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市一中 厚德 博学 沈毅 致远 琼山中学 崇德 精业 求实 创新

海口九中 明德 笃志 求实 创新 嘉积中学 爱校 包容 厚德 创新

儋州一中 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

省内部分
中学校训

天涯烛光
开栏语

有 这 样 一 群
老师，他们在山林
乡间默默奉献；有
这样一群老师，他
们在农村学校孜
孜耕耘……他们
就像蜡烛，燃烧了
自己，照亮了无数
乡村孩子的人生
之路。在城镇化
进程中，乡村教育
步履艰难：生源萎
缩、校园寂寥。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他们的留守显
得更加弥足珍贵。

从本期开始，
本报在教育周刊
开设“天涯烛光”
专栏，将关注的目
光投入乡村教师
这一群体，走进他
们的家庭、深入教
学的课堂，和他们
的学生一起，聆听
那首最动人的“烛
光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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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容宇

早晨6点半起床，匆匆吃完早饭后
到学校，学生在7点到7点40分之间陆
续到校。

每天站在校门口，看学生到校时的
仪容仪表、精神面貌是三亚市育才镇中
心学校校长董惠荣的“必修课”，这个习
惯，他已经坚持了十来年。三亚育才镇
中心学校并不显眼。然而，一进校园，新
操场、新教学楼夺人眼球，这几抹鲜亮色

彩勾勒成了附近乡村黎族、苗族孩子知
识的殿堂。

“还有哪位同学没有拿到鸡蛋的，举
手告诉我。”上午9点45分，在育才镇中
心学校一年级教室的一群学生中间，记
者见到了董惠荣，他正在给学生们发放
营养餐。“2012年开始，有了营养餐，学
生没有发生一起在放学路上晕倒事件，
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年有十几起。”董惠荣
说，“城里的孩子也许会嫌每天吃同样的
牛奶鸡蛋显得单调，但乡下的孩子格外

珍惜，至今没有听说有人不想吃的。”
镇上对住校学生有早餐补助，学校

食堂也变着法儿为学生做可口早餐，但
课间营养餐为学生们的成长又加了一
道保障。“盯”学生们剥开蛋壳、看着学生
们一口口喝牛奶，董惠荣满是喜悦。“看
着孩子们吃营养餐，心里总有种特别满
足的感觉。”董惠荣说。

这个学校很特殊，全校学生417人，
汉族学生不过30人，绝大多数学生是黎
族、苗族，“在附近乡村家访时发现，很多

孩子在家里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甚
至没有一张书桌。”董惠荣说，有的家长
吃完饭，把饭桌一抹就是孩子的书桌，有
的家长受教育程度有限，辅导起孩子功
课很吃力，所以即使是学生家离校不远，
他也要求学生们尽量住校。

上午11点半，学生吃饭也是董惠荣
重点“盯”的。今天的菜是炒青菜、萝卜
焖肉、西红柿炒蛋，他看学生打饭，餐盘
里要有肉有菜，走前还不忘叮嘱食堂师
傅要换着花样给孩子做。“农民把孩子送
到学校，就是交给了学校，我要对他们的
学习负责，让他们吃好睡好，给他们营造
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董惠荣不擅表达，
他的腿比嘴要快，做比说要多。

不只“盯”学生，师资的建设他也挂
在心上。学校的面貌在短短几年内焕然
一新，不过，在董惠荣看来，先进的硬件
设施无法掩盖乡村小学长期以来存在的
问题——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师资
力量薄弱，乡村小学对优质办学资源的
吸纳能力日益降低，大量乡村中小学生
涌入市区。尽管现在城乡教师薪酬相
同，但师资力量匮乏依然是乡村小学的

“通病”。近年来，育才中心学校几乎每
年都有年轻教师要求调走，“他们把乡村
小学当成入职的跳板，经过锻炼后选择
去城区学校，这是乡村小学存在的普遍
现象。”董惠荣说。

十几个年轻教师是学校活力之源，
他们对工作有梦想、有期待、有热情，但
缺乏经验和一定的教学技能，更重要的
是缺乏对乡村教育的坚守。为了保持教
师活力，董惠荣在全镇发起论文征集活
动，“这是第一次发起这类活动，收到的
文章还不少。”

走进海南中学正门，最先看到的
是综合教学楼上镌刻着的“尚德、睿
智、唯实、创新”校训，虽经历多年风
雨，这八个字总是鲜红鲜红的，每每走
过，提醒着一届届的海中学子“以德为
先”。

9月20日下午，单文彦像往日一
样出现在海南中学校园，虽然如今已
经是海南大学的一名学生，但每到周
末或是节假日，这个喜欢安静的女孩
都会来到母校“走一走”。

“高中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
质？我想，这八字校训就是答案。其
中，‘唯实’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所谓

‘唯实’，就是做人的基础，不脚踏实
地，如何能仰望星空呢？”单文彦说，如
今上了大学，看待事物更成熟了，对校

训理解也更深了。
而刚刚步入高三的王智则对校训

中“尚德”这样理解：“崇尚品德，自我
修养，新世纪的人才需要这样的品质，
而当下人们缺乏的也是这种品质。”

见到记者采访学生，该校历史老
师刘衍红也谈了自己对校训的理

解。“校训不仅仅是学生的校训，也是
老师的校训。我个人就对‘创新’的
理解比较深，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需
要‘创新’，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制
度创新，都是一种跟上时代脚步的积
极态度。”

“八字校训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海中，海南中学副校长吉万松是少
有的还能说全这八字校训由来的了。

“建校于1923年的海中，早年并没有
明确的校训，这八字校训是1993年由
海南中学老校长邹福如提出的，当时
全校师生都参与了校训制定的大讨
论。经过反复多次的认真研究后，决
定根据海南中学的办学经验和传统，
将‘尚德、睿智、唯实、创新’确定为校
训，并一直沿用至今。”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校训解读
尚德——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

以善小而不为。尚德就是把“善”作为道德
的基石，体现在校园生活中就是热爱集体、
友爱同学、尊敬师长、奉献爱心，于是，内心
纯粹则脱离低级趣味。

睿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谦虚请
教，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提升自我，通过不断
提升，最终达到自我的升华。

唯实——求知该脚踏实地，做人该将心
比心，浮华与虚假终将是害人害己。唯实是
为了鼓励海中学子，以明智去充实梦想，靠
诚实去获取光荣。

创新——与时俱进，才能开拓创新。
“创新”就是鼓励莘莘学子们，在学习中自
我更新，在更新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绩和
辉煌。

海南中学校训：

尚德 睿智
唯实 创新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实习生 林川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三亚育才镇中心学校校长董惠荣：

“盯”学生是每天“必修课”

北京发布中小学校健康食堂标准

一周食谱不能重样

据央广新闻报道，日前，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
《北京市中小学校健康食堂试行标准》，为学校食
堂“健康达标”设置了八大类数十项标准。这些标
准甚至精确到中小学生每天谷类供应量应为多少
克，每天盐类不超过6克，油不超过25克、学校食
堂不售卖碳酸饮料等等；学校食堂还要配备至少
一名营养师；学校食堂食谱一周内不能重样，而且
要标注营养素含量，还要为肥胖学生提供低脂肪
饮食配餐。

多地择校新潮流：

弃本科读中职
就业保障学费减免

开学前夕，19岁的广西柳州防城港姑娘陈小
萍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广西某教育学
院的，一份是广西一所技工学校企业委培班的。
一番犹豫后，陈小萍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舍弃上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到中职就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陈小萍这样不以文
凭高低来选择就读院校的学生并非个例。当毕业
证的含金量不再是由文凭高低决定，那他们眼中
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

从常理来说，三本再不济也是本科，中职却只
相当于高中文凭，为何这么多人放着本科不读读
中职呢？

“现在大家转变观念了，从文凭导向转变为
就业导向了。”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关国
爱谈到新近发生的变化，深有体会。他认识一名
学生，通过3年中职学习拿到了中级技能证书，毕
业后去了上汽通用五菱，一个月能拿四五千元，而
同村有的同学读完4年大学却找不到工作，这些
活生生的例子就会告诉大家，就业质量比文凭更
重要。 （中青报）

我们的
校训

一本刻着“哺贤育才”4个大字的
“书册”摊开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
的正大门入口，两侧的青铜柱上记录
着海南华侨中学辉煌而坎坷的校史，
还有隐于行文中的校训精神。

“你知道海南侨中的校训吗？”当
记者提出采访的问题时，正在校园里
嬉戏的同学们立刻大喊：“崇德、尚学、
远志、笃行！”

据了解，海南华侨中学的前身，曾
先后名为昆明私立育桥中学，国立第
一华侨中学，国立第二华侨中学，国立
第一侨民中学，是我国最早的华侨中
学。1938年始建于云南保山，属民办
性质学校，而后经历多次迁址，最终于
1946年搬迁至海南，并转型至公立学
校，至今已有68年历史。

2002年，时任海南华侨中学校长
吴建东在校园改建后，提出了将“团
结、友爱、爱国”的教学思想凝聚成校

训“崇德、尚学、远志、笃行”。
海南华侨中学陈默雄老师认

为，侨中校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
涵。虽然仅仅是简单的8个字，却蕴
含着侨中悠久历史传承下来的思想
精华。

校训中的“崇德”二字的解说，得
追溯到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海南华
侨中学。据了解，1942年 5月4日，
27架日机突然蹿进位于云南保山的
学校上空，朝着学校投弹滥炸及机枪
扫射，不少学生身负重伤，连衣服都
来不及收拾便只身逃难，而在生死存
亡的时刻，高年级的学生仍然主动帮
助低年级，互帮互助地设法爬车。“在
这样的校史背景下，海南华侨中学强
调互爱互助，坚定地将历史磨砺所总
结而成的精神汇集成校训二字——
崇德。”陈默雄解释道。

1937年7月7日，日寇大举侵华，

企图吞并中国。由于当年中国国弱民
穷，东南亚一带出现排华事端。不少
华侨学生惨遭失学之苦。为了能够让
这些学生继续求学，1938年，第一所
侨生学校诞生了。

陈默雄说：“建校初，为的就是让
更多归侨子弟学成知识，报效祖国。
而时至今日，‘尚学’仍是希望学生们
能透过历史感悟学习来之不易，努力
学习，成为为国家、社会做贡献的栋梁
之才。”

“远志”就是要胸怀理想，志趣远
大。陈默雄在解释校训“远志”二字时
说：“信念尤为重要，因此校训想要告
诉每一位师生要拥有远大的抱负和志
向,成为德才兼备，胸怀抱负，力行实
践的社会贤才精英。”“笃行”意在提醒
广大师生，不管目标再大，凡事都要脚
踏实地，细致到每一堂课、每一位学生
都要步步落实。

海南华侨中学校训：

崇德 尚学
远志 笃行

文昌中学，这是一座有着106年
历史的学府，坐落于有“八乡美誉”的
文昌，而算上其前身蔚文书院，它已经
在风雨中走过了210年。两个多世纪
的历史中，无数的革命志士、学术精英
从这座校园里走出。

走在文昌中学校园中，随机问起几
名文中学子，“团结、守纪、严教、勤学”
的校训都能从他们嘴里脱口而出，这8
个字，早已融入到他们的学习生活中。
即便是在2008年文昌中学百年校庆
之时，那些已经毕业数年后重返母校
的文中人，也还能念出他们的校训。

“文昌中学的校训，真正完整地提
出来，应该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已
经在文昌中学任职32年的副校长郑

祝利说，之所以记不清具体的年份，是
因为这8个字所蕴含的文中精神，其
实一直贯穿在其上百年的历史之中。

“校训，不是简简单单的8个字，更是
文昌中学的文化精髓所在，我们将它
写进校史、融进校歌，希望校训中蕴含

的精神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文
中人。”郑祝利说。

郑祝利表示，校训短短8个字，其
实还回应了教育的几个问题：团结是
教育的前提与规律、守纪是教育的手
段与方法、严教是对老师们的要求、勤
学则是广大学子最基本的“任务”，无
形中，将教育的每个部分融入到校训
里，即激励着每一个文中人，也向外界
表达着文昌中学的办学特色和思维。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总有文中学
子能够走在时代前面，这也证明了文昌
中学的校训不是简单地在上世纪80年
代‘提出’，而是贯穿在文昌中学的发展
历史中，影响着一代代文中人。过去
会、现在会，将来也会。”郑祝利说。

文昌中学校训：

团结 守纪
严教 勤学

校训解读
团结——是师生的团结、学生的团结、

学校社会的团结，才能产生一个融洽的办学
环境，也才能让文昌中学在历经百年风雨
后，继续走下去。

守纪——无规矩不成方圆，在既定的纪
律之中，老师要知悉自己的责任所在、学生
要明确自己的目的所在，明确该与不该，才
能创造和谐的校园环境和师生关系。

严教——“严”是严师出高徒，也是严谨
自己的教学。

勤学——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一个“勤”
字，不仅仅是学习态度，更是生活态度。在
学校里要勤奋苦学，走出校门之后，仍要勤
奋求索。

校训解读
崇德——体现的是“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的办学指导思想。”
尚学——乃是希望学生们能透过历史

感悟学习来之不易，努力学习，成为为国家、
社会做贡献的栋梁之才。

远志——就是要胸怀理想，志趣远大。
笃行——意指对事业专心致志，锲而不

舍，力行实践。

海南瑞今在海大
设立奖助学金

本报讯（记者郭景水）9月20日下午，海南大
学农学院2014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海南瑞今投资
控股公司负责人受邀出席。

海南瑞今投资控股公司负责人介绍，为了奖
励和资助品学兼优、家境贫困、有志于投身农业事
业发展的优秀学子，公司在海大设立了“海大——
瑞今畜牧奖助学金”，以支持和激励大学生开展现
代农业科学研究和创新实践。利用企业设备场所
的优势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实
习就业机会。同时，双方充分利用高校的科研能
力、智力资源和企业的资金实力，在生物饲料、生
物有机肥、黑猪养殖和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开展产
学研合作。

近半学生不爱穿校服
45%的人理由是不好看

社交网站人人网近日对刚刚开学不久的大学
生们开展了一项大学生校服态度的不完全调查。
据统计，33.4%的人认为大学生有必要穿校服，尤
其是一些特殊场合。45.1%的人认为没必要穿校
服，因为大学崇尚自由，不应该有统一的着装，多
姿多彩更好。另有21.5%的同学觉得大学有无校
服都无所谓。

调查显示，款式不好看是学生讨厌校服的最
关键因素，紧随其后是质量差、价格贵、不符合学
生的穿衣风格等。 （新京报）

从小苹果到大中国
老师编歌教学走红网络

从“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到“你是我的大呀
大中国”，成都温江寿安学校的地理老师罗春着实
火了一把。一首由《小苹果》改编而来的《大中国》
被网友捧为新“神曲”，歌词内容涵盖了中国34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还把它们的位置唱了出来，令
网友们感叹“麻麻（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地理
成绩了”。

罗春告诉记者，制作这首歌只花了一周的时
间，加上300元的录音费用，“只想寓教于乐，没想
到会这么火。”

截至9月16日，名为《地理老师改编<小苹果
>教学 地理知识分分钟get》的视频点击量已达
数十万次，在优酷网、乐视网、爱奇异等知名网站
都能找到它。

“亚洲东部有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它的疆
域十分辽阔。她有多少行政区，她有多少自治区，
下面我就为你分析。”这首歌叫作《大中国》，改编
自红遍大江南北的神曲《小苹果》，歌词里这样唱
道，“宁夏西藏新疆他们显得很神秘，内蒙古广西
各具特色风景很秀丽，香港澳门他们都是特别行
政区，台湾宝岛，爱你永远，生死相依！”

歌词当中还把每个行政区域的位置关系唱了
出来：“山东山西分两边，广西广东左右站，两河两
湖还在中间，美丽上海和重庆，厚重北京和天津，
还有我的家乡四川……” (四川在线)

董惠荣与孩子们在一起。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海南华侨中学

海南中学。 金昌波 摄

文昌中学。 刘笑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