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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采采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距离中考只有短短几十天，今年中
考方面格外需要注意些什么？记者近日
对海口多所名校老师进行采访了解。

语文：夯实基础 把握
现代文阅读答题技巧

中考语文一向重视基础，很多考试
内容都跟教材紧密结合，因此，海南华侨
中学初中部语文老师黄和建议，考生在
最后两月的复习上还是要注意回归教
材，夯实基础，特别是在文言文、文学名
著和字音字形等知识点部分，更应该利

用考前这段时间记牢、记清。“一方面，考
生可以将之前考过的基础题集合在一起
进行专项复习，另一方面，考生还可以拿
出前3年的中考试卷进行研究分析，对
题目的难易以及重点心中有底。”

具体试卷作答上，黄和表示，考生应
在选择题上尽量减少失误，现代文阅读
要注意回答的规范性和完整性，“比如题
目问文中人物A是怎样一个人，有的学
生会只回答几个形容词，如‘善良、友
爱’，这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失分。正确
的回答应该是‘文中的人物A是善良、
友爱的人’。”

作文是每年中考的重头戏，黄和建议，
考前这段时间，考生可以适度加强作文训

练，一周写一篇，写完后让老师检阅并给予
建议，”只有学生主动去练习、询问，老师才
能真正地做到因材施教。“在每次练习作文
时，考生都应注意审题和立意的把握，一定
要理解清楚文字要求后再动笔。

数学：认真计算 确保
基础题拿分最重要

海口市第一中学初中部数学老师宋
海静告诉记者，近几年中考数学的题型
是比较固定的，数学这一学科的复习最
重要的就是确保基础题拿分，然后提高
运算能力，争取在有一定难度的题目上
拿到高分。

宋海静说，海南的中考数学试卷最
注重的还是基础题，而且全卷的难度并
不算高，但最基础的往往也是最容易被
忽视的，“大家都觉得计算题很简单，但
实际上计算题的失分率是非常高的。”这
种高失分率主要还是由于考生不够细
心，因此，宋海静建议考生，要扎实基础，
确保基础题不失分。同时做到做题仔
细、认真，千万不能有投机取巧的心理。

英语：立足课标 保证
每天至少半小时复习

在英语复习上，海南华侨中学初中组
英语备课组组长周丽娟建议，考生还是应

该立足2011年制定的课标和海南今年的
学科考试说明来进行备考。比如去年的
小作文题今年换成了阅读题，也就是说，
今年的中考英语阅读将重新变回4篇。而
阅读也一向是中考英语的“失分重灾区”，
因此今年考生在复习时，应多放精力于阅
读题，平时保持一定的阅读量，同时继续
扎实基础，背好每个单词、词组。千万不
要急于求成，更不要在考前埋头于一堆难
题，让自己失去自信心。

对于小而琐碎的单词和词组的记
忆，周丽娟建议，考生不妨在平常建立起
自己的错题本。“错题本不应是单纯的将
平时的错题全部罗列，应该有所分类。”
比如，将错题分为听力、单选、阅读部分，
单选部分又可根据为什么出错再一次细
致划分，如语法理解错误，单词没记熟出
错等等。“这样分类可以对自己平常的复
习情况了然于心，对最后阶段的复习也
非常有帮助。”

备战中考 海口名师给你支招

储存烹饪流程
严格规范

在省工业学校、屯昌思源
实验中学，每餐饭就餐的学生人

数都在千人以上。从食材的进货到储
存，以及加工流程，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
是近乎苛刻的。

在屯昌思源实验中学食堂，记者注
意到，每天的食材原料进货之后，首先
都要进行农药残留、甲醛、二氧化硫、亚
硝酸盐等项目检测。在通过检测之后，
食材按照分类分别进入主食仓库、调味
品仓库。指着仓库档案柜，食堂主管邓
力军老师介绍，这里存放了购买食材的
原始票据、台账，确保每一包调味品、每
一袋大米都可以追溯。“另外，食材的存
放周期最多1个星期。”

食材的加工烹饪环节，先后在粗加
工间、烹饪间完成。在粗加工间，记者
发现，食堂对蔬菜、肉类、水产品类的砧
板都是分开的。在烹饪间，每一位从业
人员进出都带着口罩。从业人员通过
熟食传菜窗口将烹饪好的饭菜送入备
餐间，备餐间内都安装了紫外消毒灯、
灭蝇灯等设备。

冷冻间标注有“食品留样专用”字
样的冰箱里，专门存放了每一道饭菜的
食品留样。“学校提供餐具，在清洗之
后，我们都要在消毒柜里进行消毒。”邓
力军说。

学生可以看
后厨“直播”

为了确保食堂食品
安全操作，省工业学校、屯昌思源实验

中学还专门设置了两道“高技术闸
门”。第一道“高技术闸门”就是在检测
室里对食材原料进行农药残留等项目
检测。

屯昌思源实验中学的化学老师
刘亦斌是检测室的兼职食品原材料
检测员。记者注意到，在张贴公告
栏里的检测数据公示中，检测的食
材数量超过了 10种，并且标出了检
测项目、数据、结果。“一旦检测数据
显示农药残留等项目结果超标，食
材肯定不能进入仓库。”邓力军向记
者强调。

还有“一道高技术闸门”就是安装在
食堂就餐大厅的视频播放器。“这个播放
器在学生就餐的时候，就打开了，学生可
以随时看到后厨的情况，可以随时调取
饭菜制作的过程。”省工业学校副校长陈
运文介绍两个视频播放器的功能。

一家食堂分
成组别竞争

在食堂的管理体制
上，省工业学校、屯昌

思源实验中学实行的都是学校自主
经营。在省工业学校食堂，学校分成
早餐组、中晚餐两组共计三个组进行
经营，每个月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
按照两个组的营业额再发一部分奖
励性工资。“这样是有压力的，如果做
的不安全不卫生不可口，学生不过来
吃饭，那么最后就要影响大家的奖励
性工资。”中晚餐一组组长陈志聪大
厨感叹。

“竞争主要是让学生受益。”省工业
学校食堂负责人黄彩波老师说，每逢端
午、中秋等节日，学校都会免费为留校

的学生加菜，其中包括粽子、月饼，让他
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2009年学
校搬至定安以来，学校食堂仅调了一次
价格，其中菜价仅调高了2角，肉菜价
仅调高了5角。”

屯昌思源实验中学校长闵玉龙说，
2012年建校之初，很多人要求承包学
校食堂，最后学校坚持“自我管理，自主
经营”，实行免费供应菜汤，一个学生1
元钱米饭管饱。县政府专门在学校食
堂投放了32个公益性岗位，学校总务
处负责食堂日常，邓力军老师兼职食堂
主管。

在屯昌思源实验中学食堂，学校组
织勤工助学的学生参与收拾学生的餐
具。“这些勤工助学的学生可以免费吃
当顿饭，因为学校集中就餐，还安排了
多名学生维持就餐秩序。”邓力军老师
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探访“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

学校食堂如何，后厨“现场直播”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符彦姝

4月17日下午3时，海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
学院大一学生黄龙涛通过网络观看南开大学副教
授史广顺主讲的《辩论与修养》。“我很喜欢网络在
线课程的形式，不仅可以看到外校的精品课程，而
且时间非常自由，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就把学分给
修了。”

对于海南高校的学生，今后通过网络课程修
学分，“淘”海南特色课程的机会越来越多。

今年3月31日，海南省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成
立大会在海南大学儋州校区召开。海南18所高
校共同签署了发起单位协议，通过了联盟章程。

“互联共享是未来高校教育的趋势，课程共享联盟
的建立，能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各高校之间广泛共
享。”海南大学教务处处长张云阁说。

计划3年内上线60门课程

“西方各高校开设慕课后，因其便利性和开放
性，受到了大家的追捧。近两年，国内高校也纷纷
建立各种在线网络课程。”张云阁介绍，为了推动海
南省高校间优质课程的共享，在海南省教育厅的倡
议下，海南18所高校组建了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张云阁告诉记者，18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超
过18万。从去年开始，海南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的
运营商已开始进驻各高校，让学生在平台上在线
选课学习。截至目前，联盟网站上选课学生已达
6万人次。

“实现课程共享有一个前提，就是各高校要实现
网络视频课程的学分互认。”张云阁介绍，下一步，海
南省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将从公共课、通识课和专业
基础课等具有共享性的课程入手，开展建设工作。

张云阁表示，海南省高校课程共享联盟计划3
年内上线60门课程，但如果课程质量达不到要求，
宁肯不上这么多。“上线的课程代表的是海南高校
教学的水准，所以要严格把关，宁缺毋滥。”

海南18所高校
成立课程共享联盟
目前选课学生已达6万人次

■ 见习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司玉

“你的努力需要得到别人的评价
吗？其实也并不需要。你只要做得好
了，别人就能看得到。”韩玉芬，定安县教
育局长，今年2月以前，她还是风风火火
的定安县仙沟思源实验学校校长。

韩玉芬讲话的语速很快，仿佛总在
赶时间。看文件会微皱眉头，文件看完
了，主意也就出来了。干起活来总是小
跑着，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2009年，韩玉芬在网上看到海南面
向全国招聘优秀校长，毅然辞去了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民族中学校长的职
位，来到了海南，“想给自己更多的挑
战。”她说。

面对困境，想方设法来破局

在定安县仙沟思源实验学校任职的第
一天，学校的学生就给她来了个“下马威”。

2009年8月31日，定安县仙沟思源
实验学校刚建成开学。学校吸纳了撤并
14个教学点、三个初中的学生，从一年
级到初三，一共有1649人。

当天，两个不同村的孩子打架。两
个孩子的矛盾就演化成了两个村的矛

盾，参与打架的学生越来越多。闻讯赶
来的闲散人员也翻墙进入了学校参与打
架，整个学校乱成一团。从未见过这种
场面的韩玉芬迅速组织全校的老师，和
赶来的警察一起把控场面。那一夜，韩
玉芬忙到了凌晨两点。更让她始料未及
的是，类似的打架事件，在开学的第一个
月就发生了四次。

这样下去绝对不行！韩玉芬内心坚
定，一定要先把学生之间的矛盾化解
好。韩玉芬先是组织了二十余名老师作
为中层干部，不分昼夜地巡查课堂和宿
舍，观察学生们的一举一动，学生之间一
有要打架的苗头，就及时教育调解。与
此同时，韩玉芬走进了村里，“最重要还
是得把村民间的冰层融化”，在村里的
大榕树下，她和村民们坐到了一起，聊家
常、谈教育，让老百姓支持学校办学，和
学校拧成一股劲，把孩子教育好。

一开始村民们听不懂韩玉芬说话，
没几个人搭理她，时间长了，村民们慢慢
接受了这位女校长。到了第二个学期，
学生间打架的次数降到了一个学期一
次，到了韩玉芬任职的第三个学期，学校
极少出现过打群架斗殴的情况了！

“有种‘西线无战事’的淋漓痛快，一
下子就觉得我这个校长的工作没有白

干！”韩玉芬说。

规范校风，德育教育要当先

韩玉芬还发现，思源一些孩子们的天
性中，纯朴与野性并存，渴望进步与缺乏文
明习惯并存，学习基础差与缺乏生活目标
并存；家长教育观念缺位与错落，不是简单
放任式牧养，就是生硬粗暴式的高压政
策；部分家长文化水平低，对孩子没有良
好的期待与要求，只有溺爱式的娇惯，处
于养而不教的状态；还有个别家长每天沉
溺于麻将与彩票之中，对孩子影响极坏。

怎样破局？韩玉芬苦苦思索，最后
决定先从行为规范着手，要求学生穿衣
整洁，佩戴红领巾，给学生们佩戴胸卡；
文化浸润学生心灵，让学生诵读《弟子
规》、《三字经》、《礼仪三字经》，唱《礼仪
歌》做《礼仪操》等；配备德育干部，坚持
对班主任的管理和培训，做学生的思想
工作；针对每年的初一新生，都提前一个
星期开学组织军训，规范行为礼仪……
七八项措施多举并措，韩玉芬和学校的
老师，忙得不可开交。

渐渐地，学生们看到老师和领导会
主动问候，感恩礼仪操运用到自然贴切，
会唱校歌和礼仪歌，日渐养成爱劳动、讲

卫生、能自理的科学生活习惯。

培养教师，深情投入得硕果

“走出去，请进来，让老师多跟外面好
学校接触。”韩玉芬组织老师学习南京东
庐中学讲学稿，汲取海口优秀学校的教学
经验，和其他市县的好学校进行交流，每
年保证每名老师都有两至三次外出学习
交流的机会；组织教学比赛，开展打磨课
活动，促使教师练就扎实的基本功……

2009年进入定安思源实验学校任特
岗教师的殷治忠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
一开始对调皮捣蛋的学生束手无策，韩玉
芬告诉他，不能和学生硬碰硬，怎么把趣
味带入课堂吸引学生才是关键。殷治忠
自己作词作曲编撰了一套礼仪操的教程，
把一些礼仪用语和礼仪动作，都融入到体
操的形式中，在省级规范化学校验收时，
学校的礼仪教育被督导组认定为是促进
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校魂。

功夫不负有心人，定安县仙沟思源
实验学校成为海南省义务教育规范化学
校。韩玉芬本人也三次获得定安县优秀
校长称号。

今年2月1日，韩玉芬又接受了新
的挑战，任定安县教育局局长。县域教
育的均衡发展、制度建设、运行机制、教
师队伍的专业成长、学生核心素养的提
升……一系列问题摆在了她的面前。抓
管理、练内功夯实基础，拓思路、引外援
助力发展，她开始了新的征程！

韩玉芬：风风火火闯琼州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一份五花肉2.5元、一份鸡肉3元、
一份青菜 1 元、一份米饭 1 元——这是
省工业学校2014 级电子商务专业的男
生钟昌明 4 月 20 日的晚餐。“一共花费
7.5元，就可以吃到两个肉菜、一个青菜，
并且味道非常可口。”钟昌明对学校食
堂非常满意。

近日，本报记者实地探访了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省教育厅即将正式挂
牌的两家“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
堂”——省工业学校食堂、屯昌思源实
验中学食堂。记者随机采访的同学们
都说，通过“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
堂”的创建，学校食堂为他们提供了卫
生可口又便宜的饭菜。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
监督管理处副处长王卫红介绍，通过

“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的创建，
我们推动更多的学校食堂改善硬件，加
强完善制度，实施食堂“明厨亮灶”（即
食堂从食品原材料检测、贮藏、初加工、
切配、烹饪、备餐、销售等关键环节实施
视频监控），保障学生的用餐安全。

海南省高校课程共享联盟计划

3年内上线60门课程。

互联共享是未来高校教育的

趋势，课程共享联盟的建立，能实现优质
教学资源各高校之间广泛共享。

海南省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成立

截至目前，联盟网站上选

课学生已达6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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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
老师负责线下指导

提到在线网络课程，海南大学人文与传播学
院一位大三学生不以为然。“我有不少高中同学在
外省上学，他们的学校也开有网络课程。但很多
学生都是一边上网刷课，一边看电影。或者花钱
找其他同学帮忙代刷课，更有甚者在淘宝上雇抢
手刷课。”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影视系讲师王荣担心
的则是，少了师生之间的课堂互动，上课的效果会
大打折扣。“传统教学仍有很多地方是网络教学无
法替代的。”此外，不少海南高校的老师表示高校
联盟让他们倍感压力。“学生们都去听北大、清华
老师的课，那要我们这些老师还有什么用？”

对此，张云阁表示，为了防止学生纯粹刷课挣
学分，在平台设置上，每听8至10分钟的课程，系
统就会出现一道习题，如果学生答错，就必须重新
听课。

“我们只是利用这个互联网平台，不会将线下教
学完全摒弃。”张云阁说，未来将采取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式，学生每上几次网络课程就
要进行一次线下教学。老师要针对学生的作业以及
在讨论区内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疑答惑以及分组讨
论。“高校以前的通识课不少都是150人的大课堂，
进行混合式教学后，我们争取都设置成30人左右的
小课堂，让老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学生的互动上，
而非重复性的讲课。”

“每门课的最终成绩也是由线上成绩、线下见面
课成绩以及最终考试成绩三部分组成。”张云阁说。

制定政策鼓励老师制作网课

让老师提供优质的网络教学课程，是将海南
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做大做强的关键。

“海南大学从前年就开始尝试线上线下的混
合式教学，目前已经制作完成5门慕课，并开展了
9门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的探索。”张云阁告诉
记者，对于进行网络视频课程开发的老师，学校会
让老师申请立项，给与经费上的支持，此外也有各
种政策上的倾斜。

张云阁说，海南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第一步是满
足海南高校学生对优质教学资源的需求，今后也会
逐渐将课程推向社会公众。课程共享的同时也要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张云阁表示，在海南大学，
课程的知识产权属于各个教学团队所有，学校在
尊重老师辛勤付出的前提下，为海南高校学生以
及全社会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