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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名校 重振雄风

乐东黎族自治县素来重视教育，具
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上个世纪90年代以
前，海南教育曾以北文昌，南乐东为核
心，辐射出完善而优质的教学氛围，此时
处在巅峰时期的黄流中学更是为人所津
津乐道。但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
种种原因，优质师生资源不断流失，这所
被教育部录入的“中国百所农村名校”的
中学逐渐走向衰退。

为了重振名校雄风，改变乐东地区
教育现状，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与支持
下，乐东县委、县政府倾全力打造全新的
黄流中学。年初，又由华东师范大学牵
线，与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联姻，
正式宣告华东师大二附中乐东黄流中学
诞生。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创建于
1958年，是上海唯一的一所直属国家教
育部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这所坐落于
浦东张江高科园区上海名校，素有“金牌
学校”的美誉，在理科智优生培养、“六个
百分百”素质教育、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方
面都拥有丰硕教育成果。在国家推行的
历次教育改革中，该校都走在前列，近年
来，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以提
升中学国际竞争能力为目标的学校课
程，建立了“卓越学院”，不仅大大促进了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推动了教师的
专业发展。本次与乐东联手是其建校历
史上首次走出上海的教育输出，也体现了
该校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高中在国家教
育战略面前的勇敢担当。

传统与传承 重塑与创新

合作办学无论对于上海华东师大二
附中还是对于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都是一件新鲜事物，是一种全新的探

索与尝试。新黄流中学文化必然会在传
承中重塑，并在创新中涅槃。

新黄流中学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将
研究上海文化与海南文化各自的优势特
色。努力发掘海南海岛文化的勇敢、果
决，农耕文化的朴实、勤劳以及旅游文
化的开放、融合等特质；将上海城市文
化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
气谦和及其现代化都市的先进时尚特质
引进、渗透到学校文化中来。努力使学
校的管理呈现规范化、人性化、前瞻
化。继续秉持并发展华东师大二附中

“卓然独立、越而胜己”的校训，努力让
每一个新黄流中学学生具备自信、自
强、自由的灵魂，具有既不妄自菲薄，也
不妄自尊大的自我认同态度；具备发现
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自觉，
成为有目标、有信念、有实际行动力的
一代新人。

同样，秉持着华东师大二附中“追求
卓越，培养创造未来的人”的办学理念，
华东师大二附中乐东黄流中学将把“发
现每一个学生的生命潜能，让每一个学

生掌握获得自身生命幸福的学养和能
力；发现每一位教师的教育潜能，让每一
位教师发现并享受作为教育者的幸福与
成功；发现并珍视学校的每一份教育资
源，让学校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
的高质量有特色的教育品牌”作为办学
长期目标，力求在学校精神、制度、环境、
人际、创意活动项目建设等五个方面打
造学校教育文化生态。

为了充分发挥合作办学的优势，作
为海南省与乐东县政府强力打造的省级
学校，该校也将面向全省招收部分优秀
学生。具有优秀学习潜质的学生将有机
会前往上海参与华东师大二附中卓越学
训练营项目或进行短期游学；华东师大
二附中每年也将派出自己的优秀教师团
队来到乐东，亲自为华师大二附中乐东
黄流中学的学生授课，也为这里的教师
进行专业的学科教学和教育、教学管理
相关培训。学期当中，学校的信息化设
施之一远程课堂也将成为两地互动的重
要平台，本校学生将有可能随时享受到
上海的优质教育部资源。

引进理念 更要引进人才

为把上海的教育、教学管理先进经
验输入海南，把高考改革的最新举措带
入乐东，也把华东师大二附中自己的办
学先进理念和成熟管理经验带到这所学
校，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合作方，上海华东
师大二附中组建了由上海名师、各学科
骨干构成的学校管理团队。新任校长瞿
平老师现任华东师大二附中学生发展中
心主任，校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拥有近二十年的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经
验，连续多年担任上海市中小学班主任
带头人工作室主持人，2016年起，升任该
项目高中联盟主持人。

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为人的终身发展
服务，也即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而
服务质量保障的关键是教师。在瞿平校
长看来，教师是学校最宝贵的教育资源，
没有快乐的教师就没有快乐的学生，幸福
课堂就无从谈起。心怀教育梦想，具有
教育情怀的教师都是学校不可多得的

人才。为使这些未来学校的人才能够
获得舒适的教学与生活环境，学校不仅
在基础设施建设、教师周转房建设方面
充分考虑到教师们工作、生活体验，更
在教育、教学管理与后勤保障服务方面
充分考虑到人性化理念的落实，未来教
师队伍的评价与管理中也会积极鼓励
并支持老师们的自我成长与持续学习
的诉求，对那些努力工作并能为学校荣
誉做出积极贡献的老师给予精神和物
质的奖励。

日前，这所学校2016年度的招聘工
作已经初步完成，近2000余名教师应
考，其中参与竞聘海南省骨干教师引进
人才计划的教师达40余人，研究生学历
的应聘人员90人以上。学校秉持着德
才兼备、宁缺毋滥的原则对所有应聘者
进行了严格的考核与筛选，每一位入围
者都需经过两轮笔试、两轮面试方能录
用，最终将有140名左右的教师及教辅
人员加盟这所学校。

是乐东战略，更是海南战略

兴建现代化的新黄流中学校区，同
华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在合作办学、科
研成果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
列深入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乐东
战略，更是海南战略。

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借用华师
大二附中的办学理念：“追求卓越，培养
创造未来的人。”华东师大二附中乐东
黄流中学同样也将打造学校每一个学
生的美好未来，每一位教师的美好未
来，乃至乐东教育的美好未来当作自己
的责任。相信这样的办学目标，将会激
发每一个学生的内在动力，将会激活每
一位教师的教育理想，也将激起整个乐
东乃至海南省对于教育的新一轮关注
热潮，从而带动海南省教育质量的又一
次提升。

乐东教育新崛起
乐东携手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建设智能化、现代化新黄流中学

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
东南一侧，一座现代化学校正在揭
开它的神秘面纱。绵延数百米、层
层叠叠的金色屋顶以特有的大气
与胸襟彰显着当代乐东人对于基
础教育付出的热忱，对于子孙后代
寄予的厚望。

工地现场频频现身来自县、
省乃至全国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
者，他们时刻关注着这个乐东也是
海南的重大教育工程——上海华
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与乐东黎族
自治县政府合作办学的成果——
华东师大二附中乐东黄流中学。

作为乐东县政府重大惠民工
程项目之一，华东师大二附中乐
东黄流中学占地 490 亩，总建筑
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分为南北
两块，北面为高中部，占地面积
330亩；南面为初中部，占地面积
160 亩，高中与初中之间以地下
通道互通。除常规教学楼、实验
楼、食堂、宿舍楼外，还包括科技
图书馆、艺术楼、体育馆、运动场
等诸多教育设施。目前人们已经
可以看到学校的整体外观立面
——恢弘而大气。据悉，学校的
基础工程建设也将于六月底全部
完成。与此同时，一支专业的信
息化设备、设施建设的技术团队
正在对该校的智能化校园建设加
班加点的忙碌着。这将是一座集
宏伟的建筑与先进的信息化教育
教学设施于一体的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化学校。

目前，该校的教师招聘工作
已全部结束。这一教育行业的强
强联合，又一次将“联合办校”的
话题推入到公众视野之中。而这
次教育部直属重点中学与海南教
育重镇的首次携手，也在业内被
赋予了更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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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二
附中相关负责人
与知名教育学者
叶澜教授（左三），
在实地了解新黄
流中学基建工作
时合影（右二为新
黄流中学校长瞿
平）。

“乐东速度”
追求卓越

瞿平说，新黄流中学拟沿用上海学
校的校训“卓然独立，越而胜己”，但将
赋予新的含义：独立自主、自我超越。
她希望，新黄流中学学生能够拥有自
信、自强、自由的灵魂和既不妄自菲薄，
也不妄自尊大的自我认同；也能够有目
标、有信念、有实际行动，有发现自我、
发展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自觉。

新黄流中学将为此开辟涵盖基础
类必修课程、养成类必修课程、拓展类
必选课程、综合类自选课程、荣誉类自
选课程在内的校本特色系列，还将积
极组织学生全员参与的学生社团活
动、志愿服务活动、综合社会实践活动
及特殊社会实践体验活动等等。

为了承载这些教学课程和实践活
动，乐东县委、县政府以“砸锅卖铁也要
办好教育”的决心，斥资数亿元打造拥
有艺术楼、体育馆、科技图书馆在内的
优质校园，并在当地各中小学抽调了6
名学校领导驻扎工地，每天巡查工地、
检查进度、汇总上报，确保新黄流中学
能够在今年秋季如期建成开学。

“今年9月开学，高中将招生1000
名学生，初中将招生450名学生，开学
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急得火烧眉毛。
为了保质保量按期交付使用，我们又增
派了人手，‘三班倒’地赶进度。”新黄流
中学项目技术总监郭志海透露，这样的
项目正常做下来得花两到三倍时间，新
黄流中学又创造了新的“乐东速度”。

校园建设如火如荼，师资建设也马
不停蹄。卢河再告诉记者，该校教师的
招聘工作历时近两个月，最初报名的
2000多名教师通过价值观综合文化考
试、专业知识考试、说课、面试等多个环
节，最终能够留下来的不过百余人。

“考试那天，看到教育、公安部门
像护送高考试卷一样把考题送到我们
面前，有一点吃惊。”邢莺云老师说。
她也从中看到了新黄流中学的未来，

“每一个环节都追求卓越，每一个教职
员工都拧成一股绳，我相信，黄流中学
一定能够重回巅峰。”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炙热的阳光投射在机器
轰鸣的建筑工地上，不过几
个月，幢幢高楼已然拔地而
起。

这所占地面积达490亩
的新黄流中学——华东师范
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
中学，自筹建以来就备受瞩
目：不仅是乐东县委、县政府
重振教育雄风的重要信号，
更是省委、省政府用真心真
情关心下一代的具体举措。

省委书记罗保铭会见华
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
时对此次办学合作给予充分
期待。他说，海南始终坚持教
育优先，对其倾斜支持、倾斜
发展，希望以此次合作为契
机，进一步提高海南基础教育
水平，也相信通过组建华东师
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
流中学，将重振乐东教育，增
强全县人民发展信心。

人们都说，从一开始，新
黄流中学就注定不会平凡。

5月18日中午，记者在新黄流中学
采访时发现了一个现象：经过一个上午
的劳作，本该匆匆往家里赶的小镇居民
大多会在这里停下脚步。他们带着笑意
讨论，“听说今年9月正式开学，黄流中
学的复兴指日可待！以后，我们的孩子
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优质的教育了！”

“复兴”一词用得精当。在海南，上了
年纪的老人只要谈起黄流中学都会竖起
大拇指。在他们的记忆里，只要提起海南
基础教育，莫不过一句“北有文昌，南有乐
东”。特别是创办于1947年的黄流中学，
不仅入围教育部核定的“全国百所农村名

校”，并且被国家教委编撰入全国名校《中
学卷》，在超过一个甲子的岁月里培养了
大批杰出人才——语言学家邢福义、航天
专家陈河梧、雕塑家林毓豪等就是代表。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孩子们考上
黄流中学就如同登上“皇榜”。黄流中
学生物教师邢莺云笑着回忆，1993年
她被黄流中学录取时，家里就像过节一
样喜庆，父母奔走相告的模样、街坊邻
居羡慕的眼神还历历在目。

“当时名师如云，就说数学老师陈人
豪，他画图不用圆规、尺子，一道题能给出
42种解法，令人钦佩！”她也还记得，同学
们是如何珍惜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每
每教室熄灯，周围就漾起焦苦的气味，原
来，连手电筒都还没普及的年代，少年们
擎着煤油灯仍然学得如饥似渴。

但是，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
黄流中学就变了模样——随着城镇化进
程加速，黄流中学规模已远不能满足该镇

及周边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还因为原
校址土地有限，运动场所小、功能区布局不
合理，图书馆、田径场也迟迟没有建设……

“现在是信息化时代，但学校的公
共多媒体教室只有4间，还要供教职工
们开会议事使用，远远无法满足78个
班级的教学需要。”新黄流中学校长助
理卢河再说，多媒体教室供不应求，教
师们备课时要做两手准备，耗费大量时
间精力却没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现实的窘迫，让优质的师资和生源
不断流失……人们都说，这所曾经傲立
于琼南的中国名校“渴了”。

久旱终逢甘露。2012年6月，乐东
县委书记林北川肩负着省委“让乐东从
乱到治”的重托走马上任。到任的第一
天，他住进了矛盾比较集中的黄流镇，
希望挖出深埋在黄流的顽固“病根”。

黄流中学的伤疤被揭开了，乐东人
的心也被刺痛了——这所曾经的传奇
名校里，部分危房摇摇欲坠，沙土跑道
烟尘飞扬，学生宿舍捉襟见肘，许多学
生只能在校外租房居住……乐东县委、
县政府当即决定，对包括黄流中学在内
的各中小学进行危房改造和硬件配套，
并且在条件成熟时集中经费打造一所
全国名校、一个教育品牌。

很快，随着乐东巨变震撼全国，这

一美好愿景也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关
注和支持。

此次复兴乐东教育之举意义非凡，
要在全省范围内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因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虽已取得长足
进步，但教育落后的短板若无法补齐，
将难以从根本上提高人口素质。需要
海南进一步扩大开放，与教育发达省份
携起手来，从它们身上汲取新的养分。

哪两所学校能够担此重任？乐东方
面，底蕴深厚的黄流中学是不二之选；而
经过多方研究和筛选，华东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也从上海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能给乐东教育传经送宝，华东师范

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实不简单：创建于
1958年，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华东
师范大学的教育实验基地。作为上海
唯一的一所教育部直属重点中学，该校
还凭借超前的办学理念成为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亚洲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
计划联系中心”成员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与乐
东黎族自治县政府合作办学签约当天，

省领导均来到现场见证，表示省委、省
政府对这一合作寄予厚望。

新黄流中学校长瞿平告诉记者，合
作办学协议明确新黄流中学的短期建
设目标为“3到5年成为全省有影响的
高质量有特色的一流品牌学校”，但她
又往自己肩头压了担子，“我们要在办
学过程中，发现每一个学生的生命潜
能，让每一个学生掌握获得自身生命幸
福的学养和能力；发现每一位教师的教
育潜能，让每一位教师发现并享受作为
教育者的幸福与成功；发现并珍视学校
的每一份教育资源，让学校成为全省乃
至全国有影响力的高质量有特色的教
育品牌。”

农村名校 渴望“复兴”

合作办学 引领示范

乐东新黄流中学将于9月开学

一所农村名校的“复兴之路”
聚焦新黄流中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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