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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求学
向天涯

■ 昌江思源学校校长 姜波

乙未壬午之初，闻琼州
纳贤良之师，遂心不宁。叹
数载，繁华极尽皆瞬忆之状，
曾有得半亩荒山之求。携妻
儿入紫贝、探儋耳，见山川之
俊秀，河海之澄澈，黎乡之淳
朴，共决择木而事也。

几经周折，今安思源。
吾本平平，蒙保铭书记面诲，
感其之真切情谊，慨其解教
育之深远，实乃“仰不愧於
天，俯不怍于人”之真气度
也。

吾虽愚钝，念及重托，不
敢懈怠。报至柔之躯，怀无
我之念；天可作鼾被，地可作
蓑衣；劳可抛裘跃马，息可弹
剑作歌；无锄手便是，糟糠亦
有香；依侬虽不在，有青茶琴
音为伴，玉带蹄莲心桥；岂不
快哉？另需自醒，敬畏神明，
敬惟慎独。时念：箪瓢陋巷
之淡泊，驱尽黄沙不为金之
本心；行教育之农耕细作，弃
急功近利之形式；爱师生如
子，敬贤德之人；明学高为师
之理，做身正之范；执合宜之
法，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
取之也。

辗转之间，微风徐至，丝
丝往事如幕。几度沉浮因忠
烈，便有如今涛寄。览苍穹
之辽阔，享庭前之虫鸣。回
首四十二年如昨，六千里外
牵挂。投笔求学向天涯，唯
盼桃李仲夏。

纵浪大化，体静心闲，有
入无相之虚，羽化飞仙之感
也。赋言以记之。

时乙酉壬辰日子时

■ 屯昌思源实验学校校长 程时贵

省委书记罗保铭在庆祝教师节大会上充
分肯定海南24所思源学校办学取得的成绩，
为海南基础教育树立了榜样。

罗保铭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党委政
府：“千军易得，良师难求，花这么大的代价把
优秀人才引进来，关键还要留得住，用得好！
各级党委政府要真心惜才爱才，对他们多关
心多包容、多撑腰、多搭平台，及时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
办学，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让先进的办学
理念、管理模式辐射到更多薄弱学校。”

罗保铭书记的这些话感人肺腑，对背
井离乡的赶海人，追梦人——引进的校长
及骨干教师，是极大的精神鼓舞。我们再
苦、再累、再怎么被人误解，也无怨无悔。
我坚信思源的校长们将信心百倍奋力踏上
第二次征程。罗保铭书记的讲话更将鼓舞
着刚刚引进的六十位校长教师，坚定了来
海南筑梦的校长和老师们扎根海南的决
心。

让我们高声疾呼：有省委、省政府真心办
教育的好政策，有真心惜才爱才的好领导，天
下有志之士的闯海人大胆来海南吧，美丽的
国际旅游岛将会圆你一个教育梦！

海南，圆教育梦想的地方

■ 省教育研究培训院专家 苏盛葵

管理是计划、决策、组织、指导、激
励、控制的过程，管理的核心是人，管理
的目的是效率。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

“管理”就是管理任务、承担责任和勇于
实践。要说海南教育，近年来快速发展，民
众满意度大增，但整体水平和质量还不够
高，其真正软肋就在管理，在于教育管理的
科学化水平和效益还有待提高。

我省基础教育的管理至少还有三弱。

一曰“抓不住”。部分地方教育行政统筹决
策力不足，对地方教育发展的重难点分析不
准，对教育核心规律理解不透，对省里教育
发展的规划和规章把握不力，只盯住设施改
善和升学率，长年在教育外围搔痒。我省总
体上很缺教育管理专才，即如市县教育局
长，调查显示，从教育系统之外转到教育局
长岗位任职的比例达到了73.7% ，大多数
没有教育教学管理的实践经历。

二曰“硬不起”。一些地方工作常态是
应付和打哈哈，不大动真格，攻坚克难力不

强，非常缺乏以担当实干的精神推进工作、
以钉钉子的精神严抓落实。我们不少校长
管理上粗放、随意，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
仍大量存在。

三曰“带不动”。一些地方和学校缺乏
机制创新，缺乏典型引领，缺乏突破方径，没
有硬抓手，长年“死水微澜”，大面积的人和
事缺乏活力，没有起色。

管理是教育第一生产力，只有管理强，
教育才强。所以，省委书记罗保铭在今年
教师节大会上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提到：“有

个好校长，就有一所好学校；有个好局长，
方有一方好教育，”“要严格加强教育的规
范管理，”“教育管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
理，责任重大，专业性强，容不得外行或庸
官、太平官。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责任
心强、有教育背景、懂教育管理、愿意献身
教育事业的好干部选配到教育局长、校长
岗位上。”这些话点中了我们教育发展的

“大穴”和“牛鼻子”，高屋建瓴，切中肯綮，
又亲切平实，语重心长。

办好海南教育，办学条件还不是第一

位的。第一位的是“人”，人是决定一切的
因素。全省24所思源学校短短几年就成
为当地群众认可的香饽饽再次说明了这一
点。

只要我们按照省委书记罗保铭这个思
路办教育，只要我们持续发力，大力培养、
引进、留住和用好人才，海南拥有了一大批
德才兼备、真抓实干、敢啃硬骨头、持之以
恒的好局长、好校长、好教师，我们的教育，
何愁不似“南海有鱼”，“其势若垂天之
云”？何愁不会“扶摇而上九万里”？

■ 海口市教育局局长 厉春

省委书记罗保铭在海南省庆祝2015年
教师节大会上强调：“要把打造一支高素质教
师队伍作为海南“十三五”教育发展的重中之
重”。

“十二五”期间，海口教育取得了长足发
展。但正如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
同志在海口市庆祝第31个教师节讲话中所
指出的：“城乡义务教育学位的结构性矛盾还
比较突出，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与群众的期
盼还有差距”。为了逐步消除城乡师资水平
差异，办好家门口每一所学校，让城乡孩子站
在同一起跑线上，缓解城区学位压力，满足群
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盼，“十三五”期间，海
口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教师队伍，特
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扎实做好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
学院“农村学校管理改进与质量提升工程”合

作项目，目前已有10所农村学校启动为期三年
的项目试点。二是有计划地开展优秀校长、优
秀教师到乡村学校为期2年以上交流任职、任
教工作。三是落实好乡村校长、青年教师到内
地高校进修和进海口本地优质学校跟班学习
计划，大幅提高乡村教育教学质量。四是要推
广强弱学校捆绑、教育联盟等办学模式，将原来
的帮扶模式上升到捆绑模式，要把被捆绑的乡
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纳入到优质校年终考评
中。五是加强对教师考评奖惩力度，对为师不
尊、以教谋私的教师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对专
业技术水平低，责任心不强的庸师、懒师可以考
虑解聘换岗等；充分利用好奖励性绩效工资、职
称评聘和各类评优评先等手段，切实做到多劳
多得，优劳厚遇，特优破格。

此外，海口市在十三五期间也拟向全国
招聘一定数量的骨干教师，同时积极与省教
育厅沟通让我省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引
进工程惠及海口。

办好家门口每一所学校

管理是教育第一生产力

省委书记罗保铭以“教
育书记”闻名。9月10日，听
完罗保铭在庆祝第 31 个教
师节大会上的发言后，海南
教育界人士有这样一个评
价：实在！

罗保铭的讲话“实在”，
体现在清醒地看到海南教育
存在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
提出的措施也实实在在。罗
保铭指出，海南教育基础差、
底子薄，引进优秀校长和骨
干老师，是短期内提高海南
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
途径。我省计划斥资 1.5 亿
元面向全国引进300名优秀
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首
批 60 多名校长和骨干教师
已上岗。为此，罗保铭提醒
各级党委政府，要真心惜才
爱才，对他们多关心多包容、
多撑腰、多搭平台，及时帮助
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办学，
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让
先进的办学理念、管理模式
辐射到更多薄弱学校。

随着社会的发展，老百
姓对教育的期盼和要求也越
来越高。为此，罗保铭语重
心长地寄语市县领导：教育
管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
理，责任重大，专业性强，容
不得外行或庸官、太平官。
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责任
心强、有教育背景、懂教育管
理、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的好
干部选配到教育局长、校长
岗位上。

这些话，句句说到人们
的心坎上，句句切中海南教
育发展的关键和要害。

为认真领会和贯彻落实
罗保铭在庆祝教师节大会上
的讲话精神，本刊今天特地
请一些市县领导和教育界人
士就罗保铭讲话和海南教育
发表感言，期盼大家一起为
海南教育腾飞而努力。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老师不严格学生就会不合格”、“我
很乐意做一名教育书记”、“教育管理容
不得外行或庸官、太平官”……9月11
日，五指山市市长陈振聪翻出他听省委
书记罗保铭在教师节大会上讲话时所做
的笔记，表示对这些表述印象特别深刻，
也很有感触。

“罗保铭书记的讲话发自肺腑，
语重心长，对在座的老师和教育管理
者是一种鼓舞和鞭策，同时罗保铭书
记提出三点意见和四点希望，对大家
寄予厚望。”陈振聪表示，他作为市县
政府主要负责人，除了继续加大对教
育的投入，同时，对教育行业选人用
人将更加慎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要把责任心强、懂教育管理、愿意献
身教育事业的好干部选配到教育局
长、校长岗位上。

五指山市作为国定贫困市县，地
处海南中部山区，与其他一些兄弟市
县相比，教育基础差，底子薄。“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我们确定了优先发展教
育的发展理念，在教育投入方面力度不
断加大，重视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和薄
弱学校改造，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陈振聪说，2014年，五指山市地方公共
财政收入4.33亿元，教育投入为2.4亿
元（包括中央和省级资金），全面开工建
设学校项目57个，教师周转房建设、数
字资源全覆盖等一批教育项目的实施，
大大改善五指山市的办学条件。

陈振聪认为，硬件再好，没有好的老
师和教育管理者，提高教学质量就是一
句空话。他对罗保铭书记“有个好校长，
就有一所好学校；有个好局长，方有一方
好教育。”的观点深有体会。

“去年，五指山市招聘高中学科带头
人2名、中学特岗教师23名，不断充实、

优化教师队伍。”陈振聪告诉记者，提高
教师整体素质，要采取“两条腿走路”，就
像罗保铭书记所讲的那样，“派出更多本
地中青年骨干教师、校长到内地名校跟
班学习，同时把内地的名师、名校长请来
短期任职任教，现场指导。”

外地引进老师毕竟有限，要立足本
地，为提高老师素质创造条件，及时解
决老师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问题，让他们
能安心教学，扎根山区，全身心投入教
育事业。同时，以“三严三实”来衡量老
师和教育管理者，坚决把为师不尊、以
教谋私、乱收费、乱摊派等各种不正之
风从校园清除出去，守护好教育这片净
土。

持续投入，精准发力，争取每一笔钱
都花在刀刃上，五指山的教育质量在慢
慢提高。“今年五指山的中考平均分名列
全省第七，比去年有很大进步。”陈振聪
对此颇感欣慰。

五指山市市长陈振聪：

对教育行业用人将更加慎重

有个好校长，就有一所
好学校；有个好局长，方有
一方好教育。教育管理不
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责任
重大，专业性强，容不得外
行或庸官、太平官。各级党
委政府一定要把责任心强、
有教育背景、懂教育管理、
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的好干
部选配到教育局长、校长岗
位上。

花这么大的代价把这些优秀人才引进来，关键还要留得住、
用得好。各级党委政府要真心惜才爱才，对他们多关心多包容、
多撑腰、多搭平台，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
放开手脚、大胆办学，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让先进的办学理
念、管理模式辐射到更多薄弱学校。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 通讯员 黄秋娜

“省委书记罗保铭在海南省庆祝
2015 年教师节大会上的讲话非常实
在，也很具体，他对老师和教育管理者
的先进事迹非常熟悉。”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县委书记王昱正表示，他听了
罗保铭书记的讲话，深受启发，罗保铭
书记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定
要把责任心强、有教育背景、懂教育管
理、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的好干部选配
到教育局长、校长岗位上”，保亭将按
照这一要求，配备好教育系统主要领
导干部。

保亭作为国定贫困县，教育一直是
短板。“我们已经认识到，教育跟不上，没
有人才支撑，今后的发展缺乏动力源泉，
就不可持续。”王昱正告诉记者，保亭将
坚持教育工作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
地位，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优先发展
教育，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

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工作需要，不断改善
全县教学环境，尤其是农村薄弱学校的
办学条件，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
城乡办学条件，不断提升保亭县整体办
学水平。

据介绍，去年，保亭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4.85亿元，而教育事业投入
达3.05亿元（包括中央资金和省级资
金），新建农村中小学校安工程1.75万
平方米、开建农村教师周转房141套，
落实教育移民学生和贫困寄宿生的生
活补贴和交通补贴政策，推行免除学
龄前 1 年幼儿和高中生学杂费的政
策。2014年，高考一本上线121人，其
中2名学生分别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
大学，保亭教育质量提升在业界有目
共睹。

“罗保铭书记这次讲话中对教育
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对教育局长和校
长的选拔和任命提出了具体要求。”王
昱正表示，这对保亭在这方面开展工
作很有指导意义。近些年来，保亭通

过合作办学、教育帮扶、委托省教育厅
面向全国招聘等形式，引进一批优秀
教师、学科骨干和管理人才，提升了
保亭县教师队伍水平。

“前不久，保亭召开县委常委会，
大家一致同意用特殊人才引进的办
法，挽留武汉支教海南的原什玲中心
学校校长王二虎，以表示我们尊重教
育人才的诚意和决心。王二虎被我
们的诚意感动，表示愿意继续留在保
亭。”

王昱正说，王二虎到保亭什玲中
心学校任职校长 3 年，尽职尽责，一
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什玲中心学校因
他发生巨大变化，印证了罗保铭书记
所说的话——有个好校长，就有一所
好学校。

在严格教育管理上，王昱正表示，
将加强对教育教学的规范管理，以“三
严三实”的标准，不断加强学校领导班
子和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和教学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昱正：

配备好教育系统主要领导干部

海南教育的长远发展根本还要靠培养和提升本地教师、校
长。我们要防止出现“招来女婿气走儿”的现象，舍得拿出财力，
拓宽本地教师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渠道，继续搞好与
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教育交流合作，派出更多本地中青年骨干
教师、校长到内地名校跟班学习，同时把内地的名师、名校长请来
短期任职任教，现场指导。我看这种模式也可以在省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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