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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精彩课堂

北京大学
“牵手”三亚学院
共同打造学术交流品牌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1月5日，三亚学
院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签署协议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积极发挥资源优
势，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讲学合作、干部培
训、学术论坛等方面开展协同合作，共同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品牌。

据了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立于
2001年，拥有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两个一级学
科，政治学在国务院学位办的综合学科评估
中稳居全国第一，公共管理也居于全国前
列。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此前与其已开
展相关合作，双方将在原有基础上加大合作
力度，重点在教学、科研、培训等方面继续深
入合作。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
总章程……”不久前，海南大学法学院2015
级学生白智文作为海南省代表队唯一的大学
生代表，赴京参加第二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
宪法”活动全国总决赛，获得了个人赛高校组
三等奖。

“其实比起辩论，我更喜欢朗诵与演
讲。”白智文告诉记者，他从小并不是一个能
说会道的人。因为在新加坡上了一年小学，
小时候的他对自己的表达能力一直不是很
自信。

初中时，白智文遇到一位赏识他的语文
老师。在这位老师的鼓励下，他常常在班里
朗诵课文，渐渐找回了一些自信，有人甚至评
价说“你声音真好听，好像播音腔”。获得同
学与老师肯定的白智文，渐渐爱上朗诵，常常
给同伴们声情并茂地讲故事。

在中学竞选学生会主席时，白智文首次
公开演讲，获得了冠军，“那是我第一次公开
演讲，也是学生会主席的竞职演讲。”这次胜
利，让白智文尝到了演讲的乐趣。

此后，每逢辩论或演讲比赛，白智文都会
紧紧围绕主题，结合自身经历、感受以及社会
热点案例，以充实丰富的内容、严谨缜密的逻
辑、大方得体的仪态和声情并茂的语言，感染
着在场的观众与评委。

“如果我继续读法学研究生的话，我会做
一名刑辩律师，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就读
大三的白智文坦言他正处于学业转折点，不
知道是继续学法律，还是跨专业考研。

虽然能口吐莲花，白智文却认为他的文
采还不够好，“今后要继续读书，多思考，踏
踏实实地学习，才会有更多收获。”

赴京参加比赛，让白智文有机会看到更
多优秀的同龄人。对他来说，获奖不是最重
要的目标，难得的是，他可以透过国家级比赛
这个平台，见识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达人名片
姓名：白智文
就读学校：海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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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嘉国际教育集团

为学子留学“出谋划策”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加嘉国际教

育集团在海口举行2018加嘉留学服务升级
暨新品推介活动。

加嘉国际教育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适应留学发展新趋势，更好地满足学生和家
长对留学服务的需求，加嘉国际教育集团经
过两年多的准备，今年推出了留学高端产品
及留学服务全面升级计划，为想出国求学的
学生量身定制一站式境外服务，包含行前指
导、落地协助、签证协办、学业监督指导、监护
服务、家长服务、学生境外服务等内容。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卢进梅）省教育厅、省发
改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编办
今天印发《海南省高中阶段教育普及
攻坚实施方案（2017-2020年）》（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到2020
年，全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略高于全
国目标。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部门要
着力提高教育基础薄弱市县特别是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地区的
普及程度；要合理规划学校布局，有
效利用高中教育资源，方便学生在县
域内就学；要完善学校办学标准，加
强学校办学条件建设，完善和落实学
生资助政策，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失学。

到2020年，全省高中阶段在校
生约34万人，毛入学率达到92%以
上。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规模大体相当，结构更加合理；学校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满足教育教学基
本需要；经费投入机制更加健全，生
均拨款制度更加完善；教育质量明显
提升，办学特色更加鲜明。

为了合理布局高中阶段教育，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根
据人口变化趋势和办学实际，科学
预测，统筹规划本地高中阶段学校；
要整合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资源，整
合一批弱、小、散、冗的中等职业学
校，推动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向优质
学校集中；要支持高中阶段民办学
校发展，把高中阶段民办教育纳入
本地基础教育发展规划统筹考虑、
合理布局，鼓励民办高中、中职招收
残疾学生。

为了扩大高中阶段教育资源，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继续

实施普通高中改造工程，改善高中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要改扩建一批普通
高中教学和学生生活类校舍，化解普
通高中大班额问题；要继续开展“省
一级学校”创建工作，到2020年，每
个市县至少建成1所“省一级学校”；
要继续推进“一市（县）两校一园”优
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到2020年每
个市县至少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并办
成1所优质普通高中；要打破现行行
政区划，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布点一批优质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满
足我省绝大多数新增劳动力接受高
中阶段教育的需要。

根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注重
完善扶困助学政策：进一步完善高

中阶段学生资助政策，实现普通高
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全面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
政策，确保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
金资助政策落实到位；重点落实好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
的残疾学生、农村低保户学生、特困
救助供养学生等）免除学杂费政策；
积极推进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
免费教育；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和个人设立教育基金或奖助学金
扶困助学。

《实施方案》将推动全面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未来，我省将实
行优质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名额合理

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到2020
年市县重点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至少
50%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名额
适当向区域内农村学校倾斜。同
时，加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严
禁公办普通高中违规跨区域、超计
划招生，争抢生源，影响其他学校正
常招生。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省政府
教育督导部门将加强对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的督导检查，在2021年各市
县政府完成自评基础上，启动省级实
地督导评估和验收，把督导评估结果
作为考核时限政府履行教育工作职
责的依据，并且建立起动态监测和复
查机制，跟踪普及巩固情况。

教育攻坚 2020年全省普及高中教育
目标：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略高于全国目标

到2020年，全省高
中阶段在校生约34万人，
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

其中，海口、三亚、文
昌、琼海和洋浦经济开发
区等市（区）高中阶段毛
入学率达到95%以上

儋州、万宁、澄迈、
保亭、陵水等市县达到
93%以上

东方、定安、屯昌、
临高、乐东、昌江等市县
达到92%以上

五指山、琼中、白沙
等市县达到90%以上

“网上的美术‘微课’不多，高质
量的更少。制作‘微课’时，我们没有
太多资源可供借鉴，只能一步步摸着
石头过河。”施琼英告诉记者，刚开始
录制“微课”时遇到了不少困难。

施琼英录制“微课”的主要对
象是中小学生，平时课业负担较
重。为了让学生们能更好地学习

“微课”，5分钟视频的录制，施琼
英常常要花上数小时。

“制作一节‘微课’，首先要设
计好课程，深入浅出讲清一个知识
点；其次，要学着用软件录制视频，
制作并剪辑素材；最后，还要用普
通话给视频配音，有时还要给视频
配上简单的文字字幕。”施琼英表

示，制作一节“微课”的工作量，不
小于制作一部小型微电影。

好在施琼英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她背后还有我省17位美术老师
的支持。这些来自海口、屯昌、定安、儋
州和陵水的美术老师，平时通过微信
群，相互分享美术“微课”的教学心得
与精彩“微课”视频，希望让更多孩子

通过互联网感受到美术课程的魅力。
“我们目前遇到的瓶颈主要是

网络环境和平台的限制，没有网络
环境，多好的‘微课’都无法传播出
去。”施琼英认为，目前，并不是每
个孩子都能上网看“微课”，如何在
教育不发达地区的学生中推广“微
课”，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白智文：
我想做“超级演说家”

到2020年，我省每
个市县至少建成 1所“省
一级学校”，至少引进优
质教育资源并办成 1 所
优质普通高中

按照东西南北中 5
个区域，布点 1批优质公
办中等职业学校

海口十中教师施琼英教学创新有一手

“微课”让孩子爱上美术课

纸泥画、手绘地图、
纸艺课……每到周末，
许多海口市第十中学的
学生就会打开手机和电
脑，聚精会神地收看该
校美术教师施琼英录制
的“微课”。

一年多来，施琼英
录制了15个美术“微课”
视频，借助互联网平台
免费开放，惠及海口、屯
昌、定安、儋州和陵水等
我省多地中小学生。

如今的课堂，不再局限于“三
尺讲台、一块黑板、一支粉笔”。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手机、
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一些学生
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施琼英想，
如果有精彩的微课程，能将学生的

注意力从游戏转移到网络学习上
就好了。

从 2016 年起，施琼英开始
录制美术“微课”，并将这些有趣
生动的课程上传到 QQ 群与她
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学生

通过互联网随时观看。她表示，
“微课就像是一部微电影，可以
反复观看，时间不限、次数不限，
在播放过程中还可以随时暂
停。”

研究显示，在网络课堂学习中，

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最佳时间大约是
10分钟。施琼英录制的“微课”一节
只有5分钟，每次只讲一个知识点。
此外，还会在线提供习题、测试等自
主学习任务单，方便学生巩固知识
点。

打开施琼英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红坡小苑”，可以看到形式多样、图
文并茂的“微课”，这些课程简单易
学，手工制作材料也很容易获取。

“我们有节微课教学生们学习

编织，用的材料就是海南特色植物
野菠萝叶，既好玩，材料又易得，深
受孩子们欢迎。”施琼英说，在制作

“微课”时，她会考虑到大多数学生
的手工制作成本。成本低廉的美

术“微课”，更加方便推广。
“可以更好地看出人物面部的表

情和五官特点。”定安县仙沟思源学
校705班的甘愉，在施琼英的“微课”
《肖像剪纸的欣赏》后写下学习心得。

“美术微课程很有趣，我们平时
有空都会观看。”海口市第十中学初
三（6）班的学生王世豪说。他平时
在家里会跟着施琼英的“微课”，学
习画画、手绘地图和制作纸艺。

“微课”就像一部微电影

课程形式多样简单易学

让更多孩子感受美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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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十中学生观看施琼英录制的“微课”，学习手工编织。
本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学生们在纸绳画课中感受美术
的魅力。

到2020年，我省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一次次行走
都是成长的磨炼
■ 张筱婍

我喜欢把个人的公休假和孩子
的假期放在一起，再约上一两家好
友一起去旅游。在行走和游玩中，
我们引导孩子去体验社会和大自
然，让孩子更好地增长见识和开阔
视野。

一年暑假，我和孩子到湖南旅
行。在旅途中，我们共同体验磁悬
浮列车，游览湖南大学、黄龙洞、张
家界。黄龙洞的景观，让孩子目不
暇接、惊叹不已。

我们生长在四季如春的海南
岛，从没看过冰雪世界。为了让孩
子能有“寒冷”的记忆，一年寒假，我
们几个家庭一起带着孩子到了内蒙
古根河市。到达根河市时，当时的
温度是零下三十七度。一路上，我
们看到了一片片白茫茫的冰雪世
界，孩子们走在雪地上，听着脚下发
出的“咔咔”声，兴奋地跑啊跳啊，累
了就躺在厚厚的雪地上。在畜牧
场，孩子们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可爱
的小羊羔。他们兴奋地跟小羊羔拍
照合影，还接过奶瓶帮牧场工人给
小羊喂奶。神奇的白雪世界，让孩
子们感受到冬天的美。

去年暑假，我约上三两好友来
到大兴安岭。这里的夏天，绿草茵
茵，溪水在欢快地流淌着，一片片望
不到尽头的草原，一片片飘香的油
菜花，让孩子们兴奋不已。我们带
着孩子访牧户，体验牧民的生活；让
孩子在河边野炊，教孩子就地取材，
拾羊粪和牛粪烧火煮饭。在这辽阔
的天地间，我们突然发现孩子们不
再娇气地喊苦喊累了，还主动帮大
人拿行李。

在一次次的行走中，孩子每一
次都有不同的体验，这些都是成长
中的磨炼。我认为，人一生获得的
知识，有的是在书本里学到的，老师
是引路人；有的则是在行走中得到
的，家长则是引领者。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