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帆船帆板进校园

日前，在西海岸的海口玩海人帆
船帆板俱乐部，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了
正在这里接受培训的海口市玉沙实验
学校帆船帆板校队。

“黑不黑的无所谓，孩子健康快乐
才是第一位。”看到女儿踊跃参加帆板
运动，玉沙实验学校四年级学生杨柳
菁菁的母亲很高兴。

“参加帆板运动，不仅锻炼了身
体，也让我学会了一项新技能。”杨柳
菁菁说。

去年，海口市教育局和海口帆船
帆板训练基地推出体验课，海口市4
所学校1000余名学生参加。许多孩
子对帆船帆板运动的兴趣由此激发。

海口市教育局体育卫生和艺术教
育科科长申群芳介绍，帆船帆板是综合
性运动，不仅要求孩子们具备良好的体
能和游泳技能，还考验孩子们的心理素
质、对水文、天气等情况的掌握程度。

“参加帆船帆板运动，在风浪中前行，他
们最终的收获会很丰富。”

今年6月，海口市教育局正式推
进帆船帆板运动进校园工作。距离西
海岸训练基地较近的10所学校中，每
所学校都组建了16人组成的帆船帆

板校队。
“我们向家长发了《致家长的一封

信》，详细阐述帆船帆板运动的好处，
充分说明参与条件和可能面临的困
难、风险。信发出后，获得家长们的热
烈响应。”玉沙实验学校体卫艺负责人
说。经过该校的第一轮校内筛选，
200名报名者中有50人进入复试。最
终，通过游泳、单腿下蹲、仰卧起坐、长
跑以及实操5个项目的比拼，择优录取
16人组成校帆船帆板队。

让孩子在风浪中前行

目前，海口市
中小学帆船帆
板校队的学
习 内 容
不 一 ，

中学队员参加双人操控的hobie 帆
船运动或帆板运动；小学队员参加尺
寸偏小的帆板运动或学习单人操控
OP帆船。

去年，在西海岸运营了10多年的
海口玩海人帆船帆板俱乐部，正式挂
牌成为“海口市中小学校帆船帆板训
练基地”，10位专业帆船帆板运动员
为学生授课。

“青少年学习帆船帆板优势明显，
一方面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
另一方面他们的柔韧性比成年人好。”
玩海人帆船帆板俱乐部负责人戴军

说，虽然孩子们刚开始面对
风浪时，力量明显偏

弱，技巧较为生
疏，但是经

过多堂课
程的培

训后，他们在力量和技巧上都有了明显
进步。教学时，教练们注重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会让孩子们多下水实践。

在日常授课时，教练们会把帆船
帆板的赛事规则融入课堂教学中，让
孩子们切实感受这两项亲水运动的
魅力。

“如果不是学校组织，我们也不会
想到送孩子来学习。”玉沙实验学校五
年级学生郑植的妈妈说，孩子平时就
爱玩水，得知学校要成立帆船帆板校
队后第一时间报名，希望孩子在运动
中能提升自律和自信。

“帆板运动让我有了克服困难的
勇气，海上学习的过程虽然很累，但我
要坚持学下去。”郑植说。

目前，海口市 10所中小学帆船
帆板校队的训练均由政府出资，每位队
员要上16堂课。一些学校与有关部门
积极沟通，希望能探索建立更加长效的
青少年帆船帆板运动培训机制。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我们
计划今年11月举办海口市第一届中
小学帆船帆板比赛，进一步提升孩子
们参加培训的热情。”申群芳说，“我相
信，随着海口帆船帆板进校园工作的
不断推进，人们对这些水上运动会有
更深入的了解，海口这座滨海城市的
帆船帆板运动将有更好的发展。”海口中小学帆船帆板校队队员在西海岸准备训练。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口十所中小学校成立帆船帆板校队

少年，乘风破浪航海去！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马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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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言快语

据媒体报道，最近，一份“教育培训班鄙
视链”的名单在网上热传。马术班、竖琴班、
国际象棋班等相对冷门的课程，处于“鄙视
链”的顶端，而常见的乒乓球班、钢琴班、书法
班则被认为是“俗气”的低层次课程。

上兴趣班重在培养孩子的课外兴趣爱
好，只要所选项目健康有益，并且孩子感兴趣
就行，何来高低贵贱之分？马术、高尔夫、击
剑是很不错的运动项目，孩子喜欢并且经济
条件允许，报名学习并无不可。而羽毛球、乒
乓球、游泳、跑步这些传统项目也非常有趣有
益，孩子学习这些项目，同样能达到强健体魄
的目的。运动项目无高低贵贱之分，乐器、棋
类同样也不存在雅俗优劣之别。不应人为排
列出所谓的雅俗贵贱顺序，炮制出所谓的“鄙
视链”。

兴趣班“鄙视链”上，越冷门越“烧钱”的
项目被认为越“高贵”，越大众、越实惠的项目
被认为越“俗气”。于是乎，一些家长不惜大
费周章把孩子送去学听起来“高大上”的项
目，并且以此作为骄傲乃至鄙视他人的资本，
这不是虚荣是什么？为人父母“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把孩子参加的昂
贵兴趣班当成满足虚荣心的工具，就走偏
了。指望通过参加昂贵的兴趣班，进入所谓
的“贵族社交圈”，攒人脉、走捷径，更是污染
了学习的纯粹性。

上兴趣班追求的应该是发掘爱好、掌握
技艺、增长知识、收获快乐等，说到底是孩子
的事，不应该掺杂太多成人世界的功利和势
利。在一些人眼里，培养马术、高尔夫等兴
趣爱好就是在为“成为贵族”铺路。殊不知，
即便以西方人的眼光审视，真正意义上的

“贵族”也并不在于会不会骑马、能不能打高
尔夫球，而在于是否具有独特的精神特质，
比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崇尚道德修
养和坚贞气节、高雅的审美意识和美学追
求、文明的行为习惯和优雅的气质等。这些
不是用钱能堆出来的，它必须以爱和责任用
心浇灌。

继住宅、挎包、职业之后，现在连孩子上
的兴趣班也有“鄙视链”了，这值得警惕。少
数人的虚荣和偏执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会在
或明或暗中形成一种氛围，把很多家长裹挟
其中，造成又一种“起跑线焦虑”。

孩子是独立活泼的个体，孩子上兴趣班，
不是越冷门、越贵越好。面对社会认识偏差，
公众应该明辨是非，正确看待孩子的兴趣培
养问题，在充分尊重孩子意愿的前提下，决定
上不上兴趣班、上什么兴趣班。由此而论，那
些高冷、昂贵、孩子不感兴趣的兴趣班，不上
也罢。至于所谓的兴趣班“鄙视链”，大家不
妨一笑置之——对明显没有道理的事，不必
投入太多注意力。

（据《光明日报》）

■ 李思辉

对兴趣班“鄙视链”
不妨一笑置之

资讯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教育部日前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发展方案（2020-2025）》。方案从类别设置、
招生规模、培养模式、机制环境、质量水平、体
系建设等角度，明确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发展目标。

方案提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
是，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
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
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
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
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进一步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产教融
合培养机制更加健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
衔接更加紧密，发展机制和环境更加优化，教
育质量水平显著提升，建成灵活规范、产教融
合、优质高效、符合规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体系。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培养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主渠道。自1991年开始实
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以来，我国逐步构建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体
系。针对行业产业需求，目前设置了47个专
业学位类别，共有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5996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78个，基本覆盖了
我国主要行业产业。截至2019年，累计授予
硕士专业学位321.8 万人、博士专业学位4.8
万人。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浩）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将扩大招生规模

观看《漫话琼剧》后，海口市第
十一小学琼剧社团的两名小演员
登台表演了经典琼剧《春草闯堂》
选段。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其
中一位小演员孔令坤祖籍在河南。

海口市第十一小学副校长苏
页介绍，该校2017年底成为海口
首批“琼剧艺术进校园”试点学校
后，很快就成立了琼剧社团，开设
琼剧校本课程。每周五下午，选
修琼剧校本课程的孩子们聚在一
起学琼剧。他们中，不仅有土生

土长、长期受到琼剧艺术熏陶的
海南娃，还有不少像孔令坤这样
从未学过琼剧的非海南籍学生。

让苏页感到自豪的是，经过
两年多的发展，该校琼剧社团已
经培养了一批琼剧小演员，他们
常常在周一升旗仪式后的才艺展
示环节、元旦等节日的文艺汇演、
敬老院志愿服务等活动中登台献
艺。该校二年级学生林朗如曾在
大致坡琼剧文化节琼剧新声代大
赛中获得佳绩。

“其他试点学校也接连传来好
消息。”海口市教培院中小学音乐
教研员欧阳予彤介绍，琼山中学
学生史苓希、周艳艳在第三届大
致坡琼剧文化节折子戏暨海口市
琼剧唱段大赛中分获第二名和第
四名，王琴、黎盈两位老师设计的

“琼剧表演艺术人才培养”项目入
选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艺术人
才培养资助项目，“老师和孩子们
的精彩表现，引起社会各界对‘琼
剧艺术进校园’的关注和支持。”

“大家说说，琼剧的男一号都有什么特
征？”“琼剧的男一号，一般都长得比较
帅！”……近日，海南戏曲经典原创动画片《漫
话琼剧》在海口市第十一小学多功能厅播出，
可爱的卡通人物在片中对琼剧人物展开讨论，
童言童语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

为中小学生制作和播放琼剧动画片，是海
南省群艺馆艺术普及工作的创新之举，也是海
口市“琼剧艺术进校园”的一次积极探索。两
年多来，该市教育局、教培院在海口市第十一
小学等7所试点学校开展“琼剧艺术进校园”
活动，为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带来勃勃生机。

让琼剧艺术后继有人

活动当天，海口市琼剧团演员吴叙
勇进行现场教学，带领海口市第十一小
学的孩子们学习水袖动作，使用扇子等
道具进行琼剧表演。每周五下午，他都
会到这所学校教琼剧社团的学生学习
琼剧，孩子们学习的热情十分高涨。

孔令坤说：“我不会说海南话，要
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一字一句
说好戏词。”

“我们每周都盼着能上琼剧课，有
时还把星期四当作星期五，早早就到
教室门口等着吴老师。”林朗如说。

“不上课时，我也常常收到孩子们
在家学唱琼剧的小视频，家长们都希
望我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吴叙勇
说，这说明琼剧艺术的传承获得认可、
后继有人。

王琴对此也深有同感：“每次上完
琼剧课，孩子们都感到意犹未尽：‘老
师，琼剧竟然那么有趣、那么美。下节
音乐课能不能还教琼剧？’”

今年5月，海口市教育局下发通
知，以7所试点学校为中心，辐射带动
全市中小学校全面开展学习琼剧艺术
实践活动。该局特别成立专项工作群
组，实时报送工作开展情况。

目前，海口市有关学校正在市教
育局、教培院的指导下，分别从历史、
行当、伴奏乐器等方面编写琼剧校本
教材，共同收集适合学生表演的《诗
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优秀作品曲
谱，将其送进课堂。

姜影表示，我省群文系统将积极参
与其中，不断创新民族艺术文化传播方
式，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动海南戏曲文化
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

“别看孩子们现在对琼剧的
学习兴趣很高，我们最初把这门
艺术带进校园时可不是这样的。”
海口市第一中学南海分校音乐高
级讲师王琴说。她是海口最早发
起“琼剧艺术进校园”倡议的教育
工作者之一。

王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琼
剧是海南唯一的大戏剧种，2008
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但是，许多年轻人对这
个古老的剧种并不感兴趣，“我第
一次在课上谈起琼剧，学生们普
遍不感兴趣：‘老师，现在谁还看
琼剧啊，教点流行歌曲吧！’”

为了提升孩子们学习琼剧的
兴趣，欧阳予彤先邀请“梅花奖”
获得者陈素珍等知名琼剧表演艺
术家对全市中小学音乐教师进行
专业培训，然后再由各校音乐教
师教学生学习简单易学的校园戏
歌，最后才从琼剧院团聘请主要
演员到学校讲授经典唱段、基础
身段等课程。

王琴曾花8个多月时间收集
整理大量资料，就是为了设计一

堂题为“走进琼剧”的音乐课。这
堂课在一次省级教学研讨比赛中
首次亮相就博得了“满堂彩”——
听课的学生兴致高昂，评课和参
赛教师纷纷向她请教，想在自己
所在的学校复制推广这堂课。

动画片《漫话琼剧》的诞生，也
是希望能在更多孩子心里种下喜
爱琼剧的种子。一年多时间里，主
创团队走访琼剧传承人、研究者和
知名演员，并结合相关文献和演出
教学团体的实践经验，围绕琼剧的

历史起源、行当、四功五法、唱腔、
伴奏乐器、名剧名段等主题，创作
了10期情节生动的剧集。

省群艺馆信息服务部主任姜
影说，原创动漫深受青少年喜爱，
这种形式的载体可以更加形象生
动地展现琼剧文化的精髓。除了
在学校展播《漫话琼剧》外，省群
艺馆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下活
动，让学生们近距离欣赏知名演
员演出的琼剧选段、上台学习琼
剧动作、参加有奖竞猜等活动。

阳光明媚，风力正
好。近日，海口市西海
岸国家帆船帆板基地附
近的海面上，一艘艘小
帆船、一叶叶小帆板迎
风招展，破浪前行。

气候、海浪、风力、沙
滩……作为滨海省会城
市，海口占据了开展帆船
帆板运动的许多有利“先
机”。2018年底，海口市
国家帆船帆板基地公共
码头项目正式建成。

帆船帆板运动要从
娃娃抓起。2019 年下
半年，在省教育厅的支
持下，海口市教育局、旅
文局尝试开展帆船帆板
运动进校园工作。截至
目前，在海口市政府的
出资支持下，该市已有
10所中小学成立帆船帆
板校队。

播撒热爱琼剧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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