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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景水

舞蹈音乐室、少先队室、美术室、电
脑室、广播室、心理咨询室、科学实验
室、图书室、体育器材室……海口市秀
英区长流墟小学的教学楼上，分布在教
室之间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功能
室。“孩子们可以畅快地享受到舞蹈、音
乐、美术、科学等科目。”校长郑文介绍。

有了更好的办学条件，尽管是一所
村小，但是长流墟小学在校生人数达到
了503名。在学校组织的书画比赛上，
四（2）班女生陈菁蕊同学画了一张“我
们一起来堆雪人”主题画，“在美术老师
的引导下，我们可以自由地描绘我们的
画。”陈菁蕊兴奋地说。

“在秀英区，农村的学校像城区的
学校一样漂亮。”海口市政府教育总督
学王涯燕告诉记者，近年来秀英区通过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不断改善学
校的办学条件，推进农村学校管理与改
进与质量提升工程，推动全区义务教育
的均衡发展。

秀英区副区长崔海萍介绍，秀英区现
有63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位于城区
的只有4所，94%的学校分布在农村。因
此在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中，始
终将改善农村学校的条件作为重点。

走在长流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上，
仿佛走进了一个科技的世界：从童第
周、竺可桢等科学家的事迹介绍，到神
舟飞船的上天；从太阳能技术的详细流
程，到探究海洋的生物技术……“我们
希望孩子们在人生起步的时候，就受到
科技的熏陶。”校长吴忠博认为。

不仅是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秀
英区还通过深化课程改革等措施，提升
辖区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2015年5
月以来，秀英区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

指导长流中心小学和东山中心小学抓
学校管理，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
品位。2014年9月，将4所城区优质学
校与5所镇中心小学结对，实行教学观
念、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四
个方面的全方位指导。

2015年海口市小学学业质量监测
中，海秀、石山、西秀、长流等4所乡镇中
心小学总合格率进入海口全市农村学
校的前10名，海秀中心小学总合格率、
总平均分位列海口市农村学校第一名。

秀英区教育局局长陈维坚介绍，秀
英区农村学校的第二课堂比较有特色，
永兴中学成立了民乐班、东山中心小学
有了爱乐合唱团，等等，“这些为农村孩
子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海口市秀英区多措并举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农村学校像城区学校一样漂亮

■ 本报记者 刘操

去年，本报教育周刊连续两期关注
了我省小学科学学科薄弱，学生学业水
平堪忧的现状。报道引起了很多学校
负责人的重视，新学期开学，很多学校
都增加了对科学课的投入力度，或增加
课时，或将科学课放在重要位置。其
中，海口景山学校海甸分校的科学课，

让孩子们课堂内外亲手参与试验过程
的做法，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家
长们的赞许。

海口景山学校海甸分校的冯磊老
师负责任教3年级的科学课，在他心目
中，科学课的意义重大，学生们如果可
以从小打好科学基础，可以为日后初中
物理、生物等课程奠定基础。“今年学校
将三年级科学课的课时从以前的每周

一节课增加到现在的每周两节课。”冯
磊说，增加课时后，如何激发学生们的
学习热情和让他们尽可能掌握更充分
的知识非常重要。

三年级的第一堂课是植物的生长、
变化。冯磊在课堂上引入了一个活动，
让孩子们在周末回家过程中用可乐瓶
等原料制作简易花盆，并准备土壤和种
子带到课堂上。然后，冯磊在课堂上教

授孩子们培育种子的方法，学生们亲手
培育种子后，每一个学生贴上自己专门
的标签，放在阳台上面，让孩子们每天
观察种子的生长变化。

“对孩子们来说，他们玩得很开心，
每天下课都会看种子的变化，也会看其
他小朋友种子的变化。通过这样的课
程，提高他们在课堂上的兴趣！”与此同
时，冯磊还给每一个学生布置了一个作
业，将科学课的过程通过作文的方式写
出来。“让孩子们把种植发芽的过程，种
子发芽后的形状是什么样的，看到种子
发芽后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冯磊说，真
正的科学课不仅仅是让孩子们“玩”、

“看”，更多的是让他们能够体会其中的
过程。

另一个让冯磊感受到的变化，学生
们通过科学课会留心观察周边的事
物。“有的小孩子从前喜欢走在草坪上，
或者随手摘树叶，他们现在会给自己的
爸爸、妈妈说，植物生长那么不容易，我
们不能破坏他们。”

课后，冯磊和其他老师将孩子们在
课堂上的试验过程发在了微信朋友圈
里，得到了很多学生家长的“点赞”，家
长们对科学课非常认可，也愿意积极参
与进来。家长们在评论中说：“孩子在
周末很兴奋地准备种子”，“孩子种了木
棉，期待木棉开花”，“孩子回来说，种东
西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在“磁铁的性质”课堂上，为了让学
生们掌握“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
理，冯磊在课堂上找来玻璃、铅笔、钢笔
等道具，让学生们观看试验过程。冯磊
还教孩子们“摩擦可以产生磁力”，然后
示范用尺子摩头发，引来孩子们大呼

“惊奇”。
学生们被课堂吸引，会向老师提出

许多问题，孩子们问冯磊：“为什么磁铁
可以沾到黑板上面，而黑板又不是金
属”，“为什么磁铁可以沾到桌子
上”……一一给孩子们做出解答，冯磊

坦言，做一名合格的科学课老师，要对
知识掌握的非常全面才行，随时考验着
自己。

课余时间，冯磊老师还会给孩子们
准备一些科幻、科普的小电影，来激发
他们对科学世界的好奇心。“让他们觉
得科学课不是那么枯燥、乏味的，让他
们爱上科学课堂。”

“学校对科学课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冯磊说，在一学期的科学课结束
后，对学生的考核将通过试卷的形式完
成，主要考察学生们掌握的科学基础知
识。而在平时，如果学生积极在科学课
上参与，可以得到“乐学币”的奖励。这
些办法都会有助于科学课课堂的老师
与学生教与学的质量更高。

免费师范生
2007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

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免费教育师范生是指报考教育部六所
直属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之一后有条
件地接受免费师范教育（Free normal
education）的学生 。免费师范生入学
前要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
学教育10年以上。到城镇学校工作的
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先到农村地区学校
任教服务2年。国家鼓励免费师范毕业
生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27 名免费师范生，从 2011 年到
2015年，澄迈中学连续五年招揽到免费
师范生：2011 年 4 人，2012 年 10 人，
2013 年 2 人，2014 年 8 人，2015 年 3
人。“学校共有316名专任教师，免费师
范生的比例将近十分之一。”澄迈中学
副校长李强感叹说。

来自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的统计
显示，从2011年首届免费师范生毕业至
今，我省累计接收了518名海南籍免费
师范生回琼就业。此外，2名海南籍免
费师范生分别跨省至广东、重庆任教，5
人选择了解约。另有7名外省籍免费师
范生跨至我省任教。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6所教育部直属
师范大学毕业生，免费师范生是海南中
小学课堂的“青年军”。

免费师范生成为“香饽饽”

“凡签约5年以上（含5年）者发给安
家费12万元，在正式入编后一次性发
放。”2月17日，在海南省2016年教育部
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供需见面招聘
会上，儋州市颇具诱惑的高价，让不少免
费师范生“心动”。最后，在今年111名毕
业生中，儋州市一举“拿下”了25名。

儋州市教育局局长周春声介绍，免
费师范生自身的素质较高，全省每年提
供的岗位远远超过毕业生的数量，要想
和海口、三亚等地竞争免费师范生，就

要有更优惠的政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是儋州，

2011年至今，不时有市县放出“大招”吸
引免费师范生。同样在今年，定安县也
拿出了优惠待遇：录用者，每人安排一间
面积不少于35平方米的公租房，用于生
活居住，一次性给予安家费2万元。在
2014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出的招
揽条件是：在试用期满后给予一次性安
家费2万元/人，还可以享受到5年岗位
调研岗位经费，其中本科毕业生5000
元/年，并且还优先安排申购经济适用房。

免费师范生带来“新风尚”

2012年从西南大学数学专业毕业
的陈尚当年来到澄迈中学担任高中数学
教师。2016年春季学期，陈尚任教高三
（13）班、（14）班两个班的数学课，并且担
任（13）班班主任。尽管任教还不满四

年，但这已经是陈尚第二次任教高三。
“2012年西南大学海南籍免费师范

生中，一共有6名数学专业毕业生，其他
五个人目前分别在琼山中学、海口市第
四中学、府城中学、三亚市第二中学、儋
州市第二中学任教。”陈尚告诉记者，六
个人还组成了一个微信群，随时交流上
课心得。

2012年西南大学物理学专业毕业
的徐世孝，时隔四年再度回到澄迈中学
校园。曾经在澄迈中学就读六年的徐
世孝，对中学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当
时家中4个孩子3个在读书，澄迈中学
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他希望可以回
馈母校，把自己的所学教给更多的学弟
学妹。如今，徐世孝已经和同年到澄迈
中学的免费师范生陈四焕结婚，并且在
2015年底首付了5万元，拿到了位于校
园里的新房。

澄迈县教科局副局长吴家谟说，在

一线的教学岗位上，免费师范生很快
“就进入了角色”。除了语数外等高考
考试科目，澄迈中学的免费师范生王彩
云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做课外活动，让更
多的学生在学习之余，可以学习掌握航
模等技术。

教育薄弱地区盼望免
费师范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过去的五
年之间，我省接收的518名海南籍免费
师范生，主要集中在海口、三亚、儋州、
文昌、琼海、万宁、澄迈、东方、定安、乐
东、陵水、临高12个市县，其他6个市县
（注：不含三沙市）没有接收到一名免费
师范生。而接收到免费师范生的12个
市县中，大多数集中在海口、三亚、文
昌、琼海等少数市县。

省教育研究培训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从五届免费师范生的分布格局来
看，主要集中在我省教育基础较好的市
县，而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市
县，则很难吸收免费师范生的注意和加
盟。对于缩小县域之间的教育差距来
说，这没有起到作用。因此建议从2017
年开始对免费师范生的接收市县和学
校做统筹考虑，力争让免费师范生惠及
到更多的市县和学校。

2014年，琼中开出了优惠条件招揽
免费师范生，但是无一收获。 琼中县
教育局副局长陈嗣怀认为，希望免费师
范生来到中西部的市县中学任教，因为
这里更容易做出更大的成绩，学校会给
予免费师范生更大的发挥空间。

我省5年累计接收518名免费中职师范生回琼任教

免费师范生抢手 6个市县抢不到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眼下正是艺术生校
考的时间点，海南大学作为海南省唯一一所
211院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考生报
考。据了解，今年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拟招生
320人，却约有24000人拟报名，招考比高达
1：75。其中，安徽省拟招生10人，吸引将近
5000人报名。

“就我们学院的情况而言，今年艺考形势
持续火爆，比去年多了六千人报考”，海南大学
艺术学院院长张巨斌介绍道。“录取要求跟去
年变化不大”，张巨斌补充说，“都是择优录取，
但考的人多了，对学生的素质要求就更高。以
音乐为例，招录考生都是专家团集体打分，从
中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生”。以音乐考试为
例，视唱考试是所有音乐考生的必考科目，然
后再依照专业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类。其中，声
乐科目考试，考生要演唱自选歌曲一首，需达
到中级以上程度，满分100分，视唱20分，声乐
80分。

“基本上，一开嗓，我们就能判断出考生水
平了，嗓音条件好坏，一听便知”，张巨斌向记
者介绍说，“像发音技巧可以训练，但是声色条
件怎样，还是很容易判断的”。

除艺术学院外，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的戏剧影视文学(影视编导方向)专业，亦属
艺术类招生，但对文化课成绩要求较高。据
了解，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尚未对艺考生的文
化课成绩做特殊要求。换言之，在文化课达
到当地录取标准后，依照专业课水平择优录
取。

今年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为什么那么火
爆？张巨斌分析认为：

第一，海大艺考招生公开透明，去年还得
到教育部考试巡视组表扬。

据了解，今年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派出相
关老师整理学生的考试资料与考试录像，统
一交由学校招办，由招办组成七人专家团，
统一打分。“我们严格执行教育部的相关规
定，招生过程还是很公平的，这些学生也能
感受到”，张巨斌说。

第二，海大艺术学院刚刚举办完30周年
校庆，很多知名校友纷纷回到母校庆祝，其中
不乏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校友。比如，海
南大学艺术学院2012级服装表演专业孙雯
聪，就曾获得2014世界旅游小姐中国区总决
赛冠军，并晋级全球五强。

第三，“我们的学科建设很有特点，一直与
国际旅游岛建设相结合，以期培养出更多能服
务于海南旅游文化发展的学生”，张巨斌解释
道。据了解，近年来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一直在
致力于弘扬海南省本土文化艺术，并在海南本
土民间艺术基础上，排演了舞台剧“琼古遗
韵”。据悉，该剧曾获第二届海南省文华奖，一
些学生也在其中承担了部分演出工作。“通过
表演，在校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所以，不
少学生愿意来这里学习”，张巨斌说。

当然，“海南的椰风海韵也让许多外地学
子向往，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吧。”张巨斌最后
说。

“椰风海韵”
引爆艺考
海大艺术学院招考比例达1：75

海南5年接收免费师范生518 名

海南大学艺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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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编后一次性发放。

定安 琼中

( )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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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亲手培育种子后，贴上自
己专门的标签，每天观察种子的生长
变化。

本文配图由景山学校海甸分校提供

科学课让孩子们亲手参与试验过程，学生欢迎，家长赞许。

各市县接收免费师范生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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