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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教育精英
投身海南教育

我省第一年招聘的这批优秀校长都
有多年从事校长或副校长经历，管理经验
丰富，适应能力强，很快地融入海南教育，
短短一学期，学校管理就有可喜的变化。

“我来的第一天就十分惊讶，学生迟
到的特别多。”“学生一群一群地迟到。”澄
迈中学、澄迈思源高中和澄迈二中新引进
的校长都不约而同地从迟到现象抓起，抓
纪律，抓学生行为规范，抓常规管理。

保亭中学校长周小华十分重视对校
情的了解和掌握，学校开展了《保中要发
展，我们怎么办》的献计献策的活动，共
收到意见和建议128条，根据老师的意
见和建议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他为老
师办公室安装了打印机，固定电话，拓宽
了带宽，改善校园环境，安装了电瓶车充
电桩，修建了停车位，筹建教工食堂。这
些事情虽小却暖人心。

儋州新州中学校长严振军则先把每
周的行政例会和教职工例会先开起来，
解决工作散漫问题。他针对这里的“节
奏”比较慢的状态，提出工作要有“韧”的
精神，先易后难，一个个解决问题。

校长也敢于直面教育管理难题，大
胆进行绩效考核改革，“我们的绩效改革
方案整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教代会才
通过，不容易啊！一定要做到功过分
明。”澄迈二中校长王元峰说。

抓课改抓培训，提高老师的素质，也
是校长们的共识。“乡镇老师很多不知道
什么叫课题，什么叫立项，今年我们学校
每一个教研组都要有一个课题研究，通
过培训提高整体老师的素质。”白马井中
学校长梁万璋说。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方面，各个学校
更是各尽其能。澄迈思源高中李树峰校
长发现思源高中的生源是全县排名900
名至2000名的学生时，就给学生讲猎狗
追兔子的故事，猎狗追不上兔子，遭到猎
人的责骂，兔子的回答却是，猎狗跑得慢
最多挨一顿骂，而他如果不拼命就会没
命。他以此激励学生必须“全力以赴，才
能改变命运。”李树峰校长还通过争取当
地村民支持，用三个月时间解决了困扰
学校三年的用水问题。

新引进的学科骨干教师在新的学校
也迅速成为学校的主力，他们基本都承
担班主任工作，身挑重担，上示范课，送
教下乡，在教师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你们带着创新的使命而来。”为了尽
快让新校长适应环境，省教育厅组织了引
进校长培训班，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勉励
校长们，希望校长们能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到新的环境去挑战难能可贵。”“来
海南，开启第二种人生。”这些选择投身
海南教育的校长，正值人生盛年，他们满
腔热情，思考着能为海南教育做些什么，
在海南各个学校发力，海南校园涌动着
变化的新潮。

与此同时，省教育厅也时时关注引
进人才的待遇落实情况。“今年正月十四
上午10点左右，省教育厅领导就打电话
问我待遇落实情况，接到这个电话我觉
得很温暖。我说，我的所有待遇都落实
了。”儋州新州中学校长严振军说。为了
协调解决引进人才的待遇问题，省教育
厅多次召开各市县教育局长会议，并多

投身海南教育，开启别样人生
海口青年教师成长助推站:

让更多优质教育资源
辐射农村学校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一个人可以走得很
快，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3月26日至3月27
日，海口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成长助推站举行
阶段性考核暨提升培训活动。海口市教育研究
培训院有关负责人在培训会上透露，今年助推
站将建立专家、学科工作坊坊主、工作坊学科骨
干、工作坊坊员四个层级的“传输带”培养模式，
将更多农村优秀教师纳入培养计划当中，让更
多优质教育教学资源辐射海口周边农村学校。

2014年1月，海口市共组建了18个青年骨
干教师成长助推站，涵盖中小学以及各个学
科。其培养模式是一名特级教师或海南省级学
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主持，自由联合三名相同学
科省级或市级骨干教师，组成专家团队，面向海
口市城乡中小学公开招收优秀的青年骨干年轻
老师为学员，3年为一轮，目的就是为海口市培
养骨干教师。

两年过去，助推站已形成了较稳定的运行
模式，老师们也纷纷评价该项目让教师培养比
以前更有针对性，是非常好的学习共同体。“应
该以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海口市教育研究
培训院有关负责人说，除了提升海口市区优秀
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该项目也开始逐渐向海
口周边农村学校进行辐射，将更多农村优秀教
师纳入培养计划。

2015年，助推站开展了向农村学校送研送
训活动，调用了316名由特级教师、省学科带头
人、省市级骨干和青年成长助推站的成员组成
了强大的专家团队，送研送训下乡覆盖了全市
23个乡镇86所农村中小学或教学点。其中，
专家与农村薄弱学校教师开展磨课130节课
次；农村薄弱学校教师课堂展示86节；优秀教
师名师专家专题讲座课题 86 讲；参训学员
4023 人，回收有效问卷 3867 份，满意度达
100%。

“以前就算是省级骨干教师下去讲课，也可
能难以得到这么高的满意度。”海口市教育研究
培训院副院长陈素梅总结说，能取得这样的效
果，一方面是改变了以往去农村学校送研送训
的模式。将过去市区优秀教师送教下乡授课，
农村老师观摩的方式转变为农村老师上台授
课，市区专家及骨干教师对课堂进行观察，从而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把脉诊断，提出解决这
些问题的办法，也就是俗称的“磨课”。另一方
面，农村教师也真切感受到了助推站老师们的
真心。“很多助推站的教师都具有为海口教育服
务的意识，不少人都是自己主动开车去农村送
研送训，不求回报。”陈素梅告诉记者。

在过去一年的调研中，海口市教育研究
培训院也发现了海口农村学校存在的诸多问
题：学生随打工的父母进城，造成海口乡镇不
少学校存在学生少、老师多的局面，农村学校
富余教师的教育资源再开发急需进行系统性
的指导；农村兼任教师和转学科任教教师的
学科专业“零起点”培训成为农村教师专业培
训的难题；农村学校的家长学校建设急需开
展，应对农村学校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方面的
系统培训。

陈素梅说，海口市承接了“国培计划
（2015—2017）送教下乡”项目，在构建线下培
训课程体系时，助推站也针对此计划设计了专
家、学科坊坊主、工作坊骨干、工作坊坊员四个
层级“传输带”式的培养模式。“过去都是海口市
区的一个学校帮扶农村的两所学校，或者市区
学校的个别学科对接一个片区，现在我们要借
助助推站学科骨干教师的力量，将覆盖面延伸
到各个学科，通过‘工作坊’的培养模式让更多
农村教师受益，让更多优质教学资源辐射海口
周边农村学校。”陈素梅告诉记者。

■ 羊玉秀

记得有一位名师曾说过，他总是带
着很多顶“高帽子”去给小学生们上
课。开始我很不以为然，如此一来，那
表扬岂不是泛滥成灾了吗？

可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不
得不重新思考。

我们学校地处农村，校园里的老树
木很多，每到落叶时节，地上的落叶总
是叠了一层又一层的，于是学生早上来
上学之前都要先打扫一下落叶。按理
来说这样的劳动强度对于五年级的学
生来说并不成问题，可是每天的打扫任
务却是不尽如人意，不是打扫不干净，
就是拖拖拉拉耽误了上早读课的时
间。为了让学生能够尽快地完成打扫
的任务，不影响到上课的时间，我可是
软硬兼施用尽方法，可效果总是不能让

人满意。
为此，我苦恼极了。
那天早上，天气很冷。我想到这么

冷的天，学生打扫卫生区一定又是慢得
不得了了。于是，我特地早早地赶到学
校去，和学生一起打扫卫生。可能是我
身体力行，不再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原
因，也可能是我不断地夸这名学生积
极，那名学生打扫得最干净的原因吧。
反正那天早上同学们干的是热火朝
天。第一次，破天荒般地赶在上早读课
之前打扫好了。

看着孩子们那一张张劳动过后而
显得红扑扑的小脸蛋，我感到很欣慰。

上课时，我大力地表扬了那几名学生，
并号召其他同学要向他们学习。那一
刻，我注意到了那些红扑扑的小脸蛋变
得更加的笑意盎然。

第二天早上，我也是早早赶到学校
和学生一起打扫卫生区。那天，我也没
说什么，只是微笑着和学生边讲话边打
扫。同学们嘴巴快手脚也快，没过多
久，卫生区就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
了。想到自己平日里苦口婆心地叫呀、
喊呀，同学们还是那么的漫不经心，三
三两两的样子，还是扫得那么的拖拉，
那么的不干净。没想到今天不用我费
丝毫的口舌，就打扫得那么快、那么干

净，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上
课的时候，我又再度不遗余力地表扬了
那些打扫卫生区的同学。那一刻，我看
到了受到表扬的学生那美滋滋的神态，
看到了没有得到表扬的学生那羡慕的
眼光……

那一天，我们班的卫生区得到了很
多老师、学生的赞扬，我心里也是美滋
滋的。嘿，怎么我也像小孩子一样，竟
然喜欢起表扬来了？

第三天早上，因为有点事被耽误
了，所以我比平时晚到学校几分钟。说
真的，我有点害怕看到学生打扫卫生区
还是那样：外甥打灯笼——照旧；可我

又非常的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一次比一次有进步。当我
到达学校的时候，谢天谢地，一颗悬着
的心终于放下了——学生刚好打扫完，
比平时快了差不多一倍的时间！我询
问了几个学生，知道今天值日的那一组
学生为了早上的打扫任务，都是特意起
个大早的，有的甚至连早餐都顾不上，
有的是家长用摩托车载来学校的，有的
是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学校……

那一刻，我抑制不住自己感动的情
绪，快步地走出了教室。那一刻，我知
道了，在小孩子们的眼里，老师的表扬
是他们最高的荣誉！

所以，在小学班主任工作中，有些
工作没做好，也许问题就出在我们自
己的身上。我相信，好孩子是夸出来
的，也是我们老师自己以身作则带出
来的。

表扬的力量

定安新竹镇
培训民办幼师

本报讯 今年来，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定
安新竹镇政府牵头对全镇所有民办幼儿园举办
了7次幼师学习交流会。

定安镇政府通过调研发现，民办幼儿园缓
解了入园难的局面，为家长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的机会，也形成与公办幼儿园竞争格局，促进了
整个幼儿教育的改革发展。但民办幼儿园容易
盲目迎合家长，开设一些不适宜的课程。

新竹镇政府系统地邀请了培训机构培训民
办幼儿园幼师，学习的内容主要有手工技能、音
乐、舞蹈、绘画等。 （严峰）

亲爱的朋友
你好！
自去年8月下旬在湖北松滋老家北湖公园一

别，转眼间过去大半年了。那晚你首先担忧地问
我，大哥53岁了，还抛家别舍去海南任教，能适应天
涯海角的气候与生活么？当北湖公园的音乐喷泉
绽放最后一束斑斓的华彩时，我俩才依依地分手。
昨日读你情真意切的微信，我觉得应该静心与你交
流一番了。经过大半年的海岛生活体验，我可以欣
慰地告诉你：来海南，真的来对了！

少儿时代对海南的印象，源于黎汝清的小说《海
岛女民兵》和由梁信、谢晋、祝希娟等人主创的电影

《红色娘子军》。进入1990年代，当不少同学、同事
“孔雀东南飞”向海南岛那遥远的地域时，我也曾痴
痴地想过：什么时候我也能去感受一下琼岛的生活？

机会终于来了！2015年6月，海南省面向全国
公开引进学科骨干教师。我心有所动，无奈年龄偏
大，更有老母独居。纠结十几天后，我才以试探的心
理选报了儋州二中。也许机遇佑我，9月上旬我开始
在“第二故乡”抒写我教育生涯的“夕阳红”。

那天北湖公园叙谈时，你提醒我，年龄不小了，
到儋州后，少带一个班，别太累着。我告诉你，我是
一个工作惯了的人，多带一个班，会觉得更充实。
虽说每周要起四次早床，要上两次晚修，我也毫无
怨言。这两个班的学生很友好，很热情。我上岛后
过的第一个教师节，就收获了满满的幸福与感动。
8班的学生送我一盆青翠茂盛的文竹，12班的学生
送上一幅自绘的美术画，上面的留言是：老师，您是
我们这学期获得的最好的礼物！窗台上的文竹，伴
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寂的日子；孩子们的留言，
一次次地拨响我心灵的琴弦。而我所在的儋州二
中高三语文备课组，8个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
同事的友情，让我这个“外来客”感到愉悦和温暖。

那晚，你还问我，大哥从教35年，教过初中、高中，
还有6年当教育报编辑、记者的经历，个人著述丰富，
学生发表的作文也很可观，上岛后还会继续辅导、推

荐学生作文吗？我当时回答说“必须的”！入职儋州
后，我与市教育工会《杏坛》杂志建立了联系，于是我辅
导的学生作文开始通过这份刊物与众多读者分享。半
年多来，我所教的班里，已有十多名学生在北京《语文
导报》、湖北《帅作文》与《高考资讯》，以及海口的《考试
报》、陕西的《学子读写》等刊发表作文。你可知道，一
篇作文的发表，会激发起学生对语文的多大兴趣！

哦，对了，你在微信中问我，除了完成日常教学
任务，我还参与了校报编辑，还给二中老师做讲座，
为芙蓉文学社社员指导写作，还执教高三复习示范
课，不觉得累么？我说，累并快乐着！这不正是在
发挥一个特级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么？前不久，
我还应新州中学严振军校长之邀，前往该校给老师
们做教学报告，开展校级间的交流。我非常理解严
校长这位陕西汉子重视教师专业成长、振兴新州中
学的良苦用心。最近一周，我参加语文组听课、评
课达十几节，还忙中偷闲到正大阳光中学听青年教
师上竞赛课，从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那晚，你最后问我，为什么选择了儋州这千年古
郡。我当时只是简单回了句“苏东坡在那呆过”。现
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儋州不仅自然环境优美，文
化底蕴深厚，而且教育得到广泛重视，交通发展迅猛，
西线高铁开通后，白马井车站已成为西部中心站，今
年元旦期间，我们还结伴体验过高铁的舒适与惬意。

来海南，真的来对了！这不仅因为，我们在岛
上可以享受椰风海韵的自在生活，大大丰富自己的
人生阅历，而且在于，海南省政府以及市县政府给
我们海南筑梦提供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厚的政
策性待遇，恰如海岛热热的阳光和爽爽的空气，我
们有什么理由不凝心聚力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呢？

我们的事业正“在路上”，尽管前路有坎坷，有
荆棘，但我们信心满满。

工作给我快乐，与你分享我很开心。
顺颂
教安！

董新明
2016年3月26日夜

来海南，真的来对了
——写给岛外亲友的信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3月24日，我省今年面向全国引进中小学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启动，今年将是三年中的关键一年，我省将重点引进25名中小
学优秀校长和207名学科骨干教师，规模空前。今年的引进工程更是提升至“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发展海南教育，时不我待。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引才，省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把引进和培养好校长、好教师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去年6月，我省
开启了这项宏大的教育引才工程，计划用三年时间面向全国（不含本省）引进300名中小学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整个工程预计斥资
1.5亿元。去年招聘消息发布后，引来全国23个省份656名应聘者，其中校长222人，骨干教师434人。经过资格审查、业绩材料评
审、面试、录用考察、办理调动，第一年最终引进15名校长和33名学科骨干教师人选。

次下文，要求各市县上报引进人才人事
关系办理情况，多方督促，协调落实，基
本上待遇问题都得到解决，但仍有个别
引进人才因为原单位一直不愿放人，导
致人事关系没有到位影响安家费的及时
发放，省教育厅希望各地要全力以赴，对
人事关系尚未过来，待遇尚未得到落实
的优秀人才，要多渠道解决问题。

扩大选才范围
省市都搭平台

23个省份，656名报名应聘者，其中
校长222人，学科骨干教师434人，但经
过资格审查，业绩材料评审、面试等环
节，最终成行的仅有15名校长和33名
骨干教师。

报名应征多，但最后获聘率不高，有
省教育厅宁缺勿滥、严格把关的原因，也
有引才过程中遇到原单位不放人、应聘
者自行放弃等问题的原因。吸取去年的
经验教训，今年我省也在调整招聘措施，
以扩大选才范围。2016年，一是对特级
教师报考，年龄放宽到55岁，同时对40
岁以下、业绩突出的中学骨干教师报考
人员，职称放宽到中学一级；校长报考人
员任职经历，不仅仅限于3年内任校级
领导，对于曾经是校级领导，但近3年已
经调到教育行政部门或教育教研机构等
教育业务主管部门担任领导也可以报
考。在获得荣誉上，也扩大了范围。这
诸种调整，就是为了既要考虑特级教师
等教育顶尖人才引进，也充分吸引年富
力强的教师加盟，为海南教育发展储备
一批骨干人才。

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招聘面试
合格后原按1：1列入考察，今年调整为
面试合格后按1：2列入考察，拓宽考察
数量，提高招录概率。

今年各市县申报招聘需求踊跃，共
申报需求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398人，省
里决定在省级平台上负责招聘25名校长
和207名学科骨干教师。“多出来的191
名需求，我们建议市县自主招聘，市县可
根据实际提出自主招聘的待遇，通过自
主招聘吸引更多教育人才服务海南。”省
教育厅师资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说。

省教育厅寄语各市县，新的招聘大
幕已开启，期待各地解放思想，拓宽渠
道，不拘一格，多方引进教育英才，聚集
更多力量为海南教育发展图强。

特级教师报考，年龄放宽到
55岁，40岁以下、业绩突出
的中学骨干教师报考人员，职
称放宽到中学一级。

曾经是校级领导，但近3年
已经调到教育行政部门或教
育教研机构等教育业务主管
部门担任领导也可以报考。

招聘面试合格后原按1：1列
入考察，今年调整为面试合
格后按1：2列入考察，拓宽考
察数量，提高招录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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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我省将重点引进25名中小学优秀
校长和207名学科骨干教师

制图/张昕

去年8月1日，由省教育厅组织的面向全国引进
中小学优秀校长面试在琼山中学进行。 陈振华 摄

（作者是特级教师，现任教于儋州市第二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