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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心语

习作

心灵鸡汤，可以休矣
■ 李旭洋

人活一世，总会遭遇太多戕害身心的假货，
比如地沟油、毒奶粉。同样的，披着经典外衣的
心灵鸡汤，也位列其中。

从小到大，总会有意无意读到太多励志的文
章，甚至还有一些经过专家审核，终被认作经典，
录入课本当中。一些读者确也受到激励，得到鼓
舞，比如儿时的华盛顿偷砍樱桃树后认错的诚
实，少年爱迪生制作无影灯帮母亲切除阑尾的睿
智，甚至，人们还时常端起这碗自己品咂着有滋
有味的心灵鸡汤，教育着比自己年轻的人：“看人
家华盛顿，看人家爱迪生……”而现在，华盛顿、
爱迪生的故事，竟被证实为赝品：教育别人要诚
实的作者本人，竟谎话连篇没有一点诚实——当
年华盛顿家根本没种过一棵樱桃树；小爱迪生生
活的年代本无成功的阑尾炎手术。于是，我们昔
日里的精神圣殿，瞬间轰然坍圮。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学会做人，做人的根本
原则是要诚实守信。如果欲培养一个诚实守信的
人，竟需要用所谓的华盛顿、爱迪生们的虚假故事
来润泽的话，我想，这样的培养方式，不要也罢。

文学作品可以掺入种种想像，但很多东西，绝
不能造假。而我们读到的有关心灵鸡汤之类的所
谓名人故事，谁又能保证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其实，动不动就以长者自居，指手画脚要求
别人读一点心灵鸡汤，或动不动就想靠心灵鸡汤
活着的人，都是心灵空虚的表现。欧阳修为提高
写作水平，不断充实自己，手不释卷，枕上、马上、
厕上，太多的文学精品等自己阅读，时间太少不
够用，哪有空闲去读心灵鸡汤？哪有时间指导他
人品尝心灵鸡汤？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惜时如
金，甚至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写作上，哪
有兴趣读心灵鸡汤？更没有时间指导他人品尝
心灵鸡汤。

至于爱喝心灵鸡汤者，大都是空虚寂寞的一
群，拿着味道似乎不错、实则干瘪乏趣的玩意儿
来慰藉自己苍白的灵魂。

若想强大自己的灵魂，只能靠汗水和智慧。
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只需把精力倾注于科学研
究上，没必要拿一些所谓的科学家传记作为自己
前进的灯塔；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只需要潜心读
书、认真写作，没必要靠心灵鸡汤给自己壮胆。

人生短暂，可做的事真的太多，可读的书浩
如烟海，而心灵鸡汤不在其列。

心灵鸡汤，可以休矣。
（作者系五指山市五指山中学高二学生）

2017年8月8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罗孝平 美编：陈海冰

公办幼儿园挤破头

记者调查发现，“公办幼儿园师
资力量强大”“上公办幼儿园让人放
心”诸如此类表达，是家长们的共同
心声。

“公办幼儿园由国家投资建设，经
费有保障，收费合理，管理有序，教师
素质高。”三亚崖州区的一位家长说，
亲戚朋友的孩子都在公办幼儿园上
学，在师资水平方面，公办幼儿园的教
师每年都会接受相关培训，能严格按
照国家的要求开课，良好的课程安排
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此外，因为公立幼儿园教师有编
制，比较稳定，基本不会出现大量外流
情况，而民办幼儿园的教师流动性很
大，学期内换老师也是常事。

“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他们与老师
打交道的时间很长，会对老师产生依
赖性。要是经常换老师，孩子不适应，
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琼海的一位家
长符先生这样说道。

一些竞争力不强的民办幼儿园，
面临的问题也很多。在海口一些街
道，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幼儿园过度集
中，出现恶性竞争。房租跟着房价涨，
一些民办幼儿园很难撑下去，不断用
涨学费的方式“解决问题”。

私立幼儿园入园贵

“我们一家刚到海口定居，想让3
岁的孩子上公办幼儿园，但不符合相
关政策。”来自四川的王女士说，最近
跑了几家口碑较好的民办幼儿园，发
现都已错过预约时间。她坦言，没想
到民办幼儿园的学位也如此紧俏。

紧俏的背后，并不是学费低。据
了解，目前海南的民办幼儿园分为全
国连锁品牌的中高端幼儿园、中端民
办幼儿园、办学规模较小的低端幼儿
园几大类。多数家长会选择每学期保
教费在3000元—8000元的中端民办
幼儿园。

“我认为中端民办幼儿园的软硬
件设施还是与公办幼儿园有一段差
距，但收费却比公办园贵了很多。”家
住秀英区紫园路的李女士说，煞费苦
心地选学校，都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更
优质的教育。

与城区的公办幼儿园入学难问题
相比，乡镇一级的幼儿园也不容乐
观。“校方坦言，镇里的公办幼儿园只
有不到10位教师有编制，就算想多招
些孩子，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海口长
流镇一位家长说，在现实情况下，只能
选择附近的民办幼儿园，办园条件较
差，保教费每学期在3000元左右。

“公办幼儿园一位难求，而现在民
办幼儿园的收费几无上限，一学期几
万元都有，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难以承
受，而收费过于低廉的幼儿园又担心
连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因此只能
选择中端的。”海口市民赵幼斌表示，
为了孩子上幼儿园他也是多方打听，
后来也只能在收费和离家近之间寻求
平衡，找了一个性价比合适的。

多措并举破解“入园难”

事实上，近年来，海南已在不断加
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记者从2017
年度海南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海南涉及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
园项目26个，新增5560个幼儿园学
位，确保2017年以后避免产生新的大
班额，力争实现全省中小学校互联网
接入率达到100%。

这几年，通过不断新建、改建和扩
建公办幼儿园，各个市县有效地缓解
了学前教育的紧张状况，但面对不断
涌入城区的入学大潮，目前的学前教
育学位依旧不能满足家长们的需求。

海口市教育局组织人事处处长邓
袖表示，海口市区域内有两所幼儿园扩
建，分别是龙华区中心幼儿园和海南大
学附属幼儿园。扩建公办幼儿园，也要

考虑教师编制问题。目前海口公办幼
儿园的教师编制在500—600个之间，
但实际上需要编制1100个左右，教师
编制短缺，在乡镇一级尤为明显。

面对教师编制短缺，海口也在寻
求最快的解决方式，“根据公办幼儿园
的办学规模，临时聘用相应数量的教
师，缓解公办幼儿园教师少的困境。”
邓袖说。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在
增建公办幼儿园的同时增加教师编
制。近年来，海南省教育厅先后多次
开展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情况调查
工作，为研究配足配齐幼儿园教职工
工作做准备。

据了解，从2012年开始，海南省
教育厅先后三次为新建改扩建公办乡
镇幼儿园教职工预拨编制4083名，根
据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2014-2016年），又有一批新建改扩
建幼儿园建设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

目前，海南学前教育经过两轮三
年行动计划，毛入园率达到80.84%，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加快发展
的任务更加紧迫，今年，海南将启动
实施第三轮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各市
县完善学前教育布局规划，加快实施
幼儿园扩容工程和薄弱幼儿园改造
工程。

喜欢上课
■ 董新明

“喜欢上课，真的！”
36年前的9月1日，当我面带羞涩地走上讲

台，在四十多名稚子热切的目光注视下，十分紧
张地上完第一节语文课后，我心里就燃起了这一
想法。

5年后，镇教育组要调我去做干事、专职于文
字材料工作，我谢绝时，这样说过。

15年后，镇委考虑我的校长人选，打算让我
撤离教学一线，我婉拒时，也这样说过。

“喜欢上课，真的！”
这不是虚言，是真话；也不是作秀，是务实。
喜欢上课，就是喜欢在希望的田野上，诗意

地奔忙。
课堂是希望的田野，学子是成长的幼苗。用

知识的甘霖哺育幼苗，你收获的，不仅有丰稔的
物质，更有沉甸甸的精神；你的眼里，不仅有现实
的充沛，更有“远方和诗”的昂扬。你站立讲台上
课，你稳稳而坚定地站立着，一站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你长久地站立，是为了你面前
的学子早日站起，向着高天放飞梦想；是为了你
面前的幼苗早日茁壮，成为国家的栋梁。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门子的“使眼色”，有
什么艺术匠心？《沁园春·长沙》“鹰击长空，鱼翔
浅底”中，为什么用“翔”，而不用“游”？《廉颇蔺相
如列传》这篇千古不朽的篇章，可以触发你哪些
思考与感悟？这些从教材中挖掘出来的“提问”，
宛如一粒粒晶莹剔透的宝珠，在课堂上碰撞，迸
射出智慧的折光，激荡出思想的脆响。你用母语
的涓涓清流滋润学子的心灵，你的获得感与学子
的快乐感一同骄傲地生长！学子在你的托举下，
在语文的天空自由飞翔；学子的振翮起舞，也是
在挥洒你的教育理想。

喜欢上课，可以拒绝清闲，让内心变得充实。
喜欢上课，就是不甘平庸，让奋斗的步伐变

得铿锵。
比如我。
担任学校中层干部6年，我始终喜欢上课。
执教高中双班语文12年，我一直喜欢上课。
众多学子给我语文教学的“点赞”，是我“喜

欢上课”的生动注解。
案头十几本剪贴的文章，书柜里几十本出版

的专著，是我“喜欢上课”的珍贵结晶。
喜欢上课，喜欢听孩子们朗朗的读书。
喜欢上课，喜欢目睹他们激烈的争辩。
喜欢上课，喜欢分享他们流利的表达。
真有那么一天，当我“撤离”讲台不再给孩子

们上课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在梦中重现昔日上课
的一幕幕……

（作者系儋州市第二中学教师）

■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均不含寄宿制学校）就近
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100%、95%以上

■全县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50%，并向农
村初中倾斜

■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全县符合条件的随迁子
女在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
不低于85%

今年全省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项目26个，新增5560个幼儿园学位

多渠道破解

每年暑期，无疑是幼
儿园报名的高峰期，家长
们相互出谋划策谈经验，
心急如焚。的确，公办幼
儿园少，民办优质园贵，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海南公办幼儿园学
位紧张已持续数年，尤其
是省、市机关幼儿园等公
办园，申请就读的幼儿数
量远远超出其招生人
数。随着城市发展和人
口增长、二孩宝宝即将入
园的现实以及近年来新
建住宅小区大量涌现，使
得全省幼儿教育资源不
足的矛盾凸显。

海南学前教育资源
如何后起勃发？如何满
足孩子的入园需求？记
者为此展开调查。

■ 本报记者 郭畅

为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
展成果，引导各地将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向着更高水平推进，全面提高
义务教育质量，教育部日前印发了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
评估办法》，对小学及初中的规模
及班额、教师培训学时等均衡发展
指标作出明确。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陈欢欢

“这个小伙子，一脸的书生气，不
像是建筑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长征镇万众村，村民向记者介绍说。

“村里正在进行危房改造，缺工
人，这个孩子是我们村的大学生，名叫
王泽阳。”施工队工人盆明进说，由于
家庭经济条件差，为了凑齐新学年的
学费和生活费，王泽阳整个暑假都会
在这里干活。

烈日当头，等到晌午，趁休息时
间，记者找到王泽阳。王泽阳身上的
衣服已被汗水浸湿，手上布满了茧子，
来不及说话，他拿起身旁的水壶，“咕
咚咕咚”几口便喝完了。

“我是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
一名学生，在工地扛水泥、拉砂、砌墙，
每天能赚 190 元钱，辛苦一点也值
得。”王泽阳说，在课余时间，自己发过
传单、送过外卖，都是为了帮家庭减轻

生活负担。
“我一直觉得，只有知识能改变自

己的命运，现在最让自己发愁的是每
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寒暑假，多打一
份工，就能让家里的父母少些压力和
担心。”王泽阳笑着说。

这时候，王泽阳的父亲王世维喊儿
子回家吃饭，还专门熬了绿豆汤，为他防
暑降温。

王世维说，王泽阳的努力勤奋，让
他感到很骄傲。这些年，自己和妻子
忙于农活，对几个孩子疏于照顾，王泽
阳懂事，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2014
年高考，以优异成绩考入海南大学，成
了村里孩子的榜样。

“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住校
了，记得第一次周末回家，我把食
堂的饭盆和勺子打包好，准备带回
家，惹来同学们的嘲笑。”回忆起独
自到县城读书的事儿，王泽阳不禁
感慨，正是因为有了在外求学经

历，自己才变得独立自强，也下定
决心要走出大山。

“虽然家里贫穷，但父母却一直省
吃俭用，供我读书。希望毕业后，能回
到家乡工作，孝顺父母。”王泽阳说，职
业并没有贵贱之分，自己很满意现在
的生活状态，年轻人就应该不怕苦不
怕累，主动承担起家庭的担子。

长征镇组织委员符小刚说，去年
在对万众村进行入户调查时了解到，
王世维一家每年要承担孩子们的高昂
学费，长征镇将其纳入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随后，教育补贴、危房改造补
贴、产业帮扶资金等多项优惠政策，让
王世维一家看到了致富希望。

“现在家里的新房马上封顶了，益
智种植、小黄牛养殖等特色产业也走
上正轨，我们家的幸福日子就要来
了！”王世维高兴地说，等今年手头宽
裕些，就到省城海口逛逛，去儿子就读
的大学参观一下。

热点聚焦

建筑工地上的大学生

■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小学、初中分别达到4.2人以上、5.3人以上
■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小学、初中均达到1人以上
■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小学、初中均达到0.9人以上
■网络多媒体教室数：小学、初中分别达到2.3间以上、2.4间以上

县域义务教育如何优质均衡发展
一图读懂评估标准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每百名学生应该拥有：1

小学、初中应该这样：2
■所有小学、初中规模不超过2000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

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超过2500人
■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所有小学、初中每12个班级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间以

上。其中，每间音乐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6平方米，每间美术专用
教室面积不小于90平方米

3 小学、初中教师应该享有：

■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
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
效工资总量

■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达到100%
■教师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100%
■全县每年交流轮岗教师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

件教师总数的10%；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
总数的20%

4 小学、初中招生遵循：

■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95%以上
■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5%以上
■所有学校制定章程，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
■课程开齐开足，教学秩序规范，综合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无过重课业负担
■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相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

达到Ⅲ级以上，且校际差异率低于0.15

5 县域教育质量达到：

图读教育

入园难

制图/陈海冰

海南大学学生王泽阳暑期在建筑工地打工挣学费。 通讯员 陈欢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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