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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打造职业教育精品
海英姐

■ 国兴中学高三（1）班 邹锴昱

初中时，我已对海英姐早有耳闻。从各种各
样的人对她的评价中，我得出了她是一位“很严很
凶”的老师的结论。她的气场很强大，每当她向我
走来，我就会感受到一种无名的力量使我身子无
法动弹，心停止跳动几分钟。

不知该怎么说，我高一的数学老师就是传说
中的“海英姐”。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既惊又
喜。或许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吧，我喜欢这
样的老师。再或许她是一个足以折磨得我们死去
活来的老师，这种老师是最恐怖的了。

一开始，我觉得数学老师就像之前所闻的一
样可怕，我似乎没见过她笑。她在黑板上写字的
声音如同她踩着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一样响、一样
铿锵有力。她算数的速度是我们的好几倍，有时
她问我们是否解完题，我们回答“没有”时，她总会
说我们太慢了。她的教学方式和我的初中数学老
师并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目标总是一致的：让同学
们学好数学。初中的数学老师的数学课总是激情
澎湃，总是摆着各种各样的夸张动作，在加上丰富
的面部表情，活像舞台上的喜剧演员。对于他来
说，数学课不是数学课，而是体育课，怪不得人到
中年的他面部仍旧红光满面焕发光泽。而海英姐
则不同，没有夸张的表演，没有丰富的表情，只有
透入人心的语言！她所讲解的每一道题井井有
条、有理有据，讲完后不忘说句：“通了吗？”整个课
程不像是数学课，而像是女皇在为众爱卿传授数
学王国的治国之理。

后来，我看见海英姐开始笑了。某节晚修，幻
想“万人臣服于脚下”的化学科代表将黑板上的

“同学们”改成了“众爱卿”。那晚恰好有海英姐的
晚修。她将黑板上的化学作业擦去给我们讲题，
讲完以后居然说了句“众爱卿记住了吗？”，当时全
班沸腾。之后的每天，她的笑容像增函数般随着
相处时间而变得越来越灿烂。

我不再认为海英姐只是一个“很严很凶”的老
师，在日后的生活中我对她增加了不少的形容
词。这星期，班长大胆地在数学练习通知前加上
了“海英姐有令”来威慑同学们。我开始不以为
然，有些同学似乎想到了什么期待着数学老师的
到来。那熟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有的同学抬起
了头，期待看热闹。当她进来看见黑板上对自己
的称谓时，不知是意想不到还是受宠若惊还是两
者都有，一脸吃惊相。“因为你们和我儿子起栋同
一个班，我一直把你们当成我的孩子……你们用
这个称谓……”之后她跟我们说了“海英姐”的由
来，最后又蹦出了一句“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吧！”我在下面一直在笑，因为数学老师的脸似乎
红了，特别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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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景水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
里。”提笔落笔之间，海口市滨海第九小
学的文思扬同学的书法作品中，字里行
间透着一种霸气。

9月19日上午，2014年海南省小学
生书法作品评选颁奖活动暨书法教学研
讨会在海口景山学校海甸分校举行，获
奖的“小书法家们”在现场挥毫泼墨，一
展写字的魅力。

“海选”913件书法作品

今年3月，2014年海南省小学生书
法作品评选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省小
学生征集硬笔、软笔书法作品。经过征
集，全省共有913件书法作品参加省级
评选。经过活动组委会评审、网络公示，
按照硬笔组、软笔组共计评选出244件
优秀书法作品、34名优秀指导教师、5个
优秀组织单位。

这些出自小学生之手的书法作品有
分为硬笔和软笔两个组别，楷书条幅、隶
书对联居多，有少量的魏碑体作品，一幅
幅作品尽管尚显稚嫩，但是“小书法家”
们的努力可以窥见。

小学生书法教育，我省在政策层面
已经有所发力。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副院

长吴益介绍，2013年2月，教育部颁布了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全国
中小学生深入开展书法教育教学工作。
其实，早在2008年8月，省教育厅就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写字教学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
出在全省的中小学开设“写字”课，并提
供免费教材。

练书法让孩子远离电子游戏

凭借着一副楷书条幅，海口寰岛
实验小学的朱茂源同学获得了软笔
组一等奖。“我主要在每天课下以及
周末的时间，练习书法。”朱茂源告诉
记者，三年来，他对练习书法已经有
了很高的兴趣，并且还结交了不少同
龄的朋友。

练字确实改变小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状态。海口景山学校海甸分校校长邢益
宝认为，“把字写好、把书读熟、把话说
顺、把文写顺”是语文教学中对学生的一
项基本要求。提笔就是练字时，学校通
过每天10分钟练习、每周一节的写字
课，保证了基础的练习时间。

省教育研究培训院院长陈夫义认
为，除了安排上课时间练习书法，学生们
在课外练习书法，从而让他们远离了电
子游戏等。“尽管电脑的应用、以及应试

教育的影响，都对小学生书写能力提高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孩
子正在加入到练习书法的队伍之中。”

我省今年高考已加书法考试

实际上，除了开展书法类的比赛，
为引导我省基础教育书法教学，满足广
大考生书法技艺深造的需求，今年我省
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中新增书法类考
试。吴益认为，在高考中增加书法类考
试很有必要，这有利于推动弘扬书法传
统文化。

一方面增加专业类别的考试，同时
对于更多学生的书写能力，需要新的政
策的“刺激”。2014年海南高考语文评
卷组组长徐仲佳教授曾表示，从近年高
考语文阅卷的情况来看，海南省学生书
写能力呈普遍下降趋势，对中小学生加
强书法教育很有必要。

9 月 19 日上午，在海口景山学校
海甸分校，儋州市那大中心学校的周
月娥老师上了一节书法教学公开课。
生动的讲解、形象的演示，让小学生们
对书法课有了更高的兴趣。“通过这种
活泼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喜欢
书法课，不过更要告诉孩子们，要想有
一手好书法，持久的练习必不可少。”
周月娥认为。

我省小学生书法教育渐发力

小书法家一展写字魅力

■ 本报记者 卫小林

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正式启
动了民歌民舞民服进校园第二阶段的活
动。省文联邀请的专业文艺支教老师在
支教活动期间，在当地教育界留下了良
好口碑。

来自海口经济学院的舞蹈教师梁智
今年36岁，2006年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
后，就来到海口经济学院担任舞蹈教师
至今。他创作的舞蹈作品《树》、《啊，战
友》等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并多次担任
海南大型文艺晚会的舞蹈编导。在省舞
蹈家协会推荐下，梁智积极参加了赴琼
中的支教活动。虽然支教是公益性的没
有报酬，平时每周都要往返于琼中海口，
但梁智还是义无反顾。梁智告诉记者：

“舞蹈艺术不应高高在上，也不能只是简
单的职业技能培训，而应该深入到中小
学生的素质拓展上，这样做教育才能做
到平等。”

给琼中孩子上音乐课的老师是今年
8月刚获得首届“海南好歌声”冠军的歌
手陈晶晶，“她可以说是从获奖的舞台上
一走下来，就立即到琼中来支教了。”省文
联负责琼中“三进校园”工作的林青告诉

记者，在正式启动第二阶段活动前几天，
陈晶晶就已经在琼中教学生声乐课了。

另外，给琼中孩子们讲授合唱课的
教师陈程，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专
业教师;给琼中孩子们教授民间故事的
老师，是来自海南省曲艺家协会的副秘
书长曾强永。

琼中民歌民舞民服进校园第二阶段
活动，还开展了一项特设课程——专门
培养学生对本民族文化自信的自信课。
讲授这门课程的老师，是青少年积极心
态训练课程创始人吴友庆老师，他专门
给琼中的孩子们讲授如何建立对本民族
文化自信的课程，在琼中显得很创新。

专业文艺老师琼中支教
推民歌民舞民服进校园■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在台风“海鸥”飞离海南的第二
天，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的校园里就
已经看不到曾受侵袭的痕迹。和煦
的阳光洒在午后的红土地上，一声
声嘹亮的军号响彻云霄。2014级新
生经过风雨的洗礼，正以更昂扬的
斗志和奋发的精神继续投入军训。

80名学哥学姐
当助理教官

军训教官队伍中，不时闪现稚
嫩的面容。一问才知，是2012级与
2013级的学生参与其中。这群被新
生亲热地称为“小教官”的学长、学
姐在新生军训期间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其实，要想成为“助理小教官”
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上学期末，
该校组织了“助理教官”的相关选拔
活动，报名学生必须政治过硬、身体
过关、素质够强才可参与到暑期培
训中来。

“而在 8月 8日到 8月 29日之
间，通过初步筛选的同学们还要接
受密集训练并面临优胜劣汰的考
验。”2013级学生杨爽告诉记者，为
了顺利成为“助理教官”，她放弃了
暑假回黑龙江探亲的机会，“但没想
到那么艰苦，好几次我又累又急又
想家，难受得直掉眼泪。”

2013级的回族姑娘马亚楠也是
“助理教官”培训队伍中的一员，因
为假期学校清真食堂不营业，她的
每一顿饭都是从校外的兰州拉面馆
带回来的。或许就是凭着这股韧
劲，近80名“助理教官”才能在高强
度、严要求的培训中脱颖而出。

笑中有泪的快乐军训

“我从来没有过像这样的生日，
足以铭记终生。”这段话来自2014级
新生陈翔的军训周记。9月 15日

晚，他被“助理教官”要求在广场单
独站军姿。当他迷惘地照做时，广
场四周突然光芒闪烁，不远处，“助
理教官”带着全班同学手捧蜡烛向
他走来。原来，那天是陈翔的生
日。一大早“助理教官”就冒着风雨
外出为他买回了蛋糕，还精心策划
了这场生日惊喜。

“他们就像我们的亲弟妹。”正
如杨爽所说，每一位“助理教官”对
新生都是以心相待。白天陪他们暴
晒在太阳底下，中午为他们排队打
饭，夜晚与他们游戏玩乐。

这里说的“游戏”并非简单意义
上的游戏，而是“助理教官”在曾参
加国家人力资源部组织的“国家体
验师”培训的多名教官的指导下为
新生设计的素质拓展游戏。“我还记
得‘小教官’让我们几人把鞋带系在
一起，喊着口号前进，而我们总是相
互绊倒滚作一团，再彼此扶持站起
来。最终到达终点时，大家兴奋得
拥抱欢呼！”2014级新生马俊俊向
杨爽等人投来感激的目光，“是这个
游戏让我们更加默契，更懂珍惜彼
此。”

助理教官责任心强

9月 16日，台风“海鸥”向海南
“飞”来，该校军训工作被迫暂停。
可“助理教官”没有休息放松，而是
提前两天兵分两路，一部分负责引
导照顾新生应对风雨，一部分加入
应急小分队协助教职员工做好防风
工作。

“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教
官杨金武说，“助理教官”在协助军
训期间体现出了高度责任感和服务
意识，“这些孩子不仅听指挥、守纪
律、能吃苦，更有一颗火热的心。”就
像每晚，“助理教官”在走访宿舍离
开前总会对新生说一句，“晚安，我
们明天见。”这样微小的细节在马俊
俊看来，“让原本陌生的学校突然就
有了家的感觉。”

海政学院的快乐军训

编者按：《教育周刊》从本期起开设
专栏刊登我省中小学生优秀作文，欢迎
省内各中小学校推荐优秀习作，也欢迎
广大中小学生踊跃投稿。

邮箱：hndailyjyzk@163.com

孩子要从小学一年级
开始养成好习惯

李女士的儿子新学期读小学一年级，儿子从
幼儿园升入小学，作为家长，李女士应该注意哪些
问题呢？海口滨海九小符老师说，孩子从读一年
级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这对他的
一生发展都极为重要。小学一年级是养成良好习
惯的关键时期。

这些习惯包括行为习惯：坐、立、行、走，放学
站路队、过马路、公共场合的行为；学习习惯：写作
业的速度、上课听课的习惯、检查作业的习惯、每
天积累一个好词好句的习惯、好学好问的习惯；品
德：在家里要谦让，在集体中要爱护、关怀他人，爱
护公共财物、爱惜学习用具等。

符老师表示，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家
长的作用相当重要。譬如在培养孩子良好的作息
习惯方面，家长就有必要做出一定牺牲，为了孩子
及时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在孩子要入睡时不要
看电视或者避开孩子看。给孩子买个小闹钟，帮
孩子抄好学习的作息时间表和课程表，帮助孩子
建立起时间观念，按照作息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虽然一年级留的作业不会太多，也很简单，但仍需
要家长加以督促和指导。家长一定要要求孩子做
作业时要专注，握笔姿势、坐姿要正确，发现错误
时让孩子自己纠正，做完作业要自己根据第二天
的课程表整理好自己的学习用具。除了当天的作
业当天完成外，家长还要引导孩子做一些预习，多
读一些适当的课外读物。这就要求家长要给孩子
创造比较安静的学习气氛，有必要时就与孩子一
起“学习”，或在孩子学习时也在旁边读读书什么
的。 （王黎刚）

■ 本报记者 蔡倩

15岁的小冯今年初中毕业，
在9月成为了琼海市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以下简称琼海职校）旅游
专业的大一新生。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里，小冯因为没考上高中、家

境贫困而在同学面前有些自卑，
没想到就读琼海职专不仅可以掌
握职业技能，还能享受每年1500
元的国家资助，这对她来说简直
是意外之喜。

眼下，在琼海与小冯有着同
样经历和心理变化的，还有2000

多名职校学生。从这些让人欣喜
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如今琼海的
职业教育正走进发展的“春天”。

“琼海初步形成了以职业高
中为龙头、职业培训基地和农技
校为主体，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为
补充的职业教育发展格局。”琼海

市教育局局长李名广介绍，琼海
现有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琼
海职校）1所，在校生2000余名，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16个，在校生
800 余名，镇、村成人培训机构
160个，2013年累计培养培训各
类职业技术人才近1.8万人次。

琼海职业教育迎来“春天”并
不是一件易事。随着高校扩招步
伐的加快，中高职教育渐渐淡出
主流教育之列。而近年来，随着
我省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发展，各
行业对技能人才的渴求，使加强
职业教育迫在眉睫。

“自2007年以来，琼海已经

连续7年完成中职招生任务，并
且不断实施基础能力建设，促进
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琼海教育局
职业教育股股长王绍奋介绍，琼
海的职业教育在办学思想上，基
本实现了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
引导的转变，从计划培养向市场
驱动的转变，从专业学科本位向

职业岗位和就业岗位本位的转
变，不断扩大职业学校自主权，提
高面对市场自主办学、自主发展
的能力。

据了解，琼海职校于2008年
被评为全国成人教育先进单位，
2012年又被评为省级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从2007年至今，该校共

投入资金2200万元，建设1700平
方米的教学楼，16100平方米的实
训楼及配套宿舍楼、餐厅等基础设
施。近3年来，投入教学设备的资
金达600万元，其中投入200万元
建设汽车维修实训基地，投入150
万元建设电子电工实训基地，投入
150万元建设烹饪实训基地。

小李是琼海职校旅游（1）班
的学生，她告诉记者：“读职校可
以学一门技术，早点出去工作，让
自己和家人都过上幸福生活。对
未来我充满信心，因为海南建设
国际旅游岛，省内就业前景非常
好，也有机会到天津、上海、深圳
等地发展。”

“我校 2014 届毕业生总人
数为617人，截至2014年 9月 1
日，就业学生人数为 592 人，就
业 率 96% ，对 口 就 业 率 为
98%。”琼海职校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 3年来，该校就业率持续
达 95%以上。其原因在于该校
不断创新品牌专业、走特色办

学之路。
电子电工、汽修和酒店服务

与管理专业是琼海职校最为火
爆的专业，这几个专业的毕业
生在就业市场上往往供不应
求，为琼海地区培养了一大批
具有电工、焊工等技能资格证
的技术性人才。“在打造这 3大

名牌专业时，琼海职校还开发
具有前瞻性的专业，如烹饪、高
尔夫专业，出来的毕业生都不
愁找工作的。”该校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高尔夫专业实
习生的月收入近 3000 元，一跃
成为了最受学生欢迎的“名牌”
专业之一。

“市职校还发挥了‘一校多功
能’的作用。”琼海职校相关负责
人说，琼海市教育局引导琼海职
校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充分
利用教育资源实施农村实用人才
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的阳光工程，主要面向城镇失业
人员、待业青年、复员退伍军人开
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提

高他们的就业能力、职业转换能
力及创业能力。近3年来，琼海
职校每年培训各类人才近4000
人次。

此外，琼海民办职业培训机
构也充分发挥了作用，大力开展
实用技术培训。“这些培训机构为
我市下岗职工、待业青年的岗前
岗后的技术培训提供了有力支

持。”王绍奋介绍，琼海民办职业
培训机构的培训范围涉及省内
外，许多人莫名而来，学成而归，
找到满意的工作。琼海每年通过
这16个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
的各类人员近5000名。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对农民传授职业技术技能的方向
也随之发生转变，琼海各镇村成

教培训机构焕发了新的生机。“以
镇、村两级成人培训机构为基地，
通过水产、热作、企业、畜牧等部
门，组织农民进行各方面技术的
培训。”王绍奋向记者介绍了成教
培训的模式。由于职业技术培训
形式多样，结合实际，广大农民群
众学习热情极高，每年参加各类
培训的近9000人次。

创品牌专业
保就业

拓职业教育
促发展

老师点评

学生给老师起绰号，现在又无论老师年龄
大小都背后称为“哥”或“姐”，这是常有之事，并
非为生的不尊，其实蕴含亲密无间的师生关
系。《海英姐》落笔不俗，感情真挚，通过记述称
谓和几个细节真实生动地表现对老师的敬爱之
情和亲密的师生关系。文章真实生动，在课堂
上讲评作文时，作者一念完此文，顿时掌声一
片，好评连连。后来，给其他科老师和熟悉海英
老师的学生们看了，都说“作文写得太好、太真
实了”。连海英老师看了也忍俊不禁，红着脸
说：“呵呵，这些孩子们……”这篇作文又是“真”
乃写作成功最大要因的明证。

国兴中学钟建敏

学员在军训中。 海政院提供

支教老师陈程在教琼中学生合唱 冯巍 摄

学生在博鳌进行社会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蔡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