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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招JY

教育如何发展？
屯昌问计于民

本报讯（记者郭景水）为全面提升教育质
量，推进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屯昌县委宣传
部、县教育局决定，从2016年3月28日到4月
28日，面向全县人民群众和县内外各界人士，
开展“屯昌教育质量提升大家谈”、“我为屯昌教
育质量提升献一策”的活动。

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听取民意、集中民智、
凝聚民力，重点围绕如何提高教育质量等开展讨
论、出谋划策，为县委、县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共同推进屯昌教育事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符彦姝

今年3月15日至4月20日，海南省
的初中生们迎来了中考的第一战——体
育中考测试。

今年 1 月上旬，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6年海南省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工作
方案》。我省继2015年比2014年提高体
育中考评分标准之后，今年在2015年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标准：男女长跑项目满
分计时分别缩短8秒、6秒，男女坐位体前
屈比原来分别提高1.5厘米和1.3厘米。

“谁都不想在体育上丢分，但每年的

难度都在增加，考生的压力太大了。”新标
准公布后，不少学生和家长都有这样的感
受。记者从省教育厅体卫艺处了解到，因
我省体育中考满分标准一直低于《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所以在逐步提高，以后
会考虑逐步增加体育考试项目。

体育满分标准逐年提高

据了解，2016年我省体育中考项目
依然是男子1000米长跑、女子800米长
跑和坐位体前屈。其中长跑项目30分，
坐位体前屈20分。但体育满分标准进一
步提升：男子1000米长跑满分计时由原
来3分50秒缩短到3分42秒；女子800
米满分计时由原来的3分38秒改为3分
32秒；男子坐位体前屈满分由原来的16.1
厘米提高到17.6厘米，女子坐位体前屈满
分由原来的16.7厘米提高到18.0厘米。

“如果按去年的标准，我可以得满
分，但今年标准提高后，拿满分对我来说
很悬。”刘源（化名）说，如果自己在体育
上失分，会非常不甘心。刘源的母亲曹
女士则认为，初三学生备考文化课已经
很辛苦，在体育上再加大难度，考生们的
压力太大了。

海南中学初三年级组组长梁振军认
为，逐步提高体育考试标准能够促进学

生加强锻炼，这个方向是好的，但应结合
目前学生身体素质逐步进行，提升太快
会给学生造成压力。该校初中体育组长
张敏则认为现在规定的标准适中，一般
的学生如果能够根据学校的要求认真锻
炼，初三一年成绩会有很大提升。

原因：海南中考体育满
分标准一直偏低

我省体育中考评分标准为何要逐步
提高？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卢刚告诉
记者，各省基本都是参照《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下简称《标准》）制定中考的
项目和评分标准。“海南是1997年将体
育纳入中考总分，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充
分考虑到我省学校体育起步晚、基础较
薄弱，学生体质和全国发达地区相比差
距较大。为如实反映我省学生的实际情
况，同时使我省考生能较好地适应中招
体育考试，实现平稳过渡，当时就以《标
准》的80%作为我省中招体育考试标准
的满分成绩。”

卢刚表示，根据调研，我省中学生的
体质目前在全国已处于中等水平。而现
在全国大部分省市的中招体育考试已完
全按照《标准》来进行。我省计划用四年
左右的时间逐步提高，最终和《标准》一

致。“去年和前年的标准分别提高了4%，
预计明年还要提高4%，如果《标准》修
改，我们也要根据新的《标准》进行调整。”

卢刚认为，体育中考是一个指挥棒，
目的是确保学生每天1小时体育锻炼，
适当加大难度能让学生更注重体育锻
炼，从而提高身体素质。“以前按照《标
准》80%执行的时候，85%的考生能够得
到满分。去年提高了难度，也有50.5%
的考生考分在48分以上，81%的考生考
分在40分以上，体育仍是中考8个科目
中得分率最高的科目。”

“体育中考人人都拿满分就使考试
失去了意义，如果考试分数拉开一定差
距，通过这种压力的传导也能促动学生
多参与体育锻炼。”卢刚告诉记者，近几
年测试数据显示，我省体育中考增加难
度后，各项运动的测试指标都在提高，我
省中学生的体质也在加强，说明增加中
考体育难度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学生课余应多锻炼

张敏告诉记者，长跑和坐位体前屈
一个考验耐力，一个考验身体柔韧性，需
要考生进行长期的训练，短期突击并不
能取得明显提高。

海南中学初中部一位副校长告诉记

者，这几年学校在初一新生家长会上，都会
提醒家长，平时要多带学生出门跑步锻炼。

海口市灵山中学一位体育老师也告
诉记者，初一到初二两年时间，学校每周
都会保证学生有3节体育课，到了初三，
就会针对体育考试进行专门的训练。

张敏告诉记者，从初一开始，海南中
学体育课的热身运动就是长跑。到初
三，学生们的课间操也改为跑步。“我们
还针对初三学生开设了体育加强班，只
要觉得自己体育成绩不理想的学生都可
以自愿报名参加，会有专门的体育老师
进行动作上的指导。”

记者了解到，不少学生认为，跑步有
些过于枯燥。希望以后能够考虑增加篮
球、足球、排球等体育考试的项目，在保证
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让学生们自主选择。

对此卢刚表示，我省会先将体育中
考标准达到和《国家标准》一致，然后逐
步增加体育中考分数，以后也会考虑增
加考试项目。卢刚同时提醒，对于身患
严重疾病及残疾的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免考，其体育科成绩按C等的下限即35
分计入该生中考总分。

我省提高体育中考评分标准，逐年向“国标”看齐

今年跑满分 至少快6秒

56岁时，张东海在湖南岳阳市教育
界已是名人——担任多年的校长，是岳
阳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学、湖南省语文特
级教师。在湘北的那一方天地，他走到
了自己人生的顶峰。

张东海是一个“另类”，他不满足于
现状，仍想逐梦，特别是当他从中国教育
报上看到北师大万宁附中面向全国招聘
校长时，“国有联办，机制创新，自主办
学”，在教育领域浸染了37年的他，被这
些新鲜的字眼搅动得激情满怀，“何不换
一个舞台去重新饰演一下自己的人生？”

当年因年龄问题他是以“破格”的身
份报名参加全国竞聘，凭着丰富的阅历和
过硬的业务水平胜出，最后北师大为他赴
海南壮行。那天是2012年7月20日。

“另类”校长管理“另类”学校

万宁市委市政府为教育鼎新，2012
年5月20日，与北京师范大学签订办学
协议，试行全新的办学体制。

这在海南，至今仍是个高端“另

类”。它是国有公办学校，但是赋于校长
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例如对教师的聘任
与解聘；对教师的奖励与惩处，学校有完
全自主权。对学校的放假时间、作息安
排、各种考试和大型活动，学校也有很大
的自主权。对办学经费的独立支配与使
用，学校也有自主权。

这样的创新体制恰是张东海过去当
校长不曾有机会尝试的。高起点，也意
味着高期望、高关注、高要求。在万宁市
委、市政府的关注下，张东海校长亮出办
学目标：三年成为当地名校、五年成为全
省一流（包括校园文化、校园环境、教师
队伍、高考中考成绩、学风教风校风）。

这目标能否达成，就要看校长张东
海如何一展身手了。

他到学校时，距开学时间不足一个
月，学校路不通、水不通、网不通，只有几
十名刚刚毕业的新教师，并且面临一片
非议，生源不足。北师大万宁附中占用
了原计划建给万宁中学的新校园，有人
误以为是万宁中学高中部被卖掉了，要
花高价才能上这所学校。

一所新学校，需要从头立规矩，师生
管理和教学规范等制度，在开学第一天
就得实行。

“他鲜明的性格特点是：雷厉风行！”
“年轻人走路都跟不上他。”“他有过人的

精力。”“他一刻也不闲着”。老师们说起
张东海，都佩服地说。

2012年 9月1日，全校首届 1000
名学生如期开学，学校最重要的“三个
三”制度同时亮相。“三个十条”，《校园十
条禁令》规范师生工作生活，《教学管理
规范十条》、《课堂教学规程十条》主要解
决年轻教师上课没经验问题，规范所有
教师教学行为；学校实行三大考核（教师
每月教学工作常规考核，班主任每月工
作考核，行管干部每月工作考核），以规
范考核机制，按等级发放绩效工资；三大
表（教学常规课表、校本选修课表、食堂
A/B周菜谱表）。

开学前一夜，他又一次走遍了校园
每一处，最后检查旗杆，要求再给他演示
一下，这一试试出问题，杆丝突然断了，
且夹在高空中。那一夜他坐镇旗杆下，
直至凌晨三点，才将旗杆修好，保证开学
仪式完美举行。“他很注重细节，但又不
会琐碎，他的全局意识和宏观把握也很
到位。”学校高三数学组的老师们说。

没有名师，哪来名校？

办出一所名校关键靠什么？张东海
认为，一是人才，二是制度。“没有好老
师，何以办名校？”张校长特别注重老师

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2012年9月建校以来，他参加了北

师大和全国的30多次教师招聘会。3
年多时间，学校引进了340名老师，包括
5名特级教师，70名高级教师，地市级以
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86人，硕士研
究生41人，建立起一支年龄、学历、职称
相对合理的师资队伍。

学校负责人事工作的刘培英告诉记
者，学校对老师有一系列的奖励和激励
机制。万宁市政府在北师大万宁附中建
立校长基金，校长基金一项重要用途就
是用于每月发放教师绩效奖励，分为
ABC三个等级发放。学校还对骨干教
师、学科带头人进行奖励。

张东海对教师的管理，还有“另类”
的地方。最典型的是要求所有教师、校
领导和学生一起全寄宿在学校，白天坐
班，每晚7点至8点半，每位教师还要打
卡坐班上晚修。“晚修时间，老师或陪学
生自习，或备课学习，或处理事务。”教师
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学习，是张东海特
别看重的事。学校还有多种多样针对老
师的培训、外出交流、读书沙龙活动等。

每年学校对所有教师进行一次全面
考核，实行末位淘汰制。

“工作做好，跟末位淘汰就没关系。”
3月31日10点，在北师大万宁附中集体

备课室，记者抽空向进行集体备课的高
中政治组几位老师询问对末位淘汰制的
看法，边立新、窦艳华、何志杰等老师如
是说。这里的老师可以做到清晨6点
50分到班级，晚上10点才下班，可以做
到周一到周末坚持坐班制。“我们认为改
变孩子的命运是一种荣誉！”“张校长最
大的能力就是激发教师的集体荣誉感和
责任心。”他们说。在他们眼中，张东海
的特点是“开拓创新”、“坚韧不拔。”

在课程设置与课程开发上，张校长
也有他的“另类”见解与做法，他主张开
齐国家课程，开好地方课程，开精校本课
程。他特别重视艺术、体育、心理方面的
教育，连高三年级的音体美课也一节不
许减，他说：“艺术素养与人文素养比文
化成绩更为重要！”

宏大的教育目标振奋人心

2015年，是万宁分管教育的副市长
黄小平挺直腰杆，扬眉吐气的一年。从
这一年起，海南教育的高地上有了“万
宁”的足迹。北师大万宁附中首届高考
中考成绩一鸣惊人。478人参加高考，
二本上线率达到90%，一本上线率达到
48%，包揽全市文理科状元。中考就更
惊人了，2015届学生中考平均成绩为
709分，这个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

而且，从2013年起，万宁学生开始
成批地回流，黄小平告诉记者，有5000
个学生回流读书，绝大部分进入北师大
万宁附中学习。

2016年，张东海已经61岁了，依然
爱打乒乓球，步伐依然矫健，他的目标已
经不局限于本省了。去年他参加了世界
校长大会，学校与美国EDUCATIUS教
育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加快了与国际教
育接轨的步伐，万宁的孩子将来可以通
过附中直接到国外就读大学。

目前，北师大万宁附中师生规模已达
5000人，300多亩面积的校园里绿草如
茵，鲜花盛开，树木葱茏，“教风好，校风好，
学风好！”当地老百姓称赞有佳。但张东
海校长还不满足，一个更大更美的梦想在
他心中酝酿，他说要将学校打造成真正的

“三园式”学校（美丽的花园、学习的乐园、
和谐的家园），让“三声”（书声、歌声、笑声）
天天弥漫整个校园，这就是他的梦想，他
将在追梦的路上永不停歇！

“另类”校长张东海的追梦人生

为加强我省中小学校长、教师队伍建
设，提升基础教育人才队伍质量，海南省人
民政府决定从2015年起，用三年时间，实
施中小学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引进工
程，坚持“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原则，
在全国范围内（不含本省，下同）为部分学
生规模原则上在800人以上的公办中小学
校引进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

2016年海南省计划面向全国引进中
小学优秀校长25名、学科骨干教师207
名。

各市县及省属中学将现有编制优先
用于引进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引
进的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按照有关
规定办理人事调动手续，纳入我省教育系
统事业编制和人事管理，服务期不少于5
年。

调入我省之前已获得的教师资格、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特级教师、劳动模范
等，按有关规定经省教育厅和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后予以确认、保留，
纳入我省同类人才管理和服务，享受同

等待遇。
引进的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凡

签约5年以上（含5年）者，发给安家费，在
正式调入后一次性发放。

具体标准为：
1.高级中学校长50万元；
2.初级中学校长40万元；
3.小学校长30万元；
4.高中阶段学科骨干教师25万元；
5.初中阶段学科骨干教师20万元；

6.小学阶段学科骨干教师15万元；
特级教师另外奖励10万元安家费。

引进的优秀校长及学科骨干教师，前
5年发给引进优秀校长教师补贴，在每个
学年度考核后按考核结果分等次发放，考
核结果未达到称职的不发放。

每学年补贴标准为：
1.高级中学校长考核为优秀的 10万

元、称职的8万元；

2.初级中学校长考核为优秀的8万元、
称职的6万元；

3.小学校长考核为优秀的6万元、称职
的4万元；

4.高中阶段学科骨干教师考核为优秀
的5万元、称职的4万元；

5.初中阶段学科骨干教师考核为优秀
的4万元、称职的3万元；

6.小学阶段学科骨干教师考核为优秀
的3万元、称职的2万元。

应聘人员实行网上报名。

报名网址：
海南省教育厅门户网站，http：//edu.

hainan.gov.cn。
报名时间：2016年4月1日至4月30日。
应聘者网上报名，每人可报2个岗位

（主报1个岗位，兼报1个岗位）。

（具体岗位信息和引进的优秀校长和
学科骨干教师资格条件及优惠政策待遇等
见海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

海南省2016年面向全国引进中小学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公告

海南 2016 年面向
全国招聘中小学优秀
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
大幕已开启，4 月 1 日
至30日为网上报名时
间。办好教育，人才是
关键，一个好校长可以
改变一所学校，也可以
影响一方教育。为配
合省政府宏大的教育
引才工程，教育周刊今
起推出“引进人才风
采”，向读者介绍那些
为我省教育做出贡献
的校长和学科骨干教
师。

一个遥远的陌生电话
■ 董新明

4月1日，是海南省2016年面向全国公开
招聘中小学优秀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公告发布
的第8天。

这天上午11点，我去儋州市先锋路邮局办
事。等待中，手机突然响了，号码显示“河北石
家庄”。河北石家庄？前一段日子我接听过多
个异地电话，不是推销产品的，就是促销彩票
的，还有声称“你的手机号中奖了”云云。不过
今天这个遥远的陌生电话，响了八下，仍在响
着。“看看谁来的？”我按下了接听键。

“您好！请问是董新明老师吗？”一个富有
磁性的男子声音。

对方还知道我的姓名？我问：“您哪里？”
对方客气地说：“您现在方便么？打扰您一

下。我想咨询一下今年海南招聘骨干教师的事
情。”

哦，原来是同行！
不能怠慢了远方的同行！我赶紧找了一个

僻静的地方，与对方聊了起来。
他姓孟，是河北石家庄市某中学的信息技

术教师；爱人姓耿，在一所小学教语文，河北名
师。3月30日，他那在海南师大读大一的女儿
告诉他海南今年招聘骨干教师的消息，夫妇俩
于是上网浏览公告。孩子在海南上大学，将来
可在岛上择业；海岛的气候条件这么好，引进骨
干教师的待遇这么优厚，两人有些心动了。面
对众多的岗位设置，对海南市县情况了解不多
的他们，一时不知道如何选择。“问问那个董老
师吧，看看儋州行不行。”爱人提醒他。原来她
看了我为《海南日报·教育周刊》写的专稿《来海
南，真的来对了》。

孟老师在电话里说：“终于联系上您了！我
想听听您的意见，帮我爱人参谋一下。”

我坦诚地告诉他，儋州市委、市政府很重视
教育，现在，我的所有待遇都落实了。建议孟老
师为爱人在儋州选报一所小学，在周边市县再
报一所，一主一辅，有备无患。

他高兴地答应了。
我从邮局办完事出来，在校门口遇上学校

行政办的谢老师。他告诉我，刚才有个河北来
的陌生电话，向他打听我的手机号。对方称自
己也是老师，看了海南省教育网董老师那封写
给岛外亲友的信，便想咨询一下儋州的有关情
况。

了解对方的身份及用意后，谢老师这才放
心地提供我的联系方式。

哦，远方的孟老师，你遇上了一位又严谨、
又热情的儋州人。

海南的教育招聘公告，引来了一个遥远的
陌生电话，也编织出一份沉甸甸的教育情怀。

（作者单位：儋州二中）

2016 年我省体育中考项目依然是
男子 1000米长跑、女子 800米长跑和
坐位体前屈。其中长跑项目 30分，坐
位体前屈20分。

编者按：

引进
人才

体育满分标准进一步提升
男子1000米长跑满分计时由原来

3分50秒缩短到3分42秒
女子800米满分计时由原来的3分

38秒改为3分32秒
男子坐位体前屈满分由原来的

16.1厘米提高到17.6厘米
女子坐位体前屈满分由原来的

16.7厘米提高到18.0厘米

张东海校长（中）参加集体备课。 吴春雨 摄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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