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罗孝平 美编：石梁均

B06 教育周刊2016年8月30日 星期二

HAI NAN RI BAO · JIAOYUZHOUKAN

暑期风采

开学季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黄媛艳
见习记者 袁宇

这两年高考，乐东教育界最大
的“意外”是乐东思源实验高中。

去年，乐东黎族自治县教育局
给首次参加高考的思源高中前两年
的目标：一本上线1人，二本10人，
三本20人。结果出来，去年这3项
指标分别为15人、109人、406人；
今年是22人、128人、446人。

因为意外，还闹出了不少“笑
话”。有个学生收到二本录取通知
书，家长却认为这是诈骗，还报了案。

这所学校，确实充满令人“意
外”的色彩。

2012年，作为海南省政府第三
期教育扶贫工程的一个项目，乐东
思源高中开始办学。9月开学时，
学校像是未完工的工地。在教、学
两个层面，这所学校都捉襟见肘。
学校计划招聘新教师60名，骨干教
师9名，但最终只招到新教师43名，
骨干教师1名。不得已，学校从其他
学校借调了10名特岗教师勉强开
课。招进来的生源，全县三流。有
一次测试，要求“把1/4转换成小
数”，只有1/4的学生会做这道题，教
师们苦笑，“这就是所1/4学校”。

“泥泞”中成长，思源高中先从
确立办学思想着手。校长覃章彪
说，校园建设围绕着一个目标：“学
习乐园，生活花园，事业果园，精神
家园”，在环境营造、学生品行等方
面都花费了大量功夫，目的是要“先
让师生有归属感”。

一所基于扶贫的后进学校，最
难的地方在于规范化，但这恰恰是
乐东思源高中的立身之本。覃章彪
主动推行“改校长说了算为制度说

了算”，学校明确依法治校、民主治
校原则，重大事项由校委会议事和
教代会商讨表决，出台了一百多项
学校规章制度。

针对生源差的现实，思源高中
放低姿态，实行“低起点、慢节奏、精
内容、多反复”的教学策略。而对于
95%为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教
师，却提出了绩效工资制。一开始，
许多教师反对，说县重点中学都还
没实行，为什么我们先来？但最终，
经过教代会3次讨论修订，大家还
是同意“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覃章彪说，有了制度，要出成
果，还得靠狠抓管理。一是抓常规
落实。对学生，思源高中坚持“日训
示、周总结、月评比”的习惯养成教
育模式。对教师则要求更多，从“定
时间、定地点、定内容、定主备人、定
研究课”的备课“五定”，到“每天查
堂查坐班，每两周查教师的备课、听
课和作业批改，每月组织月考、查教
师的教学效果”的“五查”。

二是抓严格的目标管理。学校
对高考和会考实行目标管理，给每
个年级和班级分配奋斗目标，层层
落实，责任到人。每次备考，连教师
们的情绪情况都在考察之列。

规范和严格管理的效应，在
2014年开始显现。当年高中会考，
思源高中平均分和及格率分别位列
全县文科第一和理科第二；次年，
文、理科平均分、及格率、优分率均
居全县首位。

对这所目前拥有2400余名学
生、近200名教师的学校，乐东县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梁小明说，其不
仅取得令人惊喜的成绩，对黄流中
学、乐东中学两所县重点中学学风
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乐东思源高中：

一所后进学校的蜕变

下乡做支教“小黄人”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因为
妈妈生病了。”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
镇亚欠村亚欠小学二年级女生邓雨
璐在海南师范大学三下乡“2016梦
想课堂”上写下的梦想，感动了在场
的大学生志愿者。

本号镇亚欠村是国家级贫困
村，也是海南师范大学精准扶贫定
点之一。亚欠村很多家庭长期处
于贫困状态，孩子们的生活及学习
条件都较为艰苦，作为一所师范院
校，下乡支教是海南师范大学最主
要的社会实践之一。

今年暑假，海师学生再次走近
亚欠村，开展教育扶贫活动。短短
五天时间里，志愿者与96名孩子一
起生活，一起学习，不仅给孩子们带
来在课堂上接触不到的知识，还带
领孩子们参加课外实践活动，让他
们的暑假活动变得更加丰富。

7月13日，一大清早，瓢泼大雨
就下个不停。可暴雨并没有挡住孩

子们与志愿者的脚步，他们打着雨伞
或者穿上旧雨衣前往亚欠小学。有
的志愿者甚至冒雨去接小朋友上学，

“当接过孩子的伞时，我的心颤动了
一下。”志愿者喻法勇接过孩子的伞，
看到的是一把锈迹斑斑的雨伞，伞面
有破洞，且与伞柄完全分开。“孩子就
拿着这样的伞，去听我们上课，可见
他们多么渴望知识的灌溉。”

因大学生志愿者统一穿着黄色T
恤，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小黄人”。
也许，在孩子们眼里，他们更像“多啦
A梦”。原来，志愿者们记录了96名
孩子的梦想，制成“梦想墙”，并在梦

想课堂活动中，赠送孩子们学习和生
活用品，满足了部分孩子的愿望。

除了梦想课堂、爱心支教外，
“海南师范大学尖兵班实践团”还在
本号镇开展了电影下乡、贫困调研、
美化环境、禁毒宣传、结对帮扶等
10 余场活动，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800余份，并建立爱心书屋，捐赠图
书400余本。

家长座谈会上，村民黄大伯对志
愿者鹿书毓说：“自从志愿者老师来到
了亚欠村，我的孩子变得很积极，对学
习也很有兴趣了，每天早早就催我送
他们来学校，只可惜时间太短了。”

据了解，亚欠小学在校生本来
只有51人，但当海师支教的消息传
过去之后，竟吸引了96名孩子前来
报名，学生挤满了原本就不宽敞的
教室，甚至还要从村委会借来桌椅
板凳应急。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贫
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更是精
神上的贫困、观念上的落后。”海南
师范大学派驻亚欠村第一书记杨烨
感慨道，“只有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
水平，培养好贫困地区的孩子反哺
家乡建设，这才是可持续、稳定的扶
贫之路。”

海南学子的暑期社会实践丰富多彩

用行走为青春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还有一周，来自文昌市公坡镇的
准大学生符永斌，就要去往千里之外
的河南郑州，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
这个老实质朴的小伙子，总想抓住这
最后几天做点什么。

高中结束后这个无忧无虑的暑
假，本应是青春的狂欢，但符永斌却
总是在找事做。

当一个多月前录取通知书寄
到家里的一刻，符永斌和家人一
样，满心欢喜的脸上有着一丝忧
愁。成功录取意味着有机会带着
希望走出去，但同时也意味着每年
5500元学费带来的沉重负担。“姐
姐在上大学，妈妈身体不好，担子
都在爸爸身上。”

“我想做点什么，减轻一些负
担。”符永斌的心里做好的打算是寻
一些零工、挣一点外快，但打好的算
盘却被现实击破，很少有人愿意在短
期内雇佣一个高中毕业生，虽然小伙
子很精壮。

离家不算远的一片水田，是符永
斌家里全部的经济来源。在田里搭
把手、帮帮忙，父子之间虽没有什么
对话却也心照不宣，长势良好的水
芹，凝结了一家人的心血。在家里干
干活、做做饭，眼神不好的奶奶对他
很放心，一桌不算丰盛的饭菜，能让
一家人开心团聚。

在田野边玩耍的孩子，时常能认
出符永斌在水田里劳作的身影。“老
师！辛苦啦！”符永斌则总是抬头报
以微笑。

原来，在暑假之初，符永斌就加
入了公坡镇的大学生返乡支教任务，
做起了公坡镇中心学校的临时数学
老师，用自己擅长的知识，带给镇里
的学生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也借着这个机会，他能从学长学
姐的口里，听一听大学的故事，那是
他向往的地方。

一个多月来，符永斌喜欢把鲜红
的录取通知书拿出来看了又看，眼神
不好的奶奶喜欢听他念。也总是在
这个时候，他才会露出笑容。

还有一周，他就要启程前往千里
之外的河南，在好心人资助下，第一
年的学费已经解决。身还在文昌，符
永斌的心早已飞到了郑州。

在那里，他还想要做点什么，因为
等他毕业，他就要学会扛起这个家。

上大学前
帮家里多做点事

教育部：

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
严防冒名顶替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2016年普通高校招收
的新生陆续开始报到入学。教育部日前发文，
明确要求各高校严格按照国家招生政策规定和
学籍管理规定，认真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
对存疑的考生，要认真与生源地省级招生考试
机构核实，严防冒名顶替和资格造假。

教育部要求，高校要对新生报到所需录取
通知书、身份证、户口迁移证、高考加分资格证
明等材料与考生纸质档案、录取考生名册、电子
档案逐一比对检查。

对享受高考加分照顾的新生、自主招生新
生及通过有关专项计划录取的农村和贫困地区
新生进行资格复核。要组织专家组对艺术、体
育专业和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录取
新生开展入学专业复测。

对存疑的考生，要认真与生源地省级招生
考试机构核实，严防冒名顶替和资格造假。对
通过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方式骗取高考加分资
格、录取资格或冒名顶替入学的新生、未按规定
公示有关资格身份的新生、未经省级招生考试
机构办理录取手续的新生以及其他违规录取的
新生，一律不予学籍电子注册，并报告有关部门
倒查追责。 （综合）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暑期社会实践，是一个“反

刍”课本知识、开阔视野、走进生

活、展望未来的好机会。

在这个新的开学季，让我们

一起来盘点一下海南的大学生

们的暑期社会实践生活，看看他

们有哪些经历？有着怎样的意

义？带给社会怎样的启发？

“海南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团”暑期在新加坡参加体能素质拓展训练。 （图片由海南大学受访者提供）

← 符文斌帮家里干农活。

符文斌辅导邻家孩子做作业。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走出国门闯“商海”

这是一个创业的时代，许多大学
生都做过“创业梦”，可如何将创业梦
想照进现实呢？

为了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创新创
业相结合，引导学生利用暑假开展社
会实践，海南大学全校公开选拔9名
学生与1名指导教师，组成“海南大学
大学生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科
创中心创新创业实践团”。

9名学生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
的专业，却怀抱着同一个创业梦想。
通过参加海外素质拓展、创新创业课
程研修班与“风起东南亚——2016东
南亚互联网研讨会”等活动，学生们更
加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方向。

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商
务英语专业学生黄玉慧，是这次创新
创业实践团的班长。她说，在新加坡
开放式的教学模式熏陶下，不仅可以
让学生感受到国外名校的教学理念，
还能深刻体会到“实践即教学”的真正
内涵。“这是在培养自己在不同的领域
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开阔眼界，增
长见识，无疑是拓展人生可能性的主
要方式之一。比如，中国阿里巴巴网
站的两位创始元老以及新加坡“番薯
游”的创始人等互联网创业精英，均应
邀出席了研讨会。

“他们通过真挚的演讲让我们了
解了当今互联网创业的形势和前景。”
海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2016级园艺
专业研究生刘宇介绍道。她坦言，通
过此次活动，学习了解到许多国际时
事，不仅提高了自身素质、增长见识，
还为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于培
养自主自立的公民，培养未来的政
府和民间团体领袖人物，特别是后
者，这是成熟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曾在日本做过访问学者的海南
大学教授张江南解释说，鼓励学生
直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象
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通过这种方
式，不仅可以培养人才，更能增加社
会认同感。”

海师学生暑期再次
走近亚欠村，开展教育扶
贫，志愿者与96名孩子一
起生活、一起学习，给孩
子们带来在课堂上接触
不到的知识，还带领孩子
们参加课外实践活动

1

海南大学全校公开
选拔9名学生与1名指导
教师，组成创新创业实践
团，暑期远赴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南洋科创中心，
参加为期 14 天的创新创
业实践活动

2 编者按：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吴辉写给即

将上大学的女儿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大学
新生和家长的共鸣。

从幼儿园开始，离我们渐行渐远的儿女，终
于独立远行去上大学了。在他们独立的大学生
活中，面临着怎样的青春迷茫？是勤奋前行还
是自我放逐？能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吴辉的9条忠告，当是当代大学生们的“醒
世恒言”，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怎么掌
控好飞扬的青春年华。

在大学，成为更好的自己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吴辉给女儿
的一封家书：

你很讨厌说教，但在你外出求学之际，我仍
要啰唆几句。对你未必有效，对我却是安慰。

关于道德：记得有一次坐公交车，我主动给
一位老人让座。当时你和君姐都说，没想到我会
给人让座。我理解年轻人的这种心理，我第一次
帮助别人时，也很在乎别人的眼光。现在想来，根
本不必。一件好事，不存私利，有何担心，怕啥议
论？

关于专业：专业的好坏是相对的、辩证的。
今天的好专业不等于永远的好专业。当大家都
觉得一个专业很好时，这个专业离毁灭就为期
不远。不要用利益的标准来衡量专业好坏。兴
趣的标准更稳定，利益的标准不长久。

关于知识：“读书无用论”是存在的，没有读
书也发横财的人也是有的。但个案不能说明问
题。读书到底有没有用，不能只用“金钱”衡
量。知识决定一个人的气质、趣味、欣赏水平、
价值观……

关于阅读：大学与高中最大的区别是，自由
很多，挥霍自由的人也很多。希望你能利用这
难得的自由，多读些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读
经典，经典是时间选择的产物，读者挑剔的结
果。

关于竞争：如今这个年代，需用实力说话。
规则应该会越来越公平，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残
酷。不靠人情关系，就靠本事竞争。虽然这样
比较辛苦，但于外能赢得别人尊重，于内能得到
心里安稳，多好！

关于漂亮：遗憾的是，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经
验可以传授给你。你学习之余，不妨适当看看
修饰打扮方面的书籍或时尚杂志。当然，漂亮、
有魅力不仅仅是指外表。内外兼修很重要，我
可不希望你追求花瓶式的漂亮。

关于恋爱：爱情很美好，爸爸希望你能找到
意中人。恋爱很严肃，对待须认真。你可以爱
他，但不要牢牢限制他。如果你们是认真的，我会
祝福你们。

关于交友：大学是读书之所，也是交友之
地。人的一生一定要有几个交情过命的朋友。
大学宿舍，四人一寝，大家远道而来，是前世定
下的相遇。遇事能让则让，有难可帮就帮。

关于时间：时间最公平，每个人的一天都是
24小时。不妨在适当的时候，把网络关闭，让
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欣华）

照顾好自己

培养一个终身的兴趣爱好

认真对待学业

真诚对待室友

勇敢展示自己

盖章

资讯

对新生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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