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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暑假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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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亲近自然 体验社会
在日本，中小学生的暑假一般从

7月底开始到 9月初结束。 暑假学校
一般是不会给他们布置繁重作业的，
那他们是如何度过暑假的呢？

日本的家长在暑假都会鼓励孩
子投身于社会实践，让孩子切身投入
到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中去。学习文
化知识与亲近自然、 体验社会必须
兼而有之。 如学校会组织回收垃圾
等环保活动， 让孩子去乡下农民家

庭参观或者种菜、插秧，了解粮食是
怎么来的。

日本的中小学有各种由学生自
发组织的俱乐部， 种类涉及足球、爬
山、乐器等，每个学生可根据自己的
兴趣参加。几乎所有的学校也都会举
办各种兴趣培训班吸引学生参加，如
“料理教室”“林山学园”等。日本还很
重视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这些社团
在假期也会组织“合宿”，即集体去海

边或山地旅行，
成员吃住都会
在一起。

日本还有
一项叫做“自由研
究” 的传统项目。 所谓
“自由研究”指的是自由
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在日本，这
已经有 40多年的历史。 虽然说是自
由研究，但也有大体的领域，而且确

定 了 规 则 和 流
程。 自由研究的
领域主要分为：
科学 和 理 科 实
验、 图画和艺术

创作、 观察植物和昆
虫、 社会科学方面的

调查等。 从这些领域中选择一种，花
费 1 个月进行研究。

张冠楠

每年 6 月初起一直到 9
月中旬，是美国大中小学的暑
假。 不少美国学生在暑假期
间，甚至会比正常上课的时候
还要忙。 因为上课的时候，孩
子们在学校固定的时间内上
完课后，便回到有家人陪伴的
家里， 或者是到图书馆去看
书。 放了暑假他们却要到处
跑，参加各种各样的暑假活动。 很
少有学生待在家里当“沙发土豆”
上网或看电视。 充满活力的年轻
人会选择打工、 参加社会实践或
旅游。 不管是用哪种方式度过暑
假， 他们都特别注重在这些活动
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自立精神和
各种生活能力。

美国学生参加夏令营和各种
暑期活动的目的因人而异、各种各

样，有的是为学习新知识，有的是
为增长见识，还有的是为增添生活
色彩，当然也有功利的，比如为将
来考大学增加砝码。美国大学招生
很看重学生有没有丰富的暑期活
动，暑期活动已成为美国大学衡量
学生的一条重要指标。 此外，美国
中学生暑假期间到大学选修课程，
不仅可以提前获得大学学分，减少
今后上大学的学时，还是申请著名

大学的敲门砖。
大部分美国大学生会安

排相当一部分的暑假时间来
打工。 他们利用暑假接触社
会，学习掌握谋生技能，挣钱
攒学费或买车或旅游—————
这些都是美国家长一再鼓励
的， 也是学生们愿意选择的。
需要指出的是， 有的美国学

生暑期里干艰苦的工作， 不一定
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而是由于
严厉的父母逼他们去“体验社
会”，经受历练，形成吃苦耐劳的
品格。 比如，有的富裕的中产阶级
家长， 让孩子在高中毕业的夏天
当修路工，在烈日下“劳动锻炼”
几个月后， 才能从家里领到秋季
开学支付大学学费的支票。

胡乐乐

南非中学生动手能力很强，很
多学生选择在假期里根据自己的爱
好做些手工活。 比如，与笔者同住一
个小区的中学生杰森利用一个假期
自己动手造了个木房子。 可别小看
这个建在自家院子里的木房子，杰
森首先要向土地局申请建筑用地，
然后自己设计图纸， 再经过有资质
的工程师认可并得到建筑部门的批
准后方可动工。 此后所有的木工活
都由杰森一人完成， 木料也是他自
己攒零钱买的。 房子完工后会有质
监部门验收， 验收合格后才可以使
用。

做义工是南非中学生假期里另
一项重要活动， 一方面是为了献爱
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非教育部门规定，
中学生在升大学之前必须做满 400 小时的
义工，否则读大学免谈。 于是假期到动物保
护协会、教会、孤儿院和医院等机构义务劳
动就成了南非很多中学生的选择。 他们帮
忙照顾小动物、 护理艾滋病儿童、 组织募
捐、发放救济品，在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也
了解了社会。 南非学生了解社会的另一途
径就是在假期里打工。 年满 16周岁的中学
生在南非可以合法打工， 他们一般都会选
择在饭店或酒吧当服务员， 也有的做家教
和保姆。 做服务生每小时可以挣 20兰特（7
兰特约合 1 美元）， 家教的报酬要高一些，
约为每小时 150 兰特。 但南非中学生假期
打工大多不是为了挣钱，深入社会、增长见
识才是他们的初衷。

在南非， 如果有家长假期里主动出钱
为孩子请音乐或美术家教将会是一件非常
奇怪的事情，一般人都会感到难以理解。

Emma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暑
假是从圣诞节前到次年 1月
底，暑假将圣诞节包含在内，
还包含有元旦、澳大利亚日
（国庆日）等节日，长达 7 周
左右， 是最长的学校假期。
那么澳大利亚的中小学生通
常是如何度过的呢？

假期期间，澳大利亚有
的学校会组织学生参加出国
夏令营、体育夏令营、大型文
体活动等。 作为有着多元文
化的移民国家，澳大利亚的
外语教学语种很多，比如维
州就在学校里教授了 30 多
种外语。 因此，学生在假期
里参加语言学习、文化体验
时可选择的国家也很多。 近
年来，利用假期到中国旅游、
学中文的澳大利亚学生也日

益增多。 另外，当地的社区、图书
馆、博物馆、科技艺术中心等，也会
利用假期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如
体育、艺术、手工、科学、野营乃至
家务等，吸引孩子们参与其中。

澳大利亚重视体育， 所以夏
（冬） 令营也以运动项目主题的居
多，足球、网球、橄榄球、冲浪等，一
应俱全。

盛楚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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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外国学生是咋安排暑假的

德国：坐房车游天下
在西方国家中德国可称

得上是休假的“冠军”。 一般
来说，德国学生每年享受的
各类假日加起来约有 150
天，德国的中小学生过暑假
除了在家闲玩外，还会和父
母一同开着房车去旅行。

德国人暑假喜欢全家集
体出游。经济条件好的家庭，
会在海边或者湖边开着游艇
休闲一到两个星期。 不过最
有代表性的还是德国人开房

车度假。 每年暑假，在高速公
路、风景区、湖边、海边、临街
的地方总能看到一辆辆房
车。 每天早晨，德国人会把桌
椅、遮阳棚拿出来，给孩子们
摆上玩具，休闲一上午，等到
下午天气热了， 就可以到附
近的湖边或者游戏场玩耍
了。 开着房车，德国人可以带
着孩子跑遍国内甚至欧洲许
多他们想去的地方。 宋国城

巴西：“high”翻天
� 在南半球的巴西因为暑假和圣
诞节、元旦重合，开学一周后又开
始狂欢节， 这里的孩子们过暑假
简直“high”翻天。暑假里巴西的学
校和家长对孩子一般采取“放养”
的态度。 学校很少安排暑假作业，
也几乎不组织夏令营。 老师会布
置给学生一个暑期任务， 比如制
作一张自己假期的旅游路线地
图；或者制作一本自己的书，内容

包括自己写的文章、
作的画、旅游拍的照
片，还要找一位朋友
为书写序言。

因为节假日较
多， 很多巴西的孩子暑期会跟着父
母去海滩或者美国迪士尼主题公园
旅游， 而年龄较大的孩子则会和同
学结伴出游。 虽然巴西学生在暑假
里最重要的事便是和家人朋友共度

圣诞节、新年，不过他们一有空闲就
会踢踢球过把瘾。

王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