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3个项目已全部完工，完工率100%
■2015年8个项目，7个完工，1个在建，完工率87.5%
■2016年7个项目，1个完工，6个在建，完工率14.3%
此外，2014年-2017年“全面改薄”设备项目已全部完成建设

2014年-2017年
文昌市教育系统“全面改薄”

总投资 10590万元（包含设备 1286万元）
土建类项目39个（含运动场项目10个）
教学楼等建筑项目建筑面积31243平方米

其中
中央资金6465万元
省级资金4125万元

截至
目前

2014年-2017年
“全面改薄”土建类39个项目

20个已竣工，8个在建，11个正在做前期工作

厉害了，我的物理老师
文昌中学教师钟超多次带领学生在物理竞赛中获奖

■2014年，投入的教师培训资金338万元

■2015年投入的教师培训资金340万元

■2016年投入的教师培训资金350万元

■2017年投入的教师培训资金350万元
2016年招录免费师范生10名、引进学科骨干教师3名
2017年拟招录免费师范生7名、引进学科骨干教师5名

文昌以中青年教师群体为重
点，扎扎实实抓好教师培训工作，
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

文昌市共招聘教师共 1034人
其中，职校25人、中学362人（含67名免费师范生）、

小学474人、幼儿园173人

其中：中学55名，小学80名，幼儿园40名，特殊教育学校1名

2009年—2016年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教师 176名（含清华大
学附属中学文昌学校20名）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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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全面推进“改薄”工作

文昌教育均衡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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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9月7日电（记者张期望）
“不让一个贫苦学子上不了学，这是文昌
的传统。”文昌市关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称，在侨乡文昌，素有崇文重教、捐资助
学、奖优助困的优良传统。据不完全统
计，改革开放以来，文昌的海内外乡亲和
爱心人士就捐资达4亿多元，不仅奖学
奖教、助学助困，还扩建、新建了文中、侨
中、联东等多所中小学。

2011年10月15日，文昌市关工委
副主任、时任文昌市教育局局长薛英炳发
动乡贤和企业家，捐资300多万元成立了
文昌龙楼镇教育慈善会，成为该市第一家
镇级教育慈善会。此后，从市、镇、村，甚
至以姓氏宗祠为单位的教育慈善会如雨
后春笋纷纷成立。目前，文昌全市有各类
教育福利慈善会88个，其中市民政局登
记32个，累计捐款金额10586.14万元，
累计捐款人数27364人次。

每年的7月和8月，是文昌各类教育
慈善会集中发放奖助学金的时间。五年
来，全市各类教育福利慈善会累计奖教
7986 人，计 938.01 万元；累计奖学
17990 人，计 1387.89 万元；累计助学
9620人，计1644万元。特别是2017年
8月，文昌各类教育慈善会共发放奖教、
奖学、助学资金达743.11万元，当年受益
青少年共计3121人。

特别是在2014年，文昌市连续遭受
第9号超强台风“威马逊”和第15号强台
风“海鸥”的正面袭击后，文昌全市各类
教育慈善会发放各种奖助学金2000多
万元，解决读书难的青少年达1万多人
次。翁田镇是重灾区，翁田镇教育福利
会行动迅速，筹集448.37万元，资助学
生785人，发放资金305.92万元。

文昌88个教育慈善会
不让一个贫困孩子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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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昌市航天
大道北侧，一所新
建的学校拔地而
起，这就是将于今
年12月底竣工的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文昌学校。该校是
文昌引进的优质教
学资源，对于文昌
教育事业的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

文昌针对边远
乡村教学点的“全面
改薄”工作也在全
面推进，一幢幢新
修的教学楼让乡村
学校面貌一新，而多
项资助制度也为当
地贫困学生设“挡风
墙”。这些推进当地
教育发展的有力措
施，让文昌教育事业
越来越强大。

补齐短板
让每个学生感受到公平教育

今年9月份，文昌蓬莱中学学生到校
后，看到学校旁边一块空地已经变成了工
地。这片工地，让该校学生充满期待，因
为这里将变成他们的新教学楼。根据设
计，该教学楼建筑面积3200多平方米，它
将让这所边远乡镇中学面貌一新。为让
文昌孩子享受到更公平的教育，一座座崭
新的教学楼、一条条宽阔的跑道……纷纷
亮相在文昌乡村学校。

“文昌不能光有一所文昌中学，文昌
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均等教育。”
在文昌市教育局局长龙跃看来，只有让乡
镇教育强大起来，特别是边远地区孩子享
受到优质教育，文昌才能成为教育强
市。 2014年-2017年，文昌市教育系统

“全面改薄”总投资达到10590万元（包含
设备 1286 万元），各类土建项目达到39
个，这其中包含了10个运动场项目，教学
楼等建筑项目的建筑面积达31243平方
米。在这39个项目中，20个已竣工，8个
在建，11个正在做前期工作。

不仅是要让边远乡村学校教学硬件

变好，文昌还要为边远乡村学校补齐教
学“软件”短板。文昌在2017年制定了
针对边远乡村教学点小学教师培训和定
向培养计划，对2400名边远乡村及教学
点小学教师开展普及性培训，培训时间
共10天；在海南师范大学招收本科层次
的公办乡村小学定向免培生180名－
200名，在琼台师范学院招收专科层次
的公办乡镇幼儿园定向免培生90名－
100名，定向免培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
学费、住宿费，每月补助生活费600元。

“教育必须公平，必须让每一个人能
享受到好的教育，特别是贫困家庭孩
子。”龙跃称，文昌已经建立多项资助制
度，为当地贫困生搭建好了求学路上的

“挡风墙”。除了当地各团体设立的88
个教育慈善会，文昌还出台规定，为当地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实施资助。

2017年上半年，文昌已为3852名
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学生发放生活
补助，共计发放补助513.12万元。其中
学前教育478人，发放资金23.9万元；小
学1534人，发放资金184.08万元；初中
828人，发放资金120.06万元；普通高中
300人，发放资金60万元；中职303人，

发放资金53.025万元；大学409人，发放
资金71.575万元。

培训教师
提升教育软实力

“文昌的教育，在省内是知名的，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教师队伍的建设。”龙
跃称，近三年来，为了培育好师资力量，
文昌投入1000余万元，进一步健全完善
市级—乡镇—学校三级培训网络，以中
青年教师群体为重点，扎扎实实抓好教
师培训工作，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

据了解，2009年—2016年，文昌市
共招聘教师1034人，其中，职校25人、
中学362人（含67名免费师范生）、小学
474人、幼儿园173人。2017年文昌面
向全国公开招聘教师176名（含清华大
学附属中学文昌学校20名），其中：中学
55名，小学80名，幼儿园40名，特殊教
育学校1名。2016年招录免费师范生
10名、引进学科骨干教师3名；2017年
拟招录免费师范生7名、引进学科骨干
教师5名。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市级—乡镇—学

校三级培训网络，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
合、培训与教学教研相结合、培训与远程
教育相结合，强化校长负责、奖惩激励、
学分管理、经费保障、跟踪督导五项制
度，文昌以中青年教师群体为重点，扎扎
实实抓好教师培训工作，完善教师培养
培训体系。2014年，文昌投入的教师培
训资金338万元，2015年投入340万元，
2016年投入350万元，2017年投入350
万元。

为了提高文昌农村薄弱学校教学
质量，文昌从2011年至今，从市直属学
校选派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到农村学
校进行对口支教，时间为一年。这有力
地促进了农村薄弱学校加强教育教学
管理，进一步推进城乡学校的均衡发
展。根据我省《关于推进县（市、区）域
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
作的实施意见》和《文昌市中小学校长
（教师）交流工作暂行办法》，全面开展
中 小 学 校 长 教 师 交 流 轮 岗 工 作 。
2016—2017学年度再从文昌中学、华
侨中学选派 14 名教师到农村中学支
教。2017年秋季，文昌将加大力度推
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

引进优质资源
引领基础教育全面提质
2013年，文昌在寻求合作与帮扶上

迈出关键一步。当年，文昌市政府和北
京市海淀区政府签署了对口支援文昌基
础教育工作协议。随后，双方教育系统
互派考察团到对方指导或学习。今年5
月17日，文昌市教育局在北京与清华大
学附属中学签署《文昌市教育局与清华
大学附属中学合作筹建文昌学校协议》，
让双方合作跨入新台阶。

据了解，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昌学
校总规划为3600个学位。其中，小学
1200 个学位、初中 900 个学位、高中
1500个学位。学校选址位于文昌市航
天大道北侧，建设的一期小学、初中部总
占 地 面 积 220.18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74648.76 平方米，总投资 47934.93 万
元。项目单体楼主体结构已于2017年5
月底基本封顶。所有单体装饰装修于
2017年10月底完成，景观绿化、广场、
场内道路、排水、体育场等配套工程计划
2017年12月底完成。

（本报文城9月7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上他的课，很有趣，学习起来也不
累。”在文昌中学，今年37岁的物理老
师钟超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除了是教学
能手，他还是一名任劳任怨的优秀班主
任，连续12年担任班主任，2011年，他
所担任班主任的班有5名学生考取了
清华北大。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扎根在
文昌中学，他带过的4届毕业班，100多
人考上了国内一流大学。

2004年，钟超从海南师范大学毕
业，出生在湖南汨罗县的他，没有选择

回到内地发展，而是和当时的女朋友，
现在的妻子一同应聘到文昌中学，成为
该校的两名物理老师。刚刚走上工作
岗位的他，在第二年因为教学成绩突
出，开始担任班主任，从此每天早上6
点10分起床，晚上11点巡查完宿舍才
回到家，一干就是10多年。

“我女儿现在6岁了，经常跟我说的
一句话就是见不到我。”自从担任班主任
后，钟超就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天早上起
床时，女儿还在睡，等他晚上回到家，女
儿已经睡着了。除了女儿很难见到他，
曾经是同班同学的妻子，也做出了很大

的牺牲。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同为物
理老师，也是教学能手的妻子更多地承
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两人尽管教学能
力相差不远，但是妻子默默放弃很多自
我发展的机会，把家庭操持得井井有条，
成为钟超坚强的后盾。

“我取得的成绩，有一半是妻子
的。”钟超说，在这14年的教书育人的
路上，他几乎很少顾及家里的事情，因
为他太忙了。不仅要抓班级的教学质
量，而且要掌握每一个学生成长情况。
对一些父母在他乡务工的学生，钟超会
每个月给家长致电一次，向家长报告学

生在学校学习和生活状况。如果有哪
名学生成绩退步，钟超一定会找机会跟
学生交流，以兄长的姿态，跟学生谈心。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走出文昌，参加
省内外各类竞技比赛，钟超几乎放弃所
有的周末。每个周末，他都要将有兴趣
的同学集中起来，为他们做免费的物理
课培训。他所辅导的学生，有14人在
高考物理科目取得800分以上的好成
绩。不仅如此，他辅导的学生中，还有
人获得全国物理科竞赛三等奖，多人获
得海南省一等奖。

（本报文城9月7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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