，涵雅每天期待着去，
蹦跳着回，这对于还有幼儿需要照料的她
来说，“真帮了大忙”。

罗蓬小学今年有近100个孩子报名暑
托班，他们被分成3个班，由4名大学生志
愿者上课。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的大四学生陈俊玮最受欢迎，面对班
里的“小刺头”和“小安静”，他有用不完的
耐心。陈俊玮说，班里孩子以留守儿童居
多，没有暑托班的时候，孩子们的暑假通常
都交给了电视和手机，“我能感觉到，孩子
们更期待和需要的是高质量的陪伴。”

村民们连连称赞这个免费暑托班是
“实打实的福利”。“孩子在学校能学知识还
安全，比放在家里更让我放心，大大减轻了
我的负担。”一年级学生李秋艺的父亲李文
艇说，他在罗蓬村委会工作，公益暑托班妥
善解决了他的暑期烦恼。

这两年，暑托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
家学者、候鸟老人来做公益，学生们接触到
更加丰富的领域，视野更宽了。今年暑托
班又有创新，在暑假前两周上完安全知识
课程后，计划各校区依次带领学生前往鹿
回头景区、南繁育种基地和梅山革命史馆
等地开展“周末研学旅行”。

三亚市吉阳区教育局局长侯雪华说，
公益暑托班2017年开办至今，开办学校逐
年增多，今年开拓到 9 个校区，惠及全区
8000多个孩子。3年来，为推动农村学生
更加公平地享受全区优质教育资源，吉阳
区坚持“暑托班+周末公开课+四点半课
堂”的公益教育模式，有效解决了贫困家庭
子女、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暑期
无人看护等社会问题。

（据新华社电）

孩子开心
家长放心

三亚吉阳区公益暑托班
点亮农村孩子暑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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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海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实验班
学生在希腊参加世界文化遗产青年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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