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单
位
：
人
）

市（区）县
乡村小学定向
免培生招生指标

乡镇幼儿园定向
免培生招生指标

海口市龙华区 6 9

海口市琼山区 20 5

海口市美兰区 7 0

儋州 20 13

文昌 14 7

琼海 7 3

万宁 7 4

东方 14 0

屯昌 11 3

五指山 14 7

澄迈 14 7

临高 13 10

陵水 14 7

乐东 25 13

琼中 7 7

昌江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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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起，我省将连续5
年实施乡村教师“县来乡去”定
向培养计划，免费培养一批“下
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乡村
教师，确保有编有岗——

2016 年 至
2020 年，每年
在海南师范大
学培养本科层
次小学教育专
业定向“ 免培
生”200名（高招
本科提前批报
名）。每年在琼
台师范学院培
养专科层次的
公办乡镇幼儿
园定向“ 免培
生”100名（中招
提 前 批 次 报
名）。

“免培生”，
免学费住宿费，
每年给予6000
元生活补贴，合
格毕业生并取
得相应教师资
格证书后，保证
有教师编制和
岗位，服务定向
培养市县的乡
村公办小学和
公办幼儿园。

根据《海南省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
划实施办法》（琼教师〔2016〕26号）等相
关文件精神，海南师范大学2016年面向
全省招收200名公办乡村小学定向免培
生，欢迎我省应届普通高考生积极报考！

一、招生专业及层次：小学教育专
业，本科层次，学制四年

二、报考条件：
（一）考生符合2016年我省高考不

限制报考批次的条件，且本人具有定向
培养市县户籍的高中应届毕业生；

（二）热爱小学教育事业，志愿从事
乡村小学教育工作，承诺毕业后到定向
市县（区）乡村小学任教服务期不少于5

年、服务期满后在本省从事教育工作不
得少于5年；

（三）具有较好的普通话表达能力；
（四）身体健康，符合从事小学教育

工作的身体要求。
三、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时间与我省

本科提前批填报志愿同时进行。具体时

间详见海南省高校招生填报志愿公告。
四、口语表达面试：凡入围的考生，

必须于7月1日到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参
加由海南师范大学组织的小学教育专业
汉语表达能力面试。（具体时间以海南省
考试局公布为准。）

五、招生录取：乡村小学定向免培生

招生安排在本科提前批进行，考生经学
校面试合格后，与学校和定向培养市县
（区）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由学校根
据招生计划和考生的志愿顺序，按照高
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六、在校读书期间待遇：定向免费委
培生在校期间免除学费、住宿费，每月补

助生活费600元，每年按照10个月计
算。定向免培生在校期间一般不得转学
校和专业，经考核不适合从教的定向免
培生，应按照规定程序调整到非师范专
业，并退还已经享受了的免费教育费用。

七、毕业后就业政策：毕业后按照相
关国家规定安排到乡村担任有编有岗公
办教师。

具体招生内容，请广大家长及考生关
注海南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http：//
www1.hainnu.edu.cn/zhaosheng/

联 系 电 话 ：0898- 65888710
65880571（传真）

联系人：韩老师 胡老师
海南师范大学 2016年6月15日

2016年海南师范大学面向全省招收200名
公办乡村小学定向免培生的公告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近几年，我省大力兴建乡镇公办
幼儿园，基本上每个乡镇都建起了公
办幼儿园，方便了当地幼儿入园，但
公办幼儿园的师资是个问题。今年
是海南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首
个年份，根据海南省《2016年乡村教
师定向免培生招生指标的通知》，我

省除了在海南师范大学定向培养
200名本科层次的小学教育专业定
向免培生，还在琼台师范学院培养专
科层次的学前教育专业定向免培生
100名。

据了解，乡镇幼儿园定向免培生从
具有定向培养市县户籍的品学兼优的
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招收，须参加当年我
省中考，面试合格，且达到划定的录取

分数线，列入提前批次录取；为解决男
女幼师比例严重失调问题，每年男幼师
定向免培生的录取应占乡镇幼儿园定
向免培生总录取人数的一定比例。

此前，琼台师范学院已组织近千
名初中毕业生参加面试，有686人面
试合格，这批学生参加中考之后，要
在中招提前批次填报琼台师范学院
的志愿，方有机会成为幼师免培生。

解决公办乡镇幼儿园“缺师”问题

初中毕业生可报幼师“免培生”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绚丽的灯光、精致的妆容、优雅的舞步……6月17
日晚，海南华侨中学在学校体育馆举行首届毕业生舞
会。舞会上，刚刚经历完高考的1000多名师生和家长
一起步入舞池，欢乐得跳起了伦巴、免子舞和华尔兹。
大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致敬年轻恣意的青春，为高中
生活画上完美句号。

要让毕业舞会成为侨中品牌

今年高考结束后，让海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们既忐
忑又期待的除了考试成绩外，就是今年的毕业舞会了。

“考试之前我们就听说了，高考考完最后一门科目
后，班主任正式跟我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大家都特别兴
奋。”高三理科班的叶煜婷告诉记者，老师说完后，同学都
商量着怎么准备晚礼服和西装，好在舞会上“惊艳全场”。

毕业舞会（prom）起源于西方，也是“初次社交舞
会”。它承载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以成年人的身份参
加社交，第一次真正的穿戴华丽等等。舞会也被视为
人生的重要节点，是引领参与者进入人生的新篇章。

“我们想给这届学生一个独特而又难忘的毕业回
忆，所以从今年5月份就开始策划这个舞会。”海南华
侨中学德育处主任曾良告诉记者。

华侨中学校长汪娟说：“要让每一个侨中毕业生都
会跳交谊舞，这将会为他们未来的社交能力加分。从
今年起，我们搭起这个平台，在每届学生高考结束后都
举办毕业舞会，要让毕业舞会成为侨中的品牌。”

因大家平时忙于学习，很多人对交谊舞都很陌生，
学校还特意从校外聘请了交谊舞老师教学生们基本的
舞蹈动作。“老师先教每个班的文艺骨干，骨干们再到
班上教同学跳，大家都准备得很认真。”叶煜婷说，借这
次舞蹈培训的机会，同学们在没有考试的压力下又朝
夕相处了一周，感情愈加浓厚了。

父女同台共舞“致青春”

6月17日晚7点半，伴随着欢乐的伦巴开场乐曲，
全体师生和家长都步入舞池中央。

女生们身着晚礼服，优雅地踏着舞步；男生们系着
领结，绅士地牵着舞伴的手。“平时我们每天都是穿校
服。那天女生们化了淡妆、做了头发，男生穿上笔挺的
西装。很多同学都认不出来了，大家看上去成熟了很
多。叶煜婷说，舞会当晚，校长以及平时严厉的德育主
任也步入舞池和大家一起跳，学生们也看到了老师们
不同的一面，倍感亲切。

舞池中，一对“父女”组合分外打眼，高三文科班的
龙美佳妮是在父亲龙仕攀的带领下跳了开场舞。父女
俩舞姿优美，配合默契，一曲跳完后，现场掌声雷动。

龙仕攀告诉记者，知道学校要举办毕业舞会，这段
时间每天吃完饭都会在家指导女儿舞蹈动作的要领。

“我上大学的时候交谊舞特别流行，这是当时大学生交
往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在大家都坐在家里玩电脑，很
少跳了，我也是趁这个机会和女儿一起‘致青春’。”

不少家长也都说，和孩子们一起来参加舞会，不仅
见证了他们的‘成人礼’，也勾起了他们对青春的回忆。

海南华侨中学德育处副主任黄瑜说，华侨中学举
办的这次舞会“隆重”而又“简朴”。“虽然我们的场面很
隆重，但费用上并没有太大开支。主要的花费就是学
校请了几对专业的交谊舞老师，舞会举办的场地就是
学校的体育馆，灯光、音响几乎都没有怎么花钱。”

“舞会结束时，大家都依依不舍，意犹未尽。这将
会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让我们终身难忘。”叶煜婷说，
很感谢母校用这样特殊的方式让大家来致敬青春岁月
和同窗情谊。

海南华侨中学举办高中生毕业舞会

轻舞飞扬
致青春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最年轻的一位老师也 40 岁

了，其他全都是 50 多岁的老师，
一年级的课堂上，都是‘奶奶’老
师在上课。”这是 2015 年 10月 28

日儋州蓝洋二小留给记者最深的
印象。而这并非特例，蓝洋中心
校老师们告诉记者，“蓝洋镇从
2008 年以来就几乎没再进过新

老师。”
蓝洋镇的情况，在全省并不是

特例。在今年 5月全省基础教育
工作会议上，昌江、白沙等数个市
县教育局均向省教育厅提出希望
针对教师超编严重现状，能出台

相关政策解决新教师进岗的问
题。而小学是超编的“重灾区”，
因为超编，新人难进。“在我走过
的乡村小学、教学点，教师年龄都
偏大。”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小学语
文特级教师关心凤说。

学校需要新教师，新活力。今年
海南教育界除了继续向全国引进优秀
中小学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外，在改
变师资力量方面另一个重要的举措就
是按照国务院部署，出台《2016年海
南省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实施办

法》，从今年起，连续五年，在全省实施
乡村教师“县来乡去”定向培养计划，
为全省乡村公办小学、公办幼儿园免
费培养一批“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
的乡村教师。

2016年至2020年，每年在海南

师范大学培养本科层次小学教育专
业定向“免培生”200名（高招本科提
前批报名）。每年在琼台师范学院
培养专科层次的公办乡镇幼儿园定
向“免培生”100名（中招提前批次报
名）。“免培生”，免学费住宿费，每年
给予6000元生活补贴，合格毕业生
并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后，保证
有教师编制和岗位，服务定向培养

市县的乡村公办小学和公办幼儿
园。按文件规定，各市县（区）应将
编制指标优先用于本地区定向免培
生的录用，或在省核定的编制总额
内，通过调剂编制方式解决定向“免
培生”就业，确保定向免培生有编有
岗。“确保有编有岗”，被认为是海南
省落实国家乡村支持计划相当“实
在”的地方。

免费定向培养，毕业后有编有
岗，体现了省政府对乡村教育的重
视，且提出了切实举措。

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具

体承担“免培生”的培养任务。成立
于2003年的初等教育学院，设立的
小学教育专业（分语文与社会、数学
与科学和英语三个方向），虽然年

轻，却成长很快，是海南师范大学三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之一。根据武汉
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
SE）、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联合中
国科教评价网推出的《2016年中国
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估报告》显示，海
南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在全国

187所师范院校同专业排名中，名列
第8位。

据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院长张玉成介绍，该学院现有教师
27名，56%具有博士学位，100%具
有硕士学位，平均年龄不到40岁，是
一支年富力强的队伍。

记者从《2016年乡村教师定向
培养需求计划表》上看到，海口、儋
州、琼海、文昌、万宁、屯昌、五指山、
澄迈、临高、陵水、东方、昌江、琼中、
乐东等14个市县共报了284个“免
培生”需求计划。

从这些市县报的需求来看，虽
然语文、数学和英语还是需求重点，
但总体呈现需求多样化特点，包含
音乐、体育、美术、科学、信息技术等

多个科目。比如乐东报了
30个“免培生”需求，语

文、数学、英语、信息
技术、体育、

美术和音
乐等 7个

科目，每个都需求5人。海口琼山区
报了28个“免培生”需求，其中语文
5人、数学5人、科学5人、体育8人、
美术8人。

“按原来的设计，我们的重点是
培养语文与社会、数学与科学、英语
三个方向的教师，但是从各市县报
来的需求情况看，他们不仅需要语、
数、英学科的教师，还包括音乐、科
学、体育、美术等学科老师。因此，
海南师范大学根据市县需求探索免
培生培养新模式，强调‘一专多
能’。”海南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办以
及教务处、初等教育学院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说。“就是要培养多面
手的小学教师，一个教师至少承担

二门以上课程的教学。”海南师范大
学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党意说。

“具体来说就是‘1+1+2’模
式”，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
长张玉成向记者介绍，初等教育学
院2014年获批教育部卓越教师培
养计划，2016年所招生的本科层次
的‘免培生’是按照小学卓越教师的
模式来培养。

按2016年培养方案，第一部分
是通识教育课程；第二部分是专业
基础课程，学生除了必修的专业基
础课外，在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学
科方向模块中自选一个模块修读；
第三部分为专业拓展课程，共有品
德和科学两个模块，学生任选其一
修读；第四部分为专业拓展课程，分
信息技术、美术、书法、音乐、舞蹈等
模块，学生根据兴趣任选两个模块

修读。
按照往年，初等教育学院小学

教育专业每年招生260个指标，其
中200个指标面向省外招生。承担
免培生培养后，200个指标计划将全
部投向省内招生，60个指标对省外
招生。这200名免培生计划，将单
独设班，专门培养。

“乡村小学‘免培生’将在6月
28号提前批报名，入围的考生7月1
日必须到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参加海
师大组织的汉语表达能力面试。”海
师大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党意说。

“他们年轻，他们是本科毕业
生，他们有综合素质，他们有活力，
加上他们的专业和爱心，我相信他
们将来可以激活乡村教师这池水，
带动一方教育发展。”省教育研究培
训院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关心凤说。

乡村小学“老人”超编新人难进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将直送教师到乡小

海师承担“免培生”培养，小教专业全国排名第八

根据市县需求调整培养模式：一专多能

培养本科教师培养本科教师
““直供直供””乡村小学乡村小学

2016年乡村教师
定向免培生招生指标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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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中毕业舞会，学生翩翩起舞。侨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