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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陵水教育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尤春贝

远处吊罗山群峰巍峨，近处道路旁春花烂
漫，一派山野自然风光。2月27日上午，驱车
30多公里，海南日报记者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县
城来到了该县群英乡南平沟仔小学。

走入学校大门，便见胡文明笑着朝我们招
手。这位今年59岁的小学校长，个子不算太
高，但肩膀宽大，笑起来的时候，长在方脸上的
小眼睛眯成一条线，说起话来语气轻柔，虽初次
见面，但感觉他十分温和。

对教师们来说，新学期的第一周总是格外
忙碌，胡文明更是如此，除了学校日常的管理，
他还上着六年级的品德、体育等课程。“现在已
经算轻松的了，我最早开始教书的时候一周要
上25节课。”胡文明回忆。

胡文明所说的“最开始教书”得回溯到
1982年，这位刚毕业的年轻小伙一头扎入乡
村教育，从群英乡的新坡小学、群英小学、祖装
小学，到本号镇的祖关小学，再来到南平沟仔
小学，兜兜转转，37年岁月全部奉献给了这片
山区的孩子。

“从当校长的时间算起，也有33年了。”谈
起从教生涯，胡文明脸上多了几分自豪的神情，

“当小学校长最重要的是做到用心、用情。”
1986 年，胡文明第一次担任校长，面对

的便是茅草屋校舍破旧凋敝的场景，他决心
改变这样的状况，让孩子们有一个安全舒适
的上课环境。

胡文明挨家挨户地发动群众，让群众有钱
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加上政府的一部分支持，
很快6间平房拔地而起。“这是全乡最早的平房
教室哩。”胡文明带着点自豪。

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如出笼的鸟儿一般，
欢快地跑到操场上游戏。南平沟仔小学的教学
成绩能在全县排进前十，但胡文明总是不喜欢
以成绩来评定学生的优劣。“你看，我们学校的
孩子们在县里的小学运动会上取得了一等奖。”
胡文明指着办公室里的一座奖杯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他同样为此感到自豪。

“要自觉调整心态，做一个自信自爱自强的
人，要自觉体验生活，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在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上，胡文明告诉学生
们要善于发现和体验生活的美好，学会感恩父
母、老师和同学，学会服务他人与社会，学会保
持平常心态，学会享受精彩每一天。

胡文明深知上学的重要性。上世纪80年
代，一位学生因母亲生病，家中兄弟姐妹多而上
不起学，胡文明多次资助她，直到她上完初中。

另一位学生来自单亲家庭，自小便担任校
园广播主持人，胡文明得知她家庭困难后，联系
了希望工程与“春蕾计划”，帮助她完成学业。
最后这位学生成功考上大学，圆了学习播音主
持专业的梦。

对待教师，胡文明同样讲究用心用情。地
处偏远山区，胡文明深知他们能留下来不容易，
当有的教师有想离开时，胡文明不会去上级部
门“告状”，而是关心他们，问清楚想离开的原
因。“如果是有困难的，我们都尽量帮忙解决，让
老师能安心留下来。”

今年 9 月，胡文明就要退休了，用他自
己话说，“这学期算是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
班岗了。”尽管是最后一班岗，胡文明却丝毫
没有懈怠。

胡文明的家在好几公里外，但每天早上7
时，胡文明便会准时出现在校园中，一直到日落
时分才回去。“虽然放学早，但老师们也会无偿
地留下来为学生辅优补差，校长会和我们一起
留下来。”一位教师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站在这“最后一班岗”上，胡文明依然保持
着爱学习的热情。拿出手机，胡文明给记者分
享了一篇篇他撰写的美篇，里面记录了学校点
点滴滴的事情，包括学校运动会、开学典礼、家
长会等。“美篇是我向年轻的教师请教学会的，
活到老学到老嘛，这样才能给孩子们作出榜
样。”胡文明说。

“叮铃铃……”熟悉的上课铃声响起，只得
结束采访，胡文明收拾了一下，拿起课本，步履
矫健地走入教室，同学们已经端坐在书桌前。
这一节课是六年级的品德课，也是胡文明最看
重的一节课。

（本报椰林2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特约记者 陈思国 通讯员 尤春贝

从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
附属中学陵水分校开始办学，
到2018年中央民族大学附属
中学陵水黎安实验小学、新机
关幼儿园开办，至此陵水完成
省政府开展的“一市（县）两校
一园”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
程，让当地孩子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一市（县）两校一园”优
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即在
“十三五”期间，我省每个市县
至少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办成
一所优质普通高中（或完全中
学、九年一贯制学校）、一所优
质完全小学和一所优质幼儿
园，辐射带动我省基础教育创
新发展。

2019年春季学期开学之
初，海南日报记者探访了这几
所学校，了解它们在过去的一
年中的发展变化。

陵水完成“一市（县）两校一园”教育项目工程提升教育质量

优质教育活水浇灌未来之花

陵水优先将优秀年轻教师充实到农村学校，提高教学水平

人才下沉激发农村学校潜能

陵水多措并举
保开学平稳有序

本报椰林2月28日电 （记
者梁君穷 特约记者陈思国）“上
学和放学不要乘坐违法营运的车
辆，走路时也不要看手机，更不要
骑电动车……”2月 25日下午，
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民警走入提蒙初级中学，给
全校师生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道
路交通安全课。开学第一周，陵
水相关部门实施多项举措保障春
季开学平稳有序。

道路交通安全课堂上，民警
从职责范围出发，向学生们普及
交通安全有关知识，通过现场游
戏互动，并结合中小学生日常出
行特点，从步行安全、乘车安全以
及骑车注意事项等方面，向学生
们细致讲解了交通安全知识。同
时，对学生们提出多条安全出行
建议，希望学生经常提醒自己的
家人、亲友杜绝酒后驾驶、超速驾
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安全
头盔等严重违法交通行为，严格
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2月21日，全省各中小学、幼
儿园开学上课的第一天，陵水县
教科局督导组分赴全县11个乡
镇对各学校开学工作进行实地督
导检查。检查聚焦于开学条件保
障、控辍保学和学校安全隐患排
查3方面。督导组通过听取学校
情况介绍、访谈师生、查阅资料、
实地查看设施设备等方式，对学
校教职工到岗、学生返校和教材
发放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

陵水教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开学重点检查了学生返
校情况，充分做好控辍保学工
作。检查根据学校应汇总名单，
逐一确认学生情况，了解是否有
尚未返校报到的学生，是否存在
辍学倾向，是否属于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是否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及时开展劝学保学工作。

服务山区教育37年
点点滴滴用心用情

胡文明：一位乡村
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励志心智，坚定梦
想；咬定目标，匐匍
前行；践行师嘱，分
秒必争。”2月 26
日晚，民大附中
陵水分校报告
厅内传出慷慨
激昂的宣誓声，
2019 届高考百
日誓师大会在此
举行。

这所承载了陵水教育希望的学
校，近年来不断帮助该县刷新高考高
分段人数纪录。又一年高考即将来
临，民大附中陵水分校学子斗志昂
扬，信心满满，有望再创佳绩。

过去的一年，民大附中陵水分校
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抓班子
带队伍、抓师德促教学等方式，提高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2018年高考，该校有44名学生
高考总分700分以上，比2017年多

出 12 人，比 2016 年高考多出 34
人。2018年中考学生总分平均分
为617.3分，比全县中考总分平均分
高出约200分。

“陵水的学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学
习成绩的提高，更需要培养自信心，
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民大附
中陵水分校校长魏立功把北京优秀
的教育理念带到陵水来，他不仅抓文
化课学习，还提倡学生多元化发展。

艺术节、成人礼、新年联欢会、

田径运动会……去年民大附中陵水分
校举办10余场大型文体活动，学生们
有了展示才艺的舞台。此外，文学社、
表演社、日语社、国际象棋社等20余
个学生社团活动蓬勃开展，让学生“各
美其美”，全面发展。

去年，民大附中陵水分校还组织
了多场主题研学旅行，带领学生到北
京、广州等地参观学习，开阔学生视
野，让学校教育不再局限于书本，实现
将目光与思想“走出去，引进来”。

“学生们的成绩有
了很大的进步。以六年级

为例，2018年秋季学期学生期
末考试成绩全县排名第13名，比2018
年春季学期进步了13个名次。”采访
中，黎安实验小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符
健与海南日报记者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黎安原属陵水教育落后片区，基于
中央民大附中与陵水共办民大附中陵
水分校的良好合作关系，陵水再次与民
大附中合作办学，整合原黎安中心小

学、大墩小学、岭仔小学及后岭小学
4所小学，创办了黎安实验小学。

陵水将黎安实验小学视为重大
的教育提升工程和民生工程，创下
了“四个第一”：这是陵水第一所由
名校托管的小学、第一所启用校车
免费接送学生上学的学校、第一所
学生免费享用午餐的学校、第一所公
开招投标竞争后由有资质餐饮公司
配餐的学校。

“办学一年来，学生们有了很大

的变化。不仅学习成绩提高了，学生
们上课纪律变好了，还比以前自信
了、懂礼貌了。”符健说，在走廊里遇
到老师，学生们会主动鞠躬问好。

“不用一把尺子衡量学生，让每
个孩子在共美教育中享有更好的发
展，这是学校办学以来一直秉承的
教育理念，今后也会一直坚持下
去。”该校校长赵建捷说，去年9月
任职后，她利用一个多月时间，听了
30 多节课，梳理总结教师教学情

况，编制了近50页的学校3年提升
计划。

3 年提升计划中，黎安实验小
学理清了办学思路，明确将“立心于
人和，行成于共美”作为学校办学理
念，以思想为统领，以教育教学为中
心工作，以文化育人，以文化养人。
今年春季学期开始，该校还将国学、
国画、戏剧等礼乐教育课程纳入校
本拓展必修课程，更好地传承传统
文化。

走进陵水新机关幼儿园，崭新大气
的校园令人眼前一亮，小朋友们在老师
的带领下活动嬉戏，校园里充满欢声笑
语。该园区建筑总面积将近2万平方
米，配备多媒体教室、美术室、活动室等
兴趣课程场所，开设小、中、大三个年龄
段的班级，可以为陵水3岁至6岁适龄
儿童提供近千个优质学位。

办学上，陵水委托海南师范大学附
属幼儿园进行托管，从教学方法、师资
团队、日常管理等方面确保学前教育高

起点起步，保证为孩子提供专业、优
质、普惠的学前教育。

“硬件上，我们学校是按照省一
级师范幼儿园的标准配置，软件方
面也不能落后，首要的就是教师队
伍团队建设。招聘教师时，海南师
范大学附属幼儿园行政班子成员担
任评委，开展严格规范的面试工
作。”新机关幼儿园园长符晴说，该
园在从陵水各个乡镇中心幼儿园抽
调17名精英老师的基础上，从海师

附幼渠道高标准招聘15名教师，此
外配备了专业的保健医务人员、财
务人员、信息技术老师等，组成一支
专业化的学校团队。

符晴是从海师附幼“空降”而来
的园长，她带来了海师附幼一套先
进的幼儿教学方法。“生态教育和生
活活动教育是海师附幼精品主题课
程，在陵水我们结合当地的环境，将
课堂搬进大自然，组织孩子在园区
附近的山坡上开展生态环保教育。”

符晴介绍，学校每周还组织所有老师
开展主题研讨，把研讨出来的教学方
法带到课堂中实践，最后再总结形成
教案。

办学短短几个月，新机关幼儿园
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絮，逐渐专业化。
在新的一年，该园在完成好自身教育
工作的前提下，将发挥带头作用，帮
助片区内几所民办幼儿园规范化、专
业化发展。

（本报椰林2月28日电）

民大附中陵水分校：学生“各美其美”，全面发展

黎安实验小学：学生更自信，行为举止更文明

新机关幼儿园：提供专业、优质的学前教育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梁君穷
通讯员 尤春贝

2月26日17时10分，距离下午放
学已过去一个小时，陵水黎族自治县英
州镇加坡小学教室里还不时传出朗朗读
书声，还有不少学生在图书室中看书。

放学后的校园本应该是寂静无
声，但加坡小学依旧如上课时热闹。

“这不是在举办课后活动，而是学生自
觉留下来背诵课文、完成家庭作业，通
常下午6点才回家。”加坡小学教师苏
小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加坡小学虽是一所农村学校，但文
化课成绩在陵水位列前茅。以上学期期
末考试为例，在该县68所小学中，加坡
小学四年级学生期末考试成绩排名第
六，五年级排名第四，六年级排名第七。

一所农村小学能够突破重围，学
生文化课成绩超越多所县城小学和乡
镇中心小学，令人刮目相看。成绩的

背后，与一群爱岗敬业教师的辛勤
“灌溉”分不开。在当天采访中，海
南日报记者见到放学后有的老师在
辅导学生背诵九九乘法表，有的老
师在带领学生朗诵课文，有的老师
在辅导学生完成课后作业。

“下午4点10分放学，时间还比
较早。我们提倡学生主动留校学
习，免费为他们进行课后辅导。”苏
小雅说，起初主动留下学习的学生
只有三两个，后来留校学习的学生
越来越多。

近几年，陵水将更多年轻、优秀
的教师安排到偏远乡村，大力解决
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以加坡小学
为例，据介绍，该校有6个班级，按相
关规定1：1.7的班师比，应配备10名
教师，但结合该校地处边远、办学规
模和教学需要等情况，该县教科局
安排了11名教师在该校任教，其中
特岗教师6名，已有4人转正；年龄

结构上，40岁以下老师有9名，这些
保证了农村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正常
开展。

“将年轻优秀教师补充到农村
学校教师团队中，解决教师年龄高、
教学落后等突出问题，增加农村教
师团队活力，提高农村学校教学水
平。”陵水教科局局长肖海山说。

优秀年轻教师不仅要下得去农
村，还要留得住，为此陵水从环境、
待遇、平台等方面给予保障，取得了
不错的成效。以特岗教师为例，
2016年至2018年陵水招聘了108
名特岗教师，目前留下继续任教的
有101名。

“我是2015年通过特岗教师招
聘来到加坡小学任教，当时4名老师
挤在一间房间里，老师们轮流做饭。
现在，我们住进了教师周转楼，一人
一间房，学校利用县里给的打造教师
厨房专项费用聘请专人给我们做饭，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苏小雅说。
“此外，我们还做了许多暖心的工

作，例如给乡村学校教师厨房配备冰
箱，配太阳能热水器，支持他们自建菜
园等，甚至还操心年轻教师找对象，希
望把教师们的心留住。”肖海山说。

除了在生活上给予农村老师最
大的支持，在事业发展上陵水给予他
们很大的发展空间。肖海山介绍，教
科局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有计划地培
养后备干部，把不适应新时代办学要
求的干部调离学校管理岗位，让有能
力的教师担任。据统计，2018年，该
县免去了16名校长职务，提拔了41
名优秀老师，苏小雅就是其中一位，
她现在已担任加坡小学教导主任。

“陵水对农村教师的支持力度这
么大，我们的价值得到了肯定，我很
愿意留在这里。”即使家在万宁，孩子
才1岁多，苏小雅还是愿意留在陵水
教书。 （本报椰林2月28日电）

2月26日，陵水黎安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在操场上体育课。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陵水群英乡南平沟仔小学校长胡文明正在
给学生上课。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摄

2018年

陵
水桃园、新机关两家公办幼儿园开园。

图
为
小

朋
友
们在陵水桃园幼儿园做游戏。

本

报
记
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