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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叶润田）随着高考综合改革
的推进，高中学生有了更充分的自主
规划空间和更多样的个性发展选择。
省教育厅日前出台指导意见，要求加
强我省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
帮助学生全面认识自我，培育个性特
长，奠定全面健康发展的心理和学业
基础。

指导意见首先明确，普通高中学
生生涯规划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

生生涯发展与规划的意识和能力；帮
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倾向、个
性特点与生涯发展的关系；帮助学生
了解大学专业信息与社会职业需求，
合理规划升学与就业目标；促进学生
掌握步入下一阶段生活、学习、工作所
必需的技能；有效减少学生在生涯发
展方面的困惑。

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的主要内
容包括学生自我认知、学业修习、行业
认知和职业体验、专业选择以及社会

适应指导等。要引导学生认识和发现
自我价值，准确定位自身角色，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导学
生明确个人学习目标，科学安排课程
修习计划，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独
立思考能力；指导学生了解经济社会
发展趋势和需求，初步形成自身职业
发展意向；指导学生了解高等院校专
业的基本信息和就业情况，合理规划
升学与就业目标，科学确定选考科目
和专业志愿；指导学生在自我认知的

基础上，加强自身的行为管理和情绪
管理，培养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营造
幸福愉悦生活的基础能力。

省教育厅要求，各普通高中要根
据社会发展需求、职业发展态势、政策
法规环境和学生的发展需求，开发实
施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课程，解决
学生发展的共性问题。学生生涯规划
教育课程列入学校课程规划，贯穿在
高中3年的教育教学当中，按照地方
课程的基本规范落实。学校每学期安

排的生涯规划指导课总课时不少于
15节。

各普通高中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学
生发展导师制，为每位学生配备成长
导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要开展
与行业认知和职业体验相关的研学旅
行活动，帮助学生积累行业认知和职
业体验；要结合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要
求，建立完整的学生发展档案；要依据
现有资源营造氛围，优化学生全面发
展的物化环境。

我省高中将开设生涯规划教育，每学期不少于15课时

让学生学会描绘自己的未来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叶润田）今年9月，我省首
批进入高考综合改革的2017级学生
将升入高二年级，开始选课走班。选
课走班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内
容，省教育厅日前下发文件，对普通高
中学生选课走班及相关管理工作作出
了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各校不得强制
为学生确定等级性考试科目或提供固
定“组合套餐”。

省教育厅要求，各普通高中学校
要深刻认识高考综合改革对人才培养
和选拔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高考综
合改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进一步解

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方法，加强管
理，确保高考综合改革稳妥有序推进。

各普通高中学校要按照国家课程
方案和课程标准，结合我省高考综合
改革要求，分类分层统筹设计高中三
年的课程，在教学安排上注重课程之
间、年级之间的均衡和学科学习的衔
接连贯；要开齐开足国家规定的各类

课程，严格按照课程方案、课程标准、
学分要求安排周教学时数，确保课程
实施质量；要加强必修课程教学，开好
技术、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和规定
的专题教育课程，保证艺术（音乐、美
术）、体育与健康课程覆盖高中三年，
严禁随意压缩必修课程教学时间。

各普通高中学校均要用好我省高

考综合改革信息化平台，指导每届学
生在高一年级第二学期结束前通过平
台完成选科确认工作。高二年级第一
学期开学前，根据学生选科结果，在校
舍数量、师资配备、课程资源、设施设
备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确定课程安
排和走班办法，借助平台做好学生分
班和课程编排工作，确保选课走班顺

利进行。
省教育厅强调，各普通高中学校

要坚持学生自主选课原则，创造条件
满足学生的选课需求，不得强制为学
生确定等级性考试科目或提供固定

“组合套餐”，允许学生在等级性考试
报名前更改选考科目，充分保障学生
自主选课的权利。

我省要求各校满足高中学生选课需求，严禁提供“套餐”

备战“新高考”选课走班“走起”

三亚40名留守儿童
畅享快乐暑假

本报三亚8月9日电（记者黄媛
艳）暑假该怎么度过？对于40名三亚
留守儿童而言，今年的暑假格外特殊，
在民政部门、爱心企业和社工团体的
通力合作下，今天这群孩子开启了他
们快乐的暑期夏令营生活。

“家里条件不好，爸妈长期不在
家，我和弟弟由奶奶带着，这是我第
一次逛景区，太好玩了。”今天，来自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黄子妹和 39 名
小朋友一起，在三亚千古情景区玩
穿越、动手制陶、观看演出，开心的
笑容时常绽放在脸上。8月 8日正
式开营的第三届三亚市 2018 年留
守儿童“筑梦新时代 争做好少年 ”
暑期夏令营，为期三天，免费组织来
自三亚贫困等特殊家庭的孩子前往
亚特兰蒂斯、三亚千古情、国兴体育
馆等地，锻炼体魄、了解海洋世界、
探访崖州文化。

“我们和社工组织合作，通过入
户走访等方式进行留守儿童的摸
底调查，这次夏令营活动就是从中
邀请一些 8-12岁的儿童参与。”三
亚市救助管理站有关负责人说。
据悉，为做好留守儿童的帮扶工
作，三亚相关部门联合社会力量在
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定期邀请社工
入户为孩子们进行功课辅导、心理
辅导等，并在六一儿童节、暑期等
时间开展主题活动帮助孩子们健
康快乐成长。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叶润田）省教育厅今天出台
《海南省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
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明确将通过自查摸排、全面整改和专
项督查，促进幼儿园树立科学保教观
念，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坚决纠正

“小学化”倾向，切实提高幼儿园科学
保教水平，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实施方案》明确，幼儿园严禁教
授小学课程内容。对于提前教授汉
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

内容的，幼儿教材采用小学课程内容
的，要坚决予以禁止。对于幼儿园布
置幼儿完成小学内容家庭作业、组织
小学内容有关考试测验的，要坚决予
以纠正。

幼儿园不得以举办兴趣班、特长
班和实验班为名进行各种提前学习和
强化训练活动，不得以任何名义进行有
损幼儿健康的比赛、表演或训练等。社
会培训机构也不得以学前班、幼小衔接
等名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各市县要结
合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予以规范。

此外，幼儿园要纠正“小学化”教
育方式，针对幼儿园不能坚持以游戏
为基本活动，脱离幼儿生活情景，以
课堂集中授课方式为主组织安排一
日活动，或以机械背诵、记忆、抄写、
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性强化训
练的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

《实施方案》提出，各幼儿园要解
决教师资质能力不合格问题。对于
不具备幼儿园教师资格的，要督促其
参加专业技能补偿培训并通过考试
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仍不能取得

教师资格的，要限期予以调整。对于
不适应科学保教需要，习惯于“小学
化”教学，不善于按照幼儿身心发展
规律和特点组织开展游戏活动的，要
通过开展岗位适应性规范培训，提高
幼儿园教师科学保教能力。

省教育厅要求，各级地方教育
行政部门要设置专门举报监督电话
和电子邮箱，自觉接受家长和社会
监督。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监督电
话 ：65230825，邮 箱 ：65230825@
163.com。

我省出台方案叫停幼儿园“小学化”

学龄前的孩子就该好好玩

屯昌实验小学
主体工程竣工验收
9月1日如期开学

本报屯城 8月 9日电 （记者邓
钰 通讯员邓积钊）记者今天从屯昌
县政府获悉，江苏武进与海南屯昌
两地合作办学的武进区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屯昌实验小学（以下简称“屯
昌实验小学”）一期主体工程已竣工
验收，各教室和功能室的教育教学
设备也正抓紧安装，一切工作紧张
有序进行中，确保今年9月1日如期
开学。

今天，在屯昌实验小学，学校的一
期主体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崭新的教
学楼、宽敞的运动场、整齐美观的绿
化，校区靓丽美观。

屯昌实验小学校长王佳栋介绍，
目前该校主要推进两方面工作，一是
安装政府投资的380万教育教学设
备，二是建设相应的校园文化设施，确
保在9月1日完成所有安装工作，保
证开学的正常进行。

据了解，该校位于屯城镇北区，项
目用地面积32113平方米，校舍建筑
面积9947平方米，办学规划42个班，
每个班45人，可容纳学生1890人，有
舞蹈室、科学实验室、计算机教室等功
能室一应俱全。

合作办学后，武实小教育集团派
出骨干教师团队，与屯昌实验小学在
校园文化设计、校园管理、教师培训和
学生培养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合作，
用2至3年时间提升屯昌的教育教学
水平。

万宁“无人冰箱”为
户外工作者送清凉

本报万城8月9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陈
燕清）近日，万宁市爱心志愿者协会联合爱心商家
发起“无人冰箱”公益活动，在街道边提供免费冷
饮，为环卫工人、交警、城管、建筑工人、外卖员、快
递员等户外工作者“送”清凉，活动将持续1个月。

据介绍，“无人冰箱”公益活动目前主要在万
宁市万城镇开展，活动不仅设立了“无人冰箱”，还
联合万宁市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一道，为环
卫工人、交警、城管、建筑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
户外工作者送上冷饮。

万宁市爱心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无
人冰箱”公益活动将在不占用街道，不影响市容市
貌的前提下进行，目前仅在万城镇人民西路设有
爱心点位，下一步将争取再设立4个到5个爱心
点，覆盖万城城区几条人流量密集的街道，让户外
工作者方便取用冷饮。

关注海口中小学校秋季招生

美兰国际机场15日起
部分值机柜台有调整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张期望）8月9日，
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美兰机场”）获
悉，8月15日起，美兰机场国内出发厅39号-58号
值机柜台正式启用。该段设备启用后，海南航空、天
津航空、福州航空、西部航空由原1号-16号值机柜
台移至39号-58号值机柜台办理值机业务，九元航
空使用60号-62号值机柜台办理值机业务。

据了解，为提升值机服务效率，5月10日-9
月15日，美兰机场分阶段对行李传送带电气控制
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施工期间将停用相应的值机
柜台，并将值机业务转移至其它柜台办理。目前，
在工期紧、工程量大的压力下，美兰机场第二阶段
行李传送带电气控制系统改造工作已完工，第三
阶段工作将于8月15日起正式进行改造。

美兰机场提醒，因改造施工期间值机柜台保
障压力较大，为确保顺利出行，请旅客于航班起飞
前2小时-3小时到达机场，并根据机场指示牌前
往正确的值机柜台办理乘机手续。

海口重拳整治
非法营运“黑车”
顶格将处罚10万元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王
南）记者今天从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获
悉，该支队与秀英区公安分局联合对海口西站及
周边开展非法营运“黑车”专项整治，经核实的非
法营运车辆将处于顶格处罚10万元。

据了解，当天15时，联合执法人员在秀英海玻
市场查扣车牌号为琼A2IJ7X的非法营运黑车一
辆。当时该车司机杨某正带着一男一女乘客准备开
车，被秀英公安分局的便衣上前控制，从交通执法人
员现场向乘客作的笔录显示，两名乘客互相不认识，
也不认识司机杨某，最后商议每人60元的价格乘车
到澄迈老城。现场乘客笔录取证充足，司机杨某一
直以不是“黑车”为由拒绝配合执法人员调查。

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会对现场笔录进一步核实，一但认定该车非法
营运行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顶格对该行为处
10万元的行政处罚。

售楼员微信群“开赌场”
高铁站接客户时被抓

本报石碌8月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许振
仕 卢奕）近日，一名涉嫌网上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
上网追逃的嫌疑人在昌江棋子湾高铁站接客户时，
被海口铁路公安处棋子湾站派出所民警抓获。

当天15时许，棋子湾站派出所民警在站前广
场加强巡逻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出站口等人。
看到民警的接近，男子突然撒腿就跑，民警随即将
其控制。通过盘查，该男子正是网上逃犯白某。

据白某如实供述，自2017年起，白某伙同其
余6名涉案逃犯在网上开设了一个微信赌博群，
前期通过发红包吸引客户入群，之后诱引客户下
注赌资赚取利息，曾在一天的时间内抽成上万元
利息。为了不引起公安机关的注意，他做起了售
楼工作，实际上，却以网络赌博为生。被抓当日是
他第一次被公司安排到棋子湾站接客户，因看到
民警巡逻，以为过来抓他，紧张之下撒腿就跑，没
想到把自己带入法网。

民警介绍，网络赌博通常利用微信、QQ等社
交工具建立群聊进行交流，采用微信、支付宝等支
付方式转移赌博资金，只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参与，
参赌便捷，容易上瘾。在此提示大家赌博危害大，
千万莫沾染。

目前，白某已移交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作进
一步处理。

快乐篮球少年

海口3所新增公办中小学今秋开学
提供优质学位960个

本报海口8月9
日讯（记者叶媛媛）
根据海口市教育部
门规划，今年秋季海
口将有3所公办中
小学投入办学，为学
子们提供960个学
位。记者今日进行
了实地走访了解到，
3所新增学校都能
在 9 月如期开学。
那么目前这3所新
增学校的建设状况
如何？

海南侨中美丽沙分校

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办公室主任方孟
介绍，目前学校教学使用的课桌、课椅均
已配备齐全，室内装修工作早已完成，可
以保证如期开学。开学前学校还将举办
校园开放日，邀请家长参观，并提供质检、
环评报告。

据了解，海南侨中美丽沙分校为公立
学校，今年学校计划招8个班400人，学校
管理团队将由侨中派出，师资力量来自于
全国招聘及侨中本校教师。在特色课程方
面，学校将开设人工智能探索、绿色低碳环
保、蓝色海洋特色、交际外语口语等课程。

滨海九小美丽沙分校

由于重新选址规划问题，
海口市滨海九小美丽沙分校今
年将暂时借用侨中美丽沙分校
教室进行办学。

滨海九小副校长吴清锴表
示，今年该校招生范围为甸昆
路（海甸岛段）、世纪大道以西，
恒大美丽沙片区，计划招4个
班200人。该校目前各项建设
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课桌
椅、多功能设备等也均安装完
毕，9月将正式开学。

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小学部

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位于海口大英山东
二街，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该校小学部计
划招8个班360人。目前学校教学楼、操场等
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工，水电已经接通。此前，该
校在开发之初定位为私立学校，后经海口市政
府批准，该校已改为由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及人
大附中共同承办的全日制公立学校。

学校负责人表示，学校硬件方面都已准备齐
全。师资配备上，学校教师均为全国招聘而来。

记者了解到，目前学校目前仍有空余学位，
学生家长都于8月12日前前往学校进行登记，
并递交纸质材料办理入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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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海南师范大学篮球场，参加暑期篮球速成班的孩子们在进行运球学习。
暑假期间，许多家长通过给孩子报名参加篮球、排球、足球等运动项目训练营，来增强孩子的身体素

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陈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