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市东河中学教师赵志慧：

差生也有
美丽的词
“潜能生”

■ 本报记者 杨勇 特约记者 高智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通讯员 朱德权

在吊罗山脚下，有条清澈的响土
溪，溪边有所学校，46岁的黄有英在
这里已经扎根了24年。从青年到中
年，如同这里的大树一样———山里
的孩子离不开他，他也深深眷恋着这
大山。

因教学表现突出，2012年他被评
为琼中县级优秀教师，2013年被评为
海南省中小学师德先进个人。

“全能”教师

9月3日上午，吊罗山乡中心小学
校长王儒锐骑摩托车给记者带路，从
琼中县城到吊罗山乡，40多公里走了
一个多小时，到了乡里，还要开20多
公里山路才能到黄有英教书的响土小
学教学点。

天下着雨，狭窄的山路一路兜兜
转转，并不好走。到达这个山中的教
学点时，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

黄有英正在给二年级的孩子上语
文课。这节课结束后，他还要给一年
级的孩子们上数学课。

随着生源减少，教学点陆续被撤，
响土小学是吊罗山乡唯一保留的教学
点。这个小学校现在只有一二年级，
两个老师管着12个孩子。

泥土地包围的3间平房，就是师生
们上课的地方。因为有些年代了，教室
的门板、窗户都破了，墙壁、天花板上也
长了青苔。教室内，两根竹竿支起一块
木板，黄有英和他的同事黄辉就是用这

块黑板，给孩子们传播知识。
教学点没有上下课铃声、没有广

播，黄有英根据作息表来给孩子们上
课。黄有英是全能老师，语文、数学、
音乐、体育等等科目，都要一手抓。每
天，他们要上4节主课，一节副课。至
于体育课，只有等教室前的泥土地干
的时候才可以上。

响土小学教学点位于两个村子的

中间地带，村里的黎族苗族孩子大多
数在这里开始他们的启蒙教育。由于
村子不大，每一年，这里的学生都不
多。

采访中，正好遇到二年级学生王开
阳和邓小丽打架，邓小丽哭着鼻子来求
助。

“老师，他打我。”邓小丽说。
经过了解原来是因为小矛盾引起

的，他用苗话问清楚事情的原委后，再劝
慰学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动
粗。这是他对学生要求的“底线”。经过
调解，两位小朋友露出笑容，又和好如
初。

“老师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邓小
丽说，虽然老师不是本村人，但老师就
像是她的好朋友一样，遇到开心的不
开心的，同学们都愿意将心里话告诉
给老师。

守望山区

如今，教学点附近的黎族、苗族
村民都是他的朋友。“乡亲们在山里
种了青菜、萝卜，也会给我们送一
些。”黄有英说，这些关爱和尊重，他
一直记得。他觉得，自己能回报的，
就是将这些孩子教好，将他们送出大
山，去见识外面世界的精彩，去实现
他们的梦想。

看着一个个孩子从不会说普通
话，上课走来走去，到认识不少字、词，
会造句，也懂了规矩，他就感到莫大的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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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海南校园足球
JY

从东方露白到夜深人静，环绕在大山

里的东河中学里每天总能看到一个忙碌

的身影，这就是赵志慧。5 年多来，她始

终坚守在大山里，用爱心和责任守护着山

里孩子们的求学梦。

东河中学是东方市东部山区的初级

中学，距离市区 40 多公里，绝大部分都是

黎族的学生，学习基础薄弱，学习能力不

强，如何教好学生特别考验老师的责任和

耐心。

2009年2月，赵志慧依依不舍地辞别还

在呀呀学语的3岁女儿，来到新家——东方市

东河中学，25岁的她一到任就担任初一两个

班级的语文老师。

第二年春季学期初二（1）班因学生逃

课多、上课睡觉、说话聊天，时任的班主任

承受不住压力，撂了挑子。学校挑选新班

主任时，定了一个标准要选学校里最有责

任感的老师接任，征求老师意见时大家一

致认为赵志慧最合适。从此，她与东河中

学难点班结上了缘，她的人生字典里也多

了“潜能生”（成绩差、难于管理的学生）这

个名词。

教学探索上，赵志慧制定“优生吃点好，

潜能生吃得饱”培优补差工作方法。在课堂

上给予“潜能生”更多关注，进行特殊照顾，想

方设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课余多交心，帮

助他们重新树立学习的信心。

面对学生落下的知识太多，赵志慧就无

偿地给他们补课，还用工资为贫困的学生购

买学习资料。

“爱是最好的良药。当孩子们感受老

师时时刻刻的关注和关爱时，他们会有回

应，就愿意与你交朋友。”赵志慧说，这个

时候把学生引导到学习兴趣上就变得容

易多了。

当地学生厌学情况严重，学生辍学外出

打工现象时有发生。她踏遍了东河镇的每一

个黎村苗寨，深入学生家中苦口婆心做家长

和学生的工作。2013年10月8日，班里3名

学生，因为文化基础较差，对学习缺乏自信，

准备“国庆”节后外出打工的想法被她知道

了，在她努力下，家长同意了，孩子又回到了

课堂。

因是家中独子，父母娇宠，行为叛逆，

还染上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已连续

被四个学校开除的“潜能生”符小进（化名）

回到了东河中学进了赵志慧的难点班。在

赵志慧的帮助下，符小进痛改前非，发奋学

习，今年考上东方市民族中学高中部，继续

着求学之路。与符小进一样，班里 4 位这

样的学生考上高中，她所教的班级共有 56

位考上高中。所带班级学生辍学率连续创

历史新低、“潜能生”转优人数名列全校前

茅。

2009年至今，赵志慧分别被评为东方市

东河中学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东方市优秀

教师，海南省优秀教师。

■ 本报记者 侯赛

“不到哨声最后吹响的那一刻，你
永远不知道结果如何，这就是足球的
魅力！”

王群，海南大学执教28年的足球
教练，一生痴迷于足球，每当有人问他
足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时，这句话总
是他最直截了当的回答。

“踢球的学生越来越少了，选修足
球课的学生数量连篮球的一半还不
到！”谈起高校足球的开展情况，王群
万般无奈地告诉记者。在他的印象
中，从2000年开始，学校里踢足球的
学生越来越少，足球场上的球员渐渐
都变成了校外人员，校园里的踢球氛
围也越来越差。

这种情况并不是只发生在这一所

高校，海南医学院足球协会会长张凯
同学告诉记者，学校足球场上留学生
的热情之高远比国内学生，学校足球
协会目前只有不到20人，平时踢场比
赛都“凑”不齐人。

为什么足球在高校中的地位一
日不如一日？海南师范大学社团联
合会副会长孙子豪告诉记者，“学业
压力大”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
高校学生不是忙着考证，考研，考公
务员就是忙着实习，创业，找工作，哪
里还有心思踢足球？甚至还有同学
和家长认为，踢足球是“不务正业”。

除了学业和找工作的压力，不少
高校管理者也对足球“心有疑虑”。海
南医学院王同学告诉记者，10年前，该
校举行院级足球联赛出现安全事故，
有学生不慎摔断胳膊，自此学校便叫

停了院级足球联赛。出了安全事故谁
负责？学校也怕担风险。足球就这样
被无情地踢出该校校园体育赛事之
列。

没有足够的专业师资配备，如何
谈提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
高校的足球协会连基本的指导老师
都没有配备，有指导老师的，指导老
师的大部分时间却又被学校的体育
专业队占用，成了“名不副实”的指导
老师。

体育赛事没有资金补助，如何谈
发展？不少热爱足球的高校学生面对
记者的提问一肚子苦水，他们告诉记
者，学校的大部分资金支持更多用于
文艺类的演出活动，体育类则面临资
金短缺。每次组织一场比赛，场地费
用，裁判费用和饮用水等费用，学生们

都要自己到校外拉赞助，打一场正规
的比赛对他们来说真是“奢侈”。

踢球的人越来越少，足球在高校
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殊不知，也与中
小学足球教育的缺失有着至关重要的
联系。记者走访发现，中小学足球场
被不断扩建的教学楼所挤占，足球场
地越来越少。

“大学足球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
文化，甚至是酷爱足球学生们大学最
美好的回忆。在大学的球场上才真正
懂得团体精神，荣辱与共。”王群说，高
校足球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地区足球
氛围的营造，可以辐射带动一个地区
中学小学足球水平的提高。不到最后
一秒，你永远不知道输赢，足球精神也
象征着一种拼搏精神，不到最后，永不
认输！

在武汉市对口帮扶海南保亭教育
的第三年，什玲镇中心学校迎来了读
书盛况：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小学三千
多个家庭捐赠的近万册图书乘着秋风
飘洋过海，落户什玲，让什玲镇中心学
校的老师孩子沉浸在书的海洋中。

什玲镇中心学校地处保亭，是贫

困地区，学生课外图书奇缺。针对这
种现状，学校采取了四步走的策略满
足学生的阅读需求。一是在办公经费
紧缺的情况下，购置一些图书，但数量
有限。二是通过捐赠的途径，多方求
援。像这次武汉捐赠的图书都是由学
生和家长亲自选定的图书，非常适合

学校学生的需求，每人平均15册以
上，基本上缓解了阅读难的困境。全
校师生对此无不欢欣鼓舞。三是学校
订阅了近万元的儿童刊物，具有极强
的兴趣性和可读性。四是利用每班的
多媒体，将数千册的中外连环画，绘本
等软件装入每班的多媒体，创建班级

电子图书馆，海量阅读。
学校将所有的图书分到班级，成立

班级图书馆，由学生担任馆长，管理图
书。学校还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如：故事会、图书介绍、名著导读、读书心
得、读书角等，使学生的阅读生活深入
有实效更持久。 文图/王二虎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198名毕业生，最高分756分，54人
超过了 700 分，平均分超过了 640 分
——在今年的中考成绩榜单中，复办初
中的定安中学的首届毕业生交出满意成
绩，全部毕业生的平均分一项，更是排在
全省452所初中学校的前列。

“定安中学的初中管理，没有特别高
深甚至明显创造性的做法，抓好常规就
是王道。”定安中学有关负责人说。

复办初中：
老师挨个动员学生来

2012年9月复办初中的定安中学，
首届198名初二学生，来自定安实验中
学以及县内的乡镇中学；初二年级的14
名老师，则由县里定安仙沟思源学校、定
安实验中学、雷鸣中学、坡寨中学、龙塘
中学等10所中学的师资抽调组成。

“当时是开始恢复初中，不少家长和
学生对学校没有信心。”担任定安中学复
办初中首届初二年级组组长的王江回忆
说，特别是当年以定安中学名义招生，
说好初二年级转入定中就读的定安实验
中学初一年级之后的学生，他们许多并
不主动愿意如约来到定中。“当时老师甚
至要挨个做工作动员学生过来。”

“这是复办初中之后的第一届学生，
成绩必须抓上去。”作为初二年级年级组
组长，同时还担任两个班语文课的王江，
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很多人对学校没
有信心，不能自己也没有信心。

严抓纪律：
“班主任人盯人”

好学风依赖于好纪律。为了抓好第
一届学生的纪律，定安中学实行初中班
主任带班制度——从早上6点钟学生起
床，吃饭、做早操，6点50分开始早读，
到晚上9点50分晚修之后，每个班的班
主任都要深入到宿舍、教室，查起床、查
就寝，切实负起“班主任人盯人”的责任。

首届学生升入初三之后，4个班的
体育老师王素平是最忙碌的任课老师。
每个班一个星期三节体育课，每天下午
放学之后，王素平要带着全部的学生在
运动场上进行1000米长跑，一方面是锻
炼身体，同时这也是在进行中考备考。
今年，体育是8门中考考试科目之一，满
分分值达到40分。

对于学生课堂睡觉的情况，定安中
学要求每一名任课老师“零容忍”：一定
确保学生在课堂上认定听课，不能放弃
任何一个学生，对于他们不懂的地方要
有耐心进行详细讲解。同时，定安中学
要求学生不能携带手机，一经发现，将进
行没收，交由家长保管。

成绩提高，
经验并不特别高深

“任课老师上好每一节课，班主任负
责班级每天的考勤。定安中学的初中管
理，没有特别高深甚至明显创造性的做
法。”定安中学有关负责人认为，“亲其师
信其道”，最基本的学校管理、教师教学、
学生学习做好了，出成绩就是自然而然的
事情了。“教学管理主要的核心是教师的
责任心，有了老师的责任心，能带动学生
主动学习，考试的成绩就会相应地提高。

今年的中招中，定安中学2014届初
中毕业生考入海南中学10人。“部分优
秀的学生进入海南中学、海南华侨中学
之后，我县今年700分以上的学生进入
定安中学高中的，全部是定安中学初中
毕业的。教学成绩的提高，这也意味着，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定安中学高中的招
生生源。未来，更值得期待！

定安中学复办初中，首届
学生中考成绩平均分，位居全
省452所初中学校前列——

定安中学：
“抓好常规
就是王道”

大学里踢足球的学生越来越少，有的高校甚至停止了校园足球联赛，足球的精彩只能在记忆里回味——

足球魅力，何时重现高校

山区孩子收到武汉来的爱心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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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教师黄有英扎根山村24年

“只要有学生，我会一直坚守”

？

黄有英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 洪宝光 摄

大学足球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文化。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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