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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丰富青少
年课外生活

不求成才
但求成长

本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陈仲和）1250
名学生、69个节目、16个市县（区）青少年活动
中心……12月20日，“圆梦蒲公英”第三届海南
省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文艺展演暨第二届优秀
书画作品展在文昌市举行。

作为活动东道主，文昌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共组织123名孩子参加本次展演活动，文昌市
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佘杨宁介绍，之所以一次
能够组织这么多的孩子参加展演活动，主要是
活动中心日常活动非常丰富，当前开展了53项
活动，其中40个是免费项目。一个学年累计超
过4万人次的青少年学生来到活动中心参加各
种活动。

除了参加六项文艺类的展演活动，昌江黎
族自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还选送了16幅书画
摄影类作品。在展出现场，记者注意到，反映
昌江芒果丰收的国画作品《五月飘香》获得一
等奖，作者是四年级的学生符冉。昌江黎族自
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郭周艳告诉记者，校
外教育是一项热心、爱心、创新的活动。活动
中心通过多个层面开展具体的活动，让学生走
出校门，走进大自然，感受生活，“就在这个过
程中，锻炼孩子自己‘吃早饭、背行李、助同
学’，让来到活动中心的学生可以得到‘校外’
的锻炼。”

在澄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吴君秀看
来，校外教育的特点就是“不求成才、但求成
长”，孩子们来到活动中心更多的是要锻炼和
体验。“澄迈县去年和今年分别拿出了 30万
元、50万元财政资金，确保来到活动中心的
全县青少年可以免费接受艺术和音乐方面的
培训。

请给教育周刊
提建议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教师，喜欢阅读海南日报的《教育
周刊》，因为《教育周刊》贴近学校，贴近教师，为
教育服务。但在阅读的过程中，认为它应该再
开设两个栏目：一是“教育杂谈”。这个栏目可
以让所有关心教育的校内外人士开怀畅谈与我
省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教育等切实相关的话
题，为教育教学做服务；二是“教师心声”。教师
是承担教育教学改革重担的主体，教育教学改
革能否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因
此，教师的呼声不可忽视。认真聆听教师的呼
声，帮助教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能让他们
集中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改革工作中，提高工
作的效率。而且开设这两个栏目，还能进一步
增强周刊的可读性。

东方市三家中学教师 王永琛

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提建议，说得很有
道理，我们会在以后的版面考虑安排这两个栏
目。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自2014年10月21日改版
以来，已经过了月余，读者，您觉得教育周刊还合
口味不？我们希望从这里，您可以了解海南教育
的一些细节。在这里，您作为家长可以有地方发
表看法，您作为老师可以有平台就教育建言，您作
为学生可以有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老师可以
和同行交流，家长可以和家长探讨，老师可以跟家
长互动。

然而，我们还刚开始，还存在诸多不足，欢
迎师生和家长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

教育周刊
欢迎投稿

这里是家长的天地，也是师
生的舞台。教育周刊欢迎投稿。
投稿要求原创首发。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是海南日
报推出的周刊系列之一，固定在
每周二推出，目前为每期两个对
开大版。

投稿信箱：
2996130659@qq.com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没有空间设阅览室，就利用教
学楼的拐角处办起图书馆，学生既
是借书者也是图书管理者，海口市
第九中学拐角图书馆别具一格。

据介绍，海口九中校园面积很
小，没有专门的阅览室，为了方便学
生阅读，学校灵机一动就建立了这
种拐角图书馆。

12月18日下午，记者在海口九
中教学楼二楼拐角处看见，这里摆
放着一个4层高的书架，书架里摆放
着各种图书，还有两个本子，密密麻
麻地记录着同学们的借阅情况。

“今天，我借了一本《感恩父
母》。”学校初一年级学生陈贝绮查到
这本书后，在借阅本子上写明借阅书

名和具体的时间等。陈贝绮告诉记
者，拐角图书馆天天对学生开放，学
生可以自由自在地阅读和借书。

海口九中，在每一个楼层都放
有一个图书架，每个架子上摆放着
社科、散文、杂文等各种图书。目前
全校共有8个拐角图书馆。

每当下课或者是放学时，同学
们会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看书、借
书。无论是借书还是还书，都没有
人监督管理，全由学生自主填写借
阅图书名称和借阅图书时间

“每个班级都有一名图书管理
员。”九中团委书记陈燕茹说，为了
更好地对图书进行管理，学校从每
个班级中选出一名图书管理员，图
书管理员定期对书架上的图书进行
整理管理。

初二（12）班的高登禧是一名图
书管理员，“除了我们对图书进行管
理外，同学们在借阅时，看到倒下的
图书也会将其摆好。”高登禧说，自
从他当了这个图书管理员，下课了
或者放学后，会主动走到书架查看
图书是否摆好。

“当时组建图书馆时，的确担心
图书会不翼而飞。”海口九中校长陈
运香说，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之
后，发现同学们很自觉。”

拐角图书馆的图书来源由三部
分组成：学校出资购买、老师捐赠、
学生家长捐赠。

老师们评价说，拐角图书馆设
立一年来，效果很好，不但丰富学生
的阅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也得到
提升。”

■ 本报记者 侯赛

《教育周刊》上期《高校食堂，何以
受冷落？”》一文刊发后，立即引发省内
高校后勤和教育工作者们的热议。其
他高校的管理者们怎么看海南大学很
多大学生青睐外卖，冷遇食堂的问题？
针对报道中提到的学校食堂饭菜价格
平抑基金的问题，省内情况到底如何？
本报记者带您进一步探究。

艰难维持学生食堂就餐率

多所高校的后勤管理者反映，如
今物价飞涨，学校食堂涨价的情况也
不可避免。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某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该校有超过一半学生
也已不选择学校食堂吃饭，而选择校
外餐馆就餐。琼州学院后勤管理处李
以群经理告诉记者，该校目前也是艰
难维持60%的就餐率，“美团外卖”和

“饿了么”等在线外卖销售平台让学校
食堂面临冲击。

采购成本和人工成本高，目前成为
各大院校食堂面临的主要难题。李以
群告诉记者，学校食堂对食品安全重视
程度高，采购环节要求供应方要提供更
高要求的资质，因此，供应方也会相应
提出更高的价格，导致原料采购拼不过
校外小餐馆。其次，人工成本上升。学
校要为餐厅的服务人员购买各种保险
等，也让学校食堂面临着不小的人工成
本压力。

对于前一段时间曾有高校禁止外
卖进校园的做法，很多高校管理者和省
教育厅相关工作人员都表示理解。李
以群说：“高校后勤管理者并不是担心
外卖或者小餐馆抢食堂生意，最担心的
还是食品安全问题。”

但是对于学校“一刀切”的严禁态
度，李以群则认为，学校还是应该尊重
学生们的自由选择权利，可以采取呼吁
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的方式，来确保

学生们的食品安全。

我省对食堂饭菜有无补贴？

面对如今飞涨的物价，我省对学
校食堂饭菜价格有无补贴呢？记者从
省财政厅了解到，虽然目前我省并没
有设立海南大学后勤集团许成强所提
到在其他一些省市有的“学校食堂饭
菜价格平抑基金”，但全省有统一对大
中专学生的临时生活补贴，一旦CPI连
续3个月超过3%，将按照学校所属地区
的物价水平，给予大中专学生一定生活
补贴。

省财政厅教科文处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一般而言，像三亚地区高校
临时补贴每人可以领到50元左右，海口
可以领到13元左右。今年只有3月份
的CPI涨幅超过3%，其他时间涨幅比较
低，因此只发放了1个月的临时生活补
贴，去年的CPI涨幅都没有超过3%，去
年没有发放临时生活补贴。

记者调查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同学
认为，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这“点”钱无
疑是“杯水车薪”。

海南师范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
长邹锦云认为，“家庭条件好的学生
领到这些钱，很多时候意义不大，而
如果把这些钱发给学校用来改善食
堂设备，却可以长期控制学校食堂的
饭菜价格，让更多贫困学生获益。”邹
锦云说。

邹锦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今的
用工成本每年都在上涨，以前工人1000
多元一个月，3年时间，翻了一倍，2000
多元，而多买一套洗碗机，或者一个包
子机，4个工人做工就可以减少到2个
人，学校食堂用人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所以设备的更新非常之关键，也是重中
之重。其次，邹锦云还建议我省引进大
型的半成品食品加工厂，让全省高校进
行统一采购，减低学校食堂成本，“农校
对接，联合采购”的形式还要加大力度
推行。

《高校食堂，为何受冷落？》追踪——

高校食堂如何再飘香？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巍巍五指山，广袤而苍莽，这里活
跃着一支90后省外支教队伍——山
西忻州师范学院支教队，他们踏实、阳
光、充满朝气，给五指山教育注入了一
股新鲜血液。

“我们将在五指山脚下用自己的
青春和热血，为黎族、苗族的孩子带来
一片崭新的天空。”这是忻州师范学院
支教队的宣言。从2010年至今，这支
队伍已经连续4年，共有9批527名大
学生到五指山扶贫顶岗实习支教。

他们付出更多
学生成绩自然上来了

今年下半年，忻州师范学院派出
了99名学生，分布在五指山市的水
满、南圣、毛阳等乡镇的13所学校。

红山学校位于阿陀岭脚下，较为
偏僻，忻州师范有3名学生在这里支
教。

近日记者踏访红山学校，学校正在
建新楼，操场泥土裸露，一阵风吹过，尘
土飞扬，操场上只有两个旧篮球架。天
气已经转凉，同学们在上体育课时大部
分仍光着脚。“这些山里的孩子有点

‘野’，他们平时光着脚习惯了，我们让
他们尽量穿鞋上课。还有些学生不向
老师请假，随便进出教室。”支教大学
生任雅楠告诉记者，他们先从行为习
惯上对学生进行教育，现在学生课间
进出教室都知道向老师报告了。

支教大学生陈伟毅负责信息技
术、科学等多门课程教学，记者到红山
学校采访时，他正在给三年级学生上
计算机课。“他们还刚刚接触电脑，先
教他们使用鼠标、打开文件等基本操
作技能。”陈伟毅说，五年级、六年级学
生就要学习打字、图片处理等知识了。

罗冬辉是五指山思源实验学校七
年级七班的数学老师，他接手的第一
个月考试，学生的数学成绩平均分是
64分，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全班学生
的数学成绩平均分达到了76分，在全
年级排名第一。“我们班51个学生，这
次期中数学考试有满分，90分以上20
多个，优秀率达到50%。”

“他们吃住都在学校，有充足的时
间备课，研讨，尽管他们经验欠缺一
些，但他们付出的更多，学生的成绩自

就上来了。”五指山思源实验学校校长
胡广印说，这批支教大学生给学校带
来了活力，也给老师们带来压力，激励
着当地老师追求向上。

幼儿园支教组
男老师受欢迎

今年下半学期这批支教老师中，
有15名老师安排在五指山市幼儿园
和五指山市嘉佳幼儿园，其中有7名
男生。

五指山市幼儿园支教组组长刘海
在大学期间学社会体育，他来到该幼儿
园后，担任副班老师，除了给幼儿园小
孩上体育课，还要给幼儿园培训老师。
3位支教男大学生来幼儿园，也让五指
山市幼儿园破天荒地的有了男老师。

早上7点10分，支教大学生们来
到幼儿园，到食堂提早餐、拖地、给孩
子喂饭等，上午教孩子们做游戏，玩飞
碟、花样篮球等，一天下来，忙得不亦
乐乎，下午5点多，孩子们被接回家

后，支教大学生们开始自己买菜做饭，
晚上还要做第二天的课件。

“他们给幼儿园带来了阳刚之气，
孩子们的体育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我让他们到每个班都去上课，让本
地幼儿教师学习。”五指山市幼儿园负
责人告诉记者，她希望每批支教的大
学生中都能安排几个男大学生。

老师全程跟踪
每周出简报

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党总支副书
记王之国是学校支教队带队老师之
一，他告诉记者，从1997年开始，忻州
师范学院就派出大量学生到农村中小
学扶贫顶岗实习支教，一次机缘让忻
州师范学院与海南结缘。学院选择了
在五指山市定点支教，五指山市是学
校派出的唯一的一支省外支教队伍。
忻州师范学院在五指山专门成立了办
事处，有4位老师在分片负责这些支
教大学生的教学和日常生活。

周丽敏是忻州师范学院带队老师
之一，负责五指山思源实验学校支教
大学生的管理，主要任务就是听学生
讲课，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指导，让支教
大学生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对支
教大学生的管理比在大学要严，他们
要早起做早操，集体备课，每周要开一
次内部教学研讨会，同时还要参加一
次与本校教师的教学研讨会。”周丽敏
说，这些支教大学生，在没有特殊情况
下，晚上9点前必须回到学校，晚上不
得私自外出。

从支教大学生来五指山支教以
来，他们形成了一个好习惯，每周出一
期简报，目前已经出了119期，记者看
到，每周工作记录非常详细，譬如某某
老师去某个学生家里家访，一份简报
能读懂支教大学生支教的酸甜苦辣。

除了让大学生扎根山区支教，此
外，忻州师范学院红十字会还向五指
山市捐赠200万元，建设了30套教师
周转房，并多次向五指山市农村小学
捐赠图书，累计100多万元。

支教是一件伟大的建设性
事业，我们不能抱有丝毫应付
性教学、得过且过的心理。花
无重开年，人无再少年。每一
个孩子的教育就只有一次，我
们不能让他们成为我们支教的
试验品。既然来了，就必须全
力以赴！

（五指山番阳小组）

时间过得那么快，想想我
们刚刚报到的那些情景，突然
觉得这样的支教生活是那么值
得留恋和珍视。你在这里爱着
学生，然后被他们爱着，那该是
多么幸福的事情！

（五指山番阳小组）

学校检查教案，很多人都
在忙着做，如果我们能未雨绸
缪该多好。成功总是留给那些
有准备的人，说的一点都不
假。比如现在，有些人可以安
稳睡觉，有些人还在拼命工作，
把工作带到深夜去完成，只能
是能力欠缺，不是功夫下足，所
以应该时刻准备着啊。

（五指山思源小组）

2014“国培”让我感触颇
深——“你支教，其实是教支
你。只要动思，即是收获”！

（五指山嘉佳小组）

渐渐的我在这里明白了很
多，做人要勤奋，做人要执着，
但做事不一定要图快。马跑比
骆驼快，但骆驼一生走过的路
却是马的两倍。在教孩子学习
篮球或者其他技巧时，放慢我
们的脚步跟上孩子节奏去学
习！这是成功……

（五指山市幼小组）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连续4年派出9批527名大学生来到海南山区

五指山下书写支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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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第九中学，初中年级学生在拐角图书馆阅读。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大批支教年轻人到来，给五指山教育注入了新鲜活力。 图片由忻州师范支教队提供

支教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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