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校长 好教师”

引进工程·回访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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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她“狠心”将智障侄子
培养成特奥会冠军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陈泽汝

母亲，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个关键词。有
生母，也有养母；有单亲妈妈，也有不是妈胜似
妈的人。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母亲节，我们见证了
来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的陈良对养母
的“感恩之礼”。

“感谢妈妈对我的养育之恩，祝她母亲节快
乐。”陈良支支吾吾了许久，才“艰难”地说出这
句话。

不是因为害羞。年幼时，因高烧未及时就
医，患有脑部智力严重障碍的陈良，确实不善言
辞。

而陈良口中的妈妈，其实是她的婶婶刘爱
兰。7岁时，陈良的生母去世，他和哥哥姐姐由
父亲一人抚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善良的刘爱兰看着揪心，决定抚养陈良。
当时，全家每月700元的收入本就入不敷出，突
然又多了一个生病的孩子，生活难上加难。

就是这样的一位普通农村妇女，悉心照料，
慧眼识才，竟把陈良培养成了海南省第一届特
奥会田径比赛项目的冠军，引以为傲的“儿子”
还多次代表海南省参加国家级、世界级比赛，被
评为国家“优秀运动员”。

刘爱兰回忆道，有智力障碍的陈良8岁才
上一年级，可他还是比同学们“慢几拍”。每天
下班后，自己把时间全用来辅导他的学业，但陈
良还是在五年级退学了。“我想做他可以依靠的
大树，但却困难重重。”刘爱兰说。

2006年，琼中民政局推荐残疾人到海口
参加田径培训班，得到消息的刘爱兰一夜未
眠，“虽然参加体育特训班很辛苦，但孩子总
要学会成长，父母不能陪他一辈子。”刘爱兰
说，正是这样有些“狠心”的教育理念，改变了
陈良。

刘爱兰竭心尽力抚养陈良的事迹感动着很
多人，今年3月入选了“中国好人榜”，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她表示，“伟大”这个词分量太重，自己
年纪越来越大，将来孩子能否自力更生，是她最
牵挂的事。

现在，已是而立之年的陈良在琼中县城谋
得了一份稳定工作。“平时发了工资，就交给妈
妈一半！在我心里，她就是亲生母亲。”陈良沉
默了片刻，略带“严肃”地说：“妈妈的付出无以
回报，下班后帮她洗菜做家务，周末跟着她去槟
榔园干活，陪伴就是孝顺。”

涓涓爱流，谱出奇迹之歌。儿时，刘爱兰是
陈良的“大树”，如今，懂得回馈的陈良用行动诠
释着“三生报答轻”。

母亲节，有没有为妈妈准备一份小礼物？
“送鲜花，妈妈会说浪费，这些年都是她为我操
劳，今年过节我为她做了一桌好吃的菜！”陈良
笑着说。

跑到琼中上安乡买地道的小黄牛肉，“百
度”搜索银耳莲子汤怎么做……母亲节前夕，陈
良就拿着提前备好的“菜单”，去采购新鲜食材，
忙得不亦乐乎。

母爱是细流，于无声处润心田。被病魔缠
身的陈良其实是幸运的，遇到了一位好母亲，足
以改变命运。

刘爱兰也是幸福的，因为陈良病情稳定，生
活能自理，还有一技之长。

2015年，我省大手笔从全国引进
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各校长到任
后，在各自的校园中面临着语言不通、
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和基础教育质
量不高等共性问题。

“我是重庆人，2015年到海南后发
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琼中就只有一所高
中，体量小，自己出卷自己考核，分数的
含金量有多高？我们的第一名放在全

省是多少名？”在探讨中，时任琼中中
学（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校长
唐仕禄发现了很多引进校长也有这样
的困惑，在多次的交流和沟通后，一个
相对成熟的想法达成了。

2015年10月，由唐仕禄牵头成立
了“海南好教育联盟”，初成立时有琼中
中学、儋州新州中学、定安中学、澄迈中
学、白沙中学、保亭中学、热带海洋学院

附中七所学校参与。2016年，陵水中
学加入其中。2017年，屯昌中学和屯
昌思源中学加入联盟，目前共有十所学
校参与。联盟成立后，每个学期选出一
名校长作为轮值主席，由该校长在所任
职的中学负责组织一至两次交流活
动。目前，该联盟已走进澄迈中学、白
沙中学和定安中学。

“我们联盟建立了三项制度：一是

建立联合考试制度，联盟学校一套卷
子一个标准进行考试阅卷；二是联合
教研制度，开展‘同课异构’等交流活
动，取长补短，提高教学水平；三是论
坛制度，将管理和教学共性问题专题
化，通过论坛集中探讨解决。”唐仕禄
表示，他对联盟的前景非常看好，希
望藉此在联盟范围内整体提高教学
水平。

共享大数据，共解发展难题

10校结盟共办好教育
■ 本报记者 罗孝平 邓钰

实习生 李瑞

5月12日，定安中学
严肃忙碌中透出喜气。
“聚焦新高考，探究新课
堂”大型教学活动在该校
举行，来自首都师范大学
附中、海南中学、山东省
齐河一中和“海南好教育
联盟”10所学校的 200
余名校长和教师来到定
安中学，通过开展语文、
数学、化学和英语等科目
的“同课异构”交流课和
讨论交流活动进行分享
学习。

这是“海南好教育联
盟”例行举办的活动，本
学期的轮值学校是定安
中学。“海南好教育联盟”
由我省10所学校倡导成
立，他们的校长都是近两
年我省引进的校长。通
过这种“抱团取暖”的方
式，共享教育资源，共同
破解难题，促进教育水平
提升。

“我们这次期中考试就是一张卷
子，联盟通过聘请第三方编写试卷，用
这份卷子考核联盟内所有学生，并将
学生答卷上传改卷系统，由各校教师
在网上改卷。所有改好的答卷将由系
统进行大数据处理，分析出各校整体
水平和薄弱题型等项目，并形成直观
的图表反馈到各校。”儋州新州中学校
长严振军说。

由省内外的名师讲解同一堂课，

会有怎样的效果？“虽然课程主题相
同，但不同教师的授课风格和思路不
同，课堂效果也截然不同，这其中有很
大的对比反思空间。”在定安中学语文
组组长邱崇岳眼中，“同课异构”让他
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对比与差距。定安
中学校长司加栋表示，此方式是扩展
教学思路、提高教师水平的极佳方法，
在开展“同课异构”交流后，校内教师
教学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再者，若

不抱团，我们一个学校哪有那么多资
源，哪有能力去全国各地请名师？”司
加栋对这样的资源共享赞不绝口。

不仅如此，联盟的成立还在其他
层面推动了各个学校的成长。“在联盟
成立之前，各兄弟学校间鲜少交流，彼
此间几乎属于信息封闭状态。现在我
们就知道了有些学校教学有特长，有
些学校文化建设有声有色，有些学校
的宿舍管理做得好，我们就可以取经

学习了。”严振军认为，在联盟交流中，
各校能够共享教学资源，尤其是通过
共同阅卷和大数据分析，教师能够通
过和多市县的对比，了解学生的真实
竞争力，并针对性地调整教学方式。
此外，联盟还共同探讨如何将内地先
进的教学经验本地化，为校园管理提
供明确的思路。“我们希望，联盟的交
流不仅能推动一所学校的发展，更对
改善一地的教育有所促进。”

抱团发展

初见成效

“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
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
里人。”日前，记者走进西南大学临高
实验中学借用的临高二中的校舍，远
远就能听见孩子们背诵古诗词的声
音。原来，一场全校学生热情参与的

“背诵经典，润泽心灵”的校园活动即
将在该校拉开帷幕。初高中12个班
级都成立了比赛小组，准备一较高
下。

特色活动精彩纷呈，课堂教学严
抓严管，教研交流碰出火花……去年
9月开办的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
用亮眼的业绩，给临高教育界带来新
气象。4月20日，在全县统一命题、

统一改卷的一次初一年级段考中，西
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以平均分599分
的成绩，超出全县平均分188分，比第
二名超出50分，考试的7个科目中，6
个位列第一。对于一所成立不足一年
的新学校而言，取得这样的成绩，令人
惊诧。45岁的王遵义，就是这所学校
的“大管家”。

1991年参加工作后，王遵义先后
在河南省长垣县第一中学、长垣县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从事教学相关工作长
达25年。作为河南省特级教师和一
名优秀的教育管理人才，他是当地教
育界的明星人物。

2016年，关注到海南的教师引进

工程，他决定换一片天地，施展才华。
最终，王遵义成功竞聘西南大学临高
实验中学校长岗位。

去年暑假，台风袭琼，临高二中校
舍被淹了一米多深。王遵义入驻学校
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抗洪救灾”。他带
着一群新招录的教师，清理淤泥，打扫
卫生，筹备新学期的开学典礼。

“虽然起步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
们对教育教学的标准不能有一点放
松。”去年9月开学后，考察了一番师
生整体面貌后，王遵义开始在学校狠
抓“三风”建设，立志要打造一流的校
风、教风、学风。为了正风气，他要求
每天早上老师必须带着学生集体出

操，激情宣誓，让学生们把心中的理想
大声喊出来，释放他们的内驱力。他
对教师实行严格的“签到”制度，确保
老师有充足的时间在学校备课、教学、
辅导。

王遵义说，除了日常管理工作，平
时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听课。每
天去听课，一个学期近200节的听课
量，让他时刻接近课堂、接近师生，成
为一位不坐办公室的校长。

明星校长带来 气象

■ 本报记者 罗安明
通讯员 赵秀君

他拥有一个自带
红色记忆的名字，他是
一位充满激情的教育
工作者。来海南之前，
他已经是河南省特级
教师、新乡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拥有一
系列耀眼光环，他却选
择离开故土，来到几
千公里外的海南，施
展自己的理想抱负。
他说，是海南的生态
环境吸引他来到这
里，更是海南建设国
际旅游岛、科教兴省
的决心，让他决定投
身海南的教育事业。
他就是我省2016年引
进的名校长——西南
大学临高实验中学校
长王遵义。

在教学方法上，他鼓励老师大胆
采用导学案教学法，让孩子积极参与
到课堂中来，通过小组讨论等形式，让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改变了以往老
师唱独角戏的教育模式。

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说：“播下一
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
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
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在王遵义看
来，让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不仅
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也会让他们受益
一生。

在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有很

多关乎细节的“规定”，如今已变成学
生们的自觉习惯，比如“入楼即静”“入
室即学”“来往小跑”“未眠回顾”，又比
如学生宿舍杯子、毛巾、鞋子、洗漱用
品“排队”。在课堂环节，王遵义把错
题集引入书桌，要求学生把易错题和
知识盲点集纳在一起，不断查缺补漏，
巩固提升。

学校刚成立，全校60名教师中，
54人是刚大学毕业的“新兵蛋”。为
了打造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王遵
义经常邀请西南大学的名师来学校
讲课，给老师们“充电”，同时通过开

展“同课异构”等教研活动，由骨干
教师带着青年教师，共同成长。该
校还定期举办讲课比赛，每个教研
组抽签决定一人上公开课“打擂
台”，引发各教研组的教师互相学
习，不断“磨课”，很好地提升了课堂
教学水平。

临高当地的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
童，王遵义在学校建立育人导师制，由
每名教师“结对子”成为三至五名学生
的导师，定期和学生交流谈心，动态关
注孩子的内心世界。他奉行的管理心
得是“严格管理，人性关怀”。

虽然目前教学场地受限，但王遵
义一直坚持多元发展的教育理念，通
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激情校
园。学校先后成立了舞蹈班、绘画班、
女排班，课余活动有声有色。

5月底，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
的全体师生将搬入189亩的新校区，
一个投资2亿元多元的花园式学校，
那里将为王遵义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王遵义说，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
学的发展目标，就是用3年时间成为
临高县重点中学，用5年时间建成海
南一级名校，进入第一方阵。

明星教师南下 狠抓“三风”

严管厚爱 推行导师育人制

5月13日，儋州黄冈实验学校组织
开展了“第一届黄冈杯小升初语数邀请
赛”，来自儋州、澄迈、临高、昌江、白沙、
洋浦、琼中及乐东等西部县市的3729
名学生报名参加。该活动宗旨是为了
推动儋州及周边地区小学素质教育的
发展，提升该区域教育教学质量，促进
黄冈与海南教育的融合。

儋州黄冈实验学校是适应海南西
部教育发展需要而创立的大型民办学
校，集小学至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规
划用地200亩，总投资3亿元，办学规
模为4000个学位。该校2016年 5月
开工，2017年5月第一期工程竣工，今
年9月1日将正式开学。

文/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全省3729名学生角逐
第一届黄冈杯小升初语数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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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到教室听课 定期举办讲课比赛 课余活动有声有色

宁夏大学在琼设立函授站
共开设3个专业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省教
育厅日前发布文件，同意宁夏大学在海口市琼
山区金诚教育培训学校设立成人高等教育函授
辅导站，并给予备案登记。

宁夏大学海南函授站开设专业有学制2.5
年的专升本层次经管类专业：旅游管理专业、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专业；还有学制5年的高
升本层次文史类专业：行政管理专业。

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校长王遵义。
本报记者 罗安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