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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携阳光义工社
向教师送祝福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9月8日，金地集团携手
海南阳光义工社，启动教师节主题活动。当天，金
地集团组织多位员工去往海口多所学校，用最真
挚的关爱为老师们送去祝福与问候。

在海口市长流中学，金地集团与阳光义工社
向老师们送上了一束束鲜花，现场感恩氛围十分
浓厚。一名长流中学学生激动地说：“平时很少
有机会向老师表达自己的谢意，这样的活动很有
意义。”

在场的许多家长及学校领导也表示支持这样
的活动，一方面让大家有机会表达对老师的敬意，
同时也可以促进师生交流，巩固师生感情。

海口市先锋学校是一所特殊的民办小学，这
里不少孩子家庭条件较差，甚至还有一些患有不
同程度的身体残障。活动当天，金地集团与阳光
义工社一同来到先锋学校，向一直辛勤付出的老
师们送上了笔记本和鲜花。

海口市先锋学校校长黎芳告诉记者，该校自
2000年成立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学校里
的桌子、乐器等各类设备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在这
样的条件，我们的老师依旧坚守岗位，实属不易。”

“虽然教师节只有一天，但我们会一直关注先
锋学校，继续向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金地集团
经营管理部部门助理经理邱志勇说道。

据悉，9月8日当天，金地集团还在线上开启
了“我家老师最嘻哈”万人票选活动。线上活动一
出，获得了不少老师与学生的支持。许多学生在
得知自己的老师参加后，也自发进入“拉票”模式。

金地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集团是国内知
名地产企业，但同时也一直对教育事业极其关
注。目前，金地首筑海南开山之作——金地·海南
自在城已经在海口西海岸亮相，同时其体验馆已
全面开放，市民可自行前往咨询。

海南首个
“南开书屋”挂牌

本报讯（记者罗孝平）9月初，南开大学暑期
社会实践——“南开大学赴海南临高校级示范队”
来到临高县开展为期六天的社会实践活动，实践
队成员由来自海南省不同市县的11名成员组成，
实地调研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政策给当地发展带
来的变化，并在临高县皇桐镇龙波中心学校建立
了海南省第一所“南开书屋”。

“南开书屋”是南开大学推出的一项在经济欠
发达地区中小学援建小型图书馆的公益项目。皇
桐镇龙波中心学校是临高县一所偏远的的乡村级
学校。全校学生共551名，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学生达114名。因受到条件限制，很多孩子的学
习局限于教材内容，很少接触到课外读物，学校从
办学至今没有图书阅览室。9月4日，“南开书屋”
在龙波中心学校挂牌成立，南开大学的师生们为
龙波中心学校捐赠了近600本图书，并选派优秀
学生代表做了精彩的读书演讲。

实践队员还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座谈会、走访
贫困户、参观扶贫产业建设等活动，收集了大量资
料，了解了临高县教育发展现状和扶贫政策。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实习生 陈子仪

“练一手好字”是不少家长对孩
子从小的期许。从2013年春季起，
书法教育就被纳入中小学教学体
系。省教育厅近日印发文件，要求中
小学每周至少上1节书法课。不少
家长甚至不惜花钱给孩子报班专门
练习写字。看来，“书法”渐渐流行开
来，但记者走访发现，即便如此，不少
人印象中的“书法”依旧只是简单的

“横竖撇捺”。
“有的字有回锋，有的字要藏锋，

有的字讲究行笔的速度，有的字书写
必须有力道……”在省书法家协会理
事李玉萍看来，学习书法，不仅仅是
学会提笔临摹，更重要的是感知那

‘一撇一捺’中字的韵味。
韵味从何而来？“自然是从其字

背后蕴藏的文化而来。”李玉萍说，研
习书法，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感受字体
的特点，熟识这些字产生的文化背
景。“颜真卿的字之所以丰腴肥美、骨
力遒劲，这与唐朝时国富民安、以胖为
美的特点密不可分。王羲之的字笔法
多样，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
更替频繁，思想自由开放不无关系。”

“书法家的笔是他手指的延伸，
笔的疾厉、徐缓、飞动、顿挫，都受主
观的驱使，成为他情感、情绪的宣
泄。”李玉萍说，练习书法不仅仅只是
将字写好，更重要的是能体会作者写
字时所付出的情感，对美有认知。

书法并不只是一项简单的艺术
行为，书法即书写的法度，既然有法，
就会有所讲究。“一幅好的字帖，不仅
要讲求字好，更讲究谋篇布局，字的
排列和分布。练字时有所章法，纸上

有章法，身体上也得有章法。”
“比如在书写的方式上，提笔时

身体是否挺直，会影响到落字书写时
的气与力。再比如，练字时心静与
否，对字也有决定性的影响。”李玉萍
说，练习书法也是一项养成自我管理
习惯的过程，书法中有张有弛，有收
有放，练久了会对人的习性和心态有
很大改善。

李玉萍建议家长，在为孩子报名
书法班前，对书法老师要有所了解，
最好选择接受过专业书画培训的老
师，“这点很容易被忽略，但事实上至
关重要。”李玉萍也希望，学校里的书
法课能多从中国历史发展、中国艺术
演变历程等角度对古字进行讲解，同
时也应尽可能地培养专业老师，帮助
孩子更敏锐地感知书法这门独特的
艺术。

我省中小学生“学游泳、防溺水、懂自救”系统教育工程备受各界关注

海边娃不能再当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

海南长夏无冬，四面环
海，江河、水库、水塘众多。
根据统计，除了面积约200万
平方公里的海域之外，岛上
还有大中小型水库和塘坝
2372座、引水工程3425宗。

近几年，我省中小学生
溺水事故时有发生，引起了
省委、省政府和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今年5月31日召开的全
省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明确
要求，让每一个在海南上学
的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都
能够学会游泳这项技能；8月
9 日召开的省政府专题会议
强调，要以有效遏制中小学
生溺水事件发生和培育群众
性体育王牌项目为目标，尽
快启动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
育实施方案。

9月5日，省政府办公厅
正式印发文件，决定在全省
范围内全面推进中小学生

“学游泳、防溺水、懂自救”系
统教育工程，到 2020 年实现

“全省中小学毕业生人人会
安全游泳”的目标。

各地各校将如何实现这
一目标，社会各界都有哪些
期待和担忧？近日，记者带
着问题走访了省教育厅、相
关学校和家长代表。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日前，
该厅委托海南省学生体育协会，对
全省中小学校游泳课和校园及其
周边游泳设施情况进行了调查摸
底。结果显示：全省仍有80.78%的
学生不会游泳，而在19.22%的会游
泳学生中，只有 5.44%的学生能够

很好地掌握游泳技能。
海口市第一中学游泳教练张

弛还记得，2014 年第一次到该校
上课时的场景：“十几岁的孩子了，
敢说自己会游泳的寥寥无几，而且
游起来动作也很不规范。”这让从
北京来琼工作的他很是惊讶，“海

口毕竟是座沿海城市，游泳教育的
普及 率竟还不如一些内陆地区
高。”

而调研显示，学生及其家长均
对其掌握游泳技能抱有期待——
80.79%的学生希望学校开设游泳
课，79.69%的家长赞成学校开设游

泳课。女儿刚上小学的海口市民
吉元，暑假期间自费让女儿学了游
泳：“当时不知道上了小学可以免
费学，不过现在知道了也不会心疼
钱，就当是先打打基础吧！只要她
能够掌握游泳和自救的技能，这钱
就花得值。”

然而，对大部分学校而言，想要
较好地开展游泳教育，无论是硬件还
是师资都与学生的需求存在一定差
距。

在硬件方面，我省目前建有游泳
池的学校仅有 9所，占学校总数的
0.8%。而这9所学校中，2所学校的
游泳池基本荒废，3所学校的游泳池
正在建设或已经建好却未投入使用，
运营完好的仅有海口市第一中学、琼

海市嘉积中学海桂学校、琼海市青少
年业余体校、三亚市技工学校等4所
学校。

“当前，有条件的学校都已经开
始通过新建、改扩建的方式建设游泳
池。”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卢刚说，
没有条件的学校也不用担心。省政
府规定，到2018年，我省每个乡镇将
至少拥有1个游泳池，为普及中小学
生游泳教育服务。”

记者在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看
到，该校已经将近3亩的土地腾了出
来，准备建设拼装式游泳池。校长李
玲告诉记者，“学生们对此非常期待，
纷纷回家告知父母。家长的反馈也
很积极，十分关注建设进展。”

此外，各级政府也在积极统筹资
源，一方面为没有条件建设游泳池的
学校的学生到附近有游泳池的学校
接受游泳教育创造条件；一方面充分

利用高校、体育部门的游泳池和游泳
俱乐部、住宅小区、酒店等社会上的
游泳场地资源，计划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这些
社会组织在校外为学生开展游泳教
学和训练。

据统计，当前，我省学校校园周边
2公里范围内社会游泳池（馆）数量有
487个，愿意有偿提供给学生们接受
游泳教育的社会游泳池占66.67%。

“其实，家长最关心的，不是有没
有游泳池供孩子学习。”吉元说，在国
家体育总局发布的首批高危体育项
目中，游泳排在第一位。北方某省就
有学生在游泳教学中溺亡的惨痛案
例。他们更想知道，学校有没有专业
的教师进行规范性教学，有没有完备
的管理体制确保学习过程中不发生
意外。

根据调研，我省中小学教师中参
加过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的仅
占1.31%。与之相对的是，近9成教
师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游泳培

训。即使是体育教师，也有超过半数
没有游泳课的上课经验。

为了尽快补上人才短板，省教育
厅、省文体厅利用暑期时间，联合开
展了游泳救生员和游泳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持有国家职
业游泳救生员和游泳社会体育指导
员双资格证的游泳教练。根据安排，
该培训班开至2020年，将为全省培
训2000名游泳指导员和救生员。

秀峰实验学校就有两位老师参
加了首期培训，但李玲表示不会让他
们直接独立给学生授课：“我还是希

望能有具备教学经验的教练带他们
一段时间，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他
们进行指导，确保教学工作万无一
失。”

张弛对此表示赞同：“游泳教学
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一个经验丰
富的教练，能够一眼看出哪个孩子在
熟悉水性方面没有做足功课，哪个孩
子在水中出现了抽筋等问题，并且及
时对其实施救助。”他建议，各地各校
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
机构组织游泳指导员和救生员培训，
或者介入前期的具体教学活动，对学

校教师进行示范教学。
针对吉元提出的“俱乐部中，一

对一教学的收费是一对五的两倍还
多。不额外收费的学校，怎么确保每
个孩子都能在教学中得到同样关
注”，卢刚回答，省政府印发的实施意
见已经明确，用于游泳教学的游泳
池，必须按照全池 4个游泳指导员
（或救生员）、1个医务人员和半池2
个游泳指导员（或救生员）、1个医务
人员的标准配齐人员，“这个比例符
合国家相关标准，可以确保学生在学
习中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保护。”

龙滚教育文化促进会
今年奖励高考生18万元

本报讯（记者罗孝平 通讯员冯清雄 李永前）
日前，万宁市龙滚镇教育文化促进会为2017年该镇
高考学子颁奖。今年该镇共有邢福海、谢儒青、邢奔
等89位优秀学子考上大学，共获得奖励18万余元。

龙滚镇教育促进会2013年6月成立，得到该镇
外出务工人员、海外华人华侨等积极响应，5年来共
筹得助学款91万元。

来自该镇治坡管区蓝心村的学子邢福海今年
以849分的高分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他代表学
生发言时表示，衷心感谢家乡父老和爱心人士对
学子的关注和奖励，今后要努力学习，为家乡的教
育做出贡献。

全省80.78%学生不会游泳

建校内泳池或整合社会资源

三年培训2000名游泳指导员和救生员

孩子练习书法益处良多

提笔运腕撇捺间感受文字韵味

实现“全省中小学毕业
生人人会安全游泳”目标，
形成体系健全、制度完善、
教体结合、充满活力的海南
特色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发
展格局

各市县全面启动普及
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工作，充
分利用校内游泳场地或校
外社会资源开展游泳技能
培训；全面启动游泳池建
设，通过新建、改扩建的方
式建成一批游泳池，配齐设
施设备；将游泳纳入小学生
体育课程

基本完成每个乡镇至
少拥有1个游泳池的建设
任务；50%以上的中小学
生学会游泳；将游泳纳入中
学生运动会的竞赛项目

所有小学都要开设游
泳课程；所有的中小学生学
会游泳；力争将游泳作为中
考体育的选考科目之一

年度目标任务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场地

师资

新学期伊始，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游泳池，初二年级学生在专业游泳老师的示范下上游泳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录制“微课”供学生“反刍”
9月4日，儋州市白马井镇中心学校的老师在录制“微课”，以方便学生课

后温习更深刻理解课堂知识点。近些年来，该校校园信息化建设初见成效，微
课录制室、3D打印室、电子书包教室等信息化教学设施陆续建成并开始使用，
有效地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旱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