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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快进”
监管更要“上线”
■ 郑天虹

各地大中小学寒假陆续开始，因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部分地区重启网课模式。在线教育蓬勃
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在红利诱惑下，在线教育
也有不少野蛮生长乱象，监管需要及时“上线”。

据统计，2020年我国在线教育行业用户规模
达4.23亿。巨大的市场引得商业性教育机构争
相“圈地”，融资金额屡创新高。

钱多未必就能带来优质产品。为了尽快得
到回报，在线教育各投资方绞尽脑汁提高报班
率、留读率，一些平台甚至全然不顾诚信，使用欺
诈手段招揽生意。

据媒体近日报道，多家教育机构聘用的所谓
名师，一会儿说自己“教了一辈子数学”，一会儿
说“教了40年英语”，实际只是一个“网红”；一些
机构对外宣传的巨资教学研发投入，实际“烧”的
是天价广告营销费；不少机构自称的“教育顾
问”，貌似贴心地为学生制定高性价比的学业规
划、成长目标，实际却通过打折、返现等方式诱骗
家长超期交费。

在线教育作为传统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在
今后的教育中不可或缺。发展越是迅速，监管越
要跟上。校外机构开设的各种网课说上线就上
线，对于“谁在上、上的啥、上多久”，相关部门却
难有细化规定和有效监管手段。

教育事关国民素质。教育产品粗制滥造甚
至欺诈，损害的绝不仅是教育行业。在线教育市
场存在的种种问题，亟待主管部门出手治理。同
时，应加快推动和完善在线教育监管体系，让线
上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据新华社电）

如何过得有趣又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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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迎来“小医生”

“医学体验营”开课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林宇）近日，海

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海口医
院）举办“医学体验营”公益课堂（第一期）活动，
让孩子们学习健康知识，增强自我健康管理的意
识，对医学产生更多兴趣。

该活动依托医院公众号平台对外招募，共吸
引20多名孩子参加。在活动现场，孩子们都穿
上白大褂，变身“小医生”，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
开启医学探秘之旅。

“我将非常尊重和学习我们的医学前辈历经
千辛万苦所获得的科学成果及医学知识……”活
动一开始，“小医生”们集体朗读希波克拉底誓
言，感受医护人员的神圣使命和肩上重任，增强
孩子们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敬仰之情。

遇到有人晕厥应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心脏
不舒服，该怎么寻求他人帮助？……活动中，医
护人员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精彩实用的心肺复苏
现场教学课。课上，医护人员一边详细讲解，一
边进行实操，不时与孩子们进行互动交流。

了解心肺复苏急救步骤和要领后，参加活动
的孩子们踊跃参与模拟体验。“心脏按压的位置
在两乳头连线与胸骨的交界处”“按压时手掌不
要抬起来”……医护人员手把手的指导，大大提
升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

随后，孩子们来到骨科小课堂。骨科医生通
过骨科知识小动画、儿童意外案例短片以及人体
骨骼模型，指导孩子们如何避免、减少意外伤害
的发生，让他们对骨科健康知识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

最后一堂课上，孩子们参观了医院手术室。
在护士的带领下，他们参观手术室的仪器设备和
工作环境，学习七步洗手法等。此外，医生还为
孩子们介绍了海南省第一台关节置换手术机器
人——Mako手术机器人。这是目前全世界最
先进的骨科机器人手术系统，能够让人工关节置
换手术实现精准化、微创化、个性化，治疗效果达
到全球顶级水平。“通过与机器人的配合，我们可
以为病人提供更高质量的手术治疗。”医护人员
对孩子们说。

精彩课堂我省中小学校寒假作业主打实践牌动手牌

寒假作业玩出新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1 月中旬，
我省中小学校
开启“寒假模
式”。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采
访发现，不少
学校都淡化了
书面作业，主
打实践牌、动
手 牌 特 色 作
业，让孩子们
的假期生活松
弛有度，既增
长了知识又让
寒假生活充满
趣味。

惠君老师：
您好！我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一，一个是幼

儿园大班学生。两个孩子放假在家，让我们这个
双职工家庭感到很纠结。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帮
助孩子建立特殊假期里的生活秩序，让他们的寒
假生活安全充实又有趣呢？希望您能给我提供一

些建议。谢谢！
——一位希望获得帮助的宝妈

希望获得帮助的宝妈：
您好！从您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您希望提高

孩子的寒假生活质量。受到冬季疫情零星散发影
响，我国多地中小学生提前迎来寒假。寒假中，我
们需要和孩子一起做好以下功课：

第一，做好假期计划，管理寒假时间。建议家
长和孩子一起商量确定寒假生活计划，目标是建
立适当的生活节奏和秩序。建议按照“紧—松—
紧”的节奏对寒假分段规划，实行三段式管理。前
段（放假初至春节前）要抓紧，趁热打铁查漏补缺
和完成假期作业。家长允许孩子享受假期时光的
同时，督促孩子及时复习功课并完成假期作业；中
段（春节期间）要放松愉悦地欢度春节。可围绕春
节设计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指导孩子学习民俗
文化等；后段（春节后至新学期开学前）要收紧，做
好开学准备。这个阶段要引导孩子做三件事：一
是调整生物钟，让作息时间适应开学节奏，为开学
做好身体准备；二是整理学习用具，为开学做好物
质准备；三是提前了解和预习新学期的学习内容，
为开学做好知识准备。

第二，制定每日清单，建立生活秩序。建议家
长和孩子一起制作每日活动清单，将假期必须做
和喜欢做的事填充至相应时间段，确定自由活动
和亲子共处的时间和区域等。两个孩子宅家过寒
假时，要有明确的任务清单。老大写作业时，老二
可在一旁看绘本书和玩游戏。老大完成作业后，
要和老二一起做运动、做家务、玩游戏或读书。

每日清单要在每个活动项目后预留打卡空
格，每完成一项就在相应表格打勾，如此可以强化

积极行为和收获成就感。这个清单约定了相对稳
定的内容和固定的时间，制作完成后要张贴到家
中醒目的位置，让全家人互相提醒共同执行。

第三，划定活动区域，做到动静结合。寒假期
间，针对未成年人好动、注意力较差等特点，建议
家长巧妙安排寒假期间的居家活动项目，让孩子
的寒假生活丰富多彩、有趣有料。例如，可组织家
庭观影、亲子共读会、家庭厨艺展示、亲子运动会、
网络课程打卡学习等活动。每周可安排一次户外
活动项目，如徒步、骑行、野炊等。此外，还可以安
排家庭图书馆日、博物馆日和科技馆日等外出参
观学习活动。

家长可以让孩子参与户外活动项目的规划，
让孩子从中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聆听别人的意
见，在求同存异中设计活动项目，做好相应准备。

第四，丰富家庭活动，营造节日氛围。寒假恰
逢春节，父母也有春节长假，可以共享更多亲子共
处时光。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谋划春节期间的家
庭活动。例如，开列年货采购单，做好购买年货的
预算；举办亲子运动会、诵读会、读书会、故事会、
美食品鉴会、家庭春晚以及编写春节祝福语、玩成
语接龙等；在家庭群里设计发红包游戏，制作家庭
春节海报和春节拜年小视频，编写家庭年度大事
记和家庭简报。此外，还可以借助家族微信群的
力量一起编写家庭史、制作家族节庆电子相册等。

建议家长在寒假中充分利用环境资源和优势，让
孩子的假期生活充满烟火气、书香气和浓郁的亲情。

惠君
（作者系海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特级教师）

体验式作业受欢迎

在家长的帮助和指导下，体验制作美食的
乐趣，写下制作美食的日记；每天坚持开展不少
于1小时的体育运动；以手抄报的形式，记录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书写的伟大历史，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寒假，海口市滨
海第九小学给不同年级学生布置了丰富多彩的
寒假作业。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发现，我省多所中小学
校改变了背诵课文、完成寒假作业等传统作业
模式，淡化书面作业，为学生布置了别具一格的
寒假作业。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三年级小学生领到一份
体验式的寒假作业单：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扫
地、拖地、洗碗；与父母进行一次角色互换体验
活动，尝试当一次家长，可以做一顿饭、洗一次
衣服等。

近日，人大附中三亚学校三年级学生陈俊
佑来到超市采购食材，想亲手给忙碌的家人做
一顿饭。切菜、切火腿肠、下锅……陈俊佑照着
食谱做了几个手抓饼。这份寒假作业让陈俊佑
感受到父母平时的辛苦，“以后我会帮助爸爸妈
妈多分担一些家务活。”陈俊佑的妈妈朱钰说，

“这份寒假作业不仅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也
是一次成功的亲子互动。”

做科学小实验、去海边当环保“小卫
士”……人大附中三亚学校三年级学生李昌泓
的寒假生活多姿多彩，“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我
希望能和更多人一起努力共同保护环境。”

用运动为寒假充电，是海口市长滨小学的
一项特色寒假作业。寒假中，学校设计好任务
单，引导学生在假期完成三字经武术操、跳绳、
开合跳、高抬腿、慢跑等身体素质练习，家长可
以协助孩子在班级群里拍照打卡。该校校长王
先云表示，将体育运动纳入寒假作业，是希望学
生在寒假期间积极进行体育锻炼，让孩子们在
校养成的体育锻炼习惯在校外也能继续坚持。

如何让寒假作业更有意义

寒假作业怎么留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淡
化了书面作业，传统寒假作业中的课业巩固功能
如何承担？

多位受访者表示，寒假中，淡化书面作业并不
意味着不引导学生学习学科知识，而是尝试通过
综合性、实践性的方式来布置寒假作业，引导学生
主动学习。

宋斌麒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以数学学科为
例，该校给学生布置了“挑战作业”，让他们在生
活中找到一个长方体和一个正方体，仔细观察
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特征；以它们为模型，用小棒
或吸管搭一个长方体和正方体的框架，将实践
过程拍照保存下来，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学习数
学知识。

“上学期，我们学校新开了一家食堂，很多特
色中文菜名让外教看得一头雾水。这个寒假英语
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作业——翻译菜名。”上海
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初一学生樊昀航兴奋地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同学们完成这份寒假作业的
积极性很高。我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巩固了上学期
的英语学习成果，还自主学习了不少新的知识。”

“假期是学生学习生活的延伸，学校把‘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的理念贯穿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假
期作业的布置也不例外。”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
属中学学生部主任杨羽认为，要让寒假作业更有
价值，就要回归教育本质，让学生主动而不是被动
学习。

杨羽以语文学科的寒假作业举例道，该校推
荐学生阅读《海底两万里》等名著，引导学生绘制
人物关系、人物事迹时间表，帮助提高学生的思维
逻辑能力。在生物学科的学习中，鼓励学生通过
文字、绘画等方式记录植物的生长过程，观察植物
的成长阶段。

“不让寒假作业变得单调乏味，就要联系生活
中的真实问题，设计综合性、实践性的学习活动促
进寒假作业多学科融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
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杨羽说。

年味、文化味更突出

寒假恰逢春节，过年是每个寒假的重头
戏。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我省部分
中小学校在寒假作业中植入独具创意的年
味元素，让孩子们更深刻地感受春节文化
魅力。

“腊八节当天，我和妈妈一起腌制腊八
蒜，了解喝腊八粥的习俗。”陈俊佑说，通过这
次实践，他学习到了许多有关腊八节和春节的
文化知识，这样的寒假作业有趣又有意义。

今年，三亚市第九小学学生要完成以“欢
欢喜喜中国年”为主题的寒假作业。该校副
校长宋斌麒介绍，学校提倡学生们在这个寒
假了解春节相关知识，搜集诵读有关春节的
诗词，制作一份精美的简报。

列年货清单、学写春联、计划好压岁钱的
用途……从寒假第一天开始，三亚市第二小
学学生小华就忙个不停。“这是学校布置的一
份充满年味的主题实践作业——‘学做小管
家’。”小华的父亲赵磊认为，在完成作业的过
程中，孩子学到了许多关于春节的文化知识，
提升孩子对传统习俗的认知，进一步增强了
孩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给远方的亲人打电话拜年，自己动手制
作春节贺卡，帮助爸爸妈妈贴春联、窗花、福
字……据了解，我省中小学校结合春节文化
布置的寒假作业让人耳目一新，年味十足的
寒假作业增添了传承的意义。人大附中三亚
学校语文教师臧爱梅认为，寒假期间节日氛
围浓郁，为孩子认识、感知传统文化提供了良
好契机。“年味作业”既可以让学生的假期生
活过得多姿多彩，也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
自信。

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海口长滨小学学生和长

辈一起贴窗花。

海口小学生寒假中学做蛋糕。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写对联，过个年味十足的寒假。

人大附中三亚学

校学生腌制腊八蒜。

孩子们学习心肺复苏知识。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寒假开启，家长与孩子
在省图书馆一起阅读绘
本。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