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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在“基本均衡”的基础上加速向“优质均衡”迈进

五指山：全面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海之南耕耘 ——庆祝2019年教师节特刊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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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近年来，海
南省五指山市在教育方面坚持育人为
本，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推进素
质教育，大力实施扶贫教育工程，倾尽
全力让每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都能享
受到优质教育。“我们将继续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深化教研教改工作，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确保各类学校教育健康
发展。”五指山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
在接下来的教育工作中，五指山市将
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在“基本均
衡”的基础上加速向“优质均衡”迈进，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蒙以养正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今年秋季，新建的五指山市杜郎口
实验学校、特殊学校、畅好居幼儿园和
什稿等8所村级幼儿园开始面向全市招
生，大大改善了小学、幼儿园学位不足
的问题，成功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9月1日，位于五指山市通什镇的
畅好居幼儿园迎来了首批幼儿。畅好
居幼儿园是通过公办幼儿园委托管理
的模式，引进省内外优质教育资源——
海南昌茂教育集团旗下的“思得教育”，
提升办园品质。据该幼儿园负责人介
绍，幼儿园除了常规课程，还开设了英
语课程，以纯正的发音，灵活的课堂活
动模式，打破了传统的集体授课形式，
采取了英语活动游戏化，培养幼儿的英
语交流能力和多元文化素养。

“我觉得这个新建的幼儿园挺好
的，无论是环境还是硬件设施都很到
位，而且是公办的，我们也比较放心。”
下午4时30分，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
间，家住五指山市通什镇的钟容霜来
接孩子回家，看见孩子满脸开心，自己
也露出满意的笑容。

为办好每一所学校，实现适龄儿童

“有学上”到“上好学”的目标，五指山市
始终坚持“教育问题优先解决”的理念，
从着力解决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入
手，加大统筹、协调力度，2018—2019学
年度，共投入教育经费2.42亿元，用于学
校硬件建设、学校信息化建设和绿化美
化校园等，学校旧貌换新颜。

寓教于乐
课堂形式丰富多彩

强化开发校本课程，凸显学校办
学特色，开展科技劳技综合实践活动，
开发手工制作、竹竿舞、黎锦苗绣、黎
歌、灼吧、鼻箫、剪纸等具有民族特色
的校本课程，创造性地把相声贯口和
趣味绕口令引入普通话和拼音教学，
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深入开展阳光
体育运动、体育艺术“2+1”项目、校园
足球和游泳教育，五指山学生“健康阳
光、好学上进、勤学诚实、文明朴实”特
色印记初步凸显。

9月3日，记者走进五指山市第一
小学，一间间坐满学生的教室里，传来
琅琅读书声；骤雨初歇，湿漉漉的操场
怎么也阻挡不了学生们上体育课的热
情；美术教室里，学生们的作品整齐陈
列，石头画、水彩画、椰雕……乍一看
上去，就像一个小型的艺术品展览馆。

“这片是我们今年新建的太空种
子繁育基地和兰馨苑绿地，挂牌分配
到班级中，成为学生的劳动实践基
地。”五指山市第一小学副校长黄蔚
介绍，近年来，学校从绿化、美化入手
改观校容校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五指山市第一小学地处海南黎族
苗族同胞聚居的五指山腹地，拥有54
年的办学史，先后被评为第一届全国
文明校园、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
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全国示范性
家长学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省
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等。自办学以来，
该校坚持“文化立校，内涵发展”的理

念，在尊重国家课程计划的基础上，设
有围棋、美工制作、合唱、计算机绘画、
竹竿舞等18个社团，陶冶学生的情
操，实现“教师幸福、学生快乐、社会认
可、学校提升”的现代、文明、和谐、向
上的一流学校的办学目标。

为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发挥德育主阵地作用，今年上半
年，五指山市教育局组织学校积极开
展各类主题教育活动，结合重大节日、
纪念日，在学校、社区开展了一系列德
育实践活动。同时，注重学生规范文
明行为养成，联合各大学校开展了“我
为学校添光彩”“手拉手”等系列活动，
寓教育于活动中，陶冶了情操，净化了
心灵，在实践活动中提高了学生的思
想道德水平。

春风化雨
教育扶贫斩断“穷根”

今年春季，为做好控辍保学工作，

五指山市创新教育扶贫模式，对扶贫
工作任务重的乡村实施“教育村长”试
点计划，选派2名有经验的一线教师
分别担任毛道乡红运村委会、番阳镇
布伦村委会教育村长，帮助厌学、逃学

的学生返校，充分发挥教育扶贫在精
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扶贫必扶志，让贫困家庭的孩子
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
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
途径。”据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为进
一步夯实教育扶贫攻坚工作基础，今
年春季学期，共发放2014和2015年
脱贫户、2016年以来建档立卡贫困
户、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家庭学生学
前至中职教育阶段特惠性资助4558
人558.6万元，确保“全上学、全资助”；
投入620.5万元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惠及学生共计1.4万人，改善了学
生营养和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实现了

“衣食住行学”政府托底保障；建立健
全贫困学生成长关爱体系，共有841
名教师“一对一”或“一对多”认领帮扶
3618名学生，建立“一生一档”，落实

“四个一”工作法（即每日一见面、每周
一谈话、每月一家访、每学期一评估），
取得了明显的帮扶实效。

课堂改革
打造高效人才培养模式

五指山市推进教研教改工作，强
化教学教研视导，加大教研帮扶和中
小学校教学质量监测力度，积极开展
校本研训活动，充分发挥名师专业引
领作用。思源实验学校进行“以导学
案为载体的小组合作学习”的课堂教
学改革；市一小根据不同学科推行

“211 模式”“四步教学法＋数学文
化”“五段式教学”；红星学校推进“五
环一导”有效课堂改革；实验学校推
行“杜郎口”教学模式，课堂教学效益
大大提高，初中学生学习A等成绩以
上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控制低分率成
效显著。

（本报五指山9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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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祖国，同唱国歌”活动。（图片均由五指山市教育局提供）

五指山市第一小学学生正在体
验黎锦课。

五指山市第一小学翰墨围棋社。

■ 柳莺 易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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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慧

旅游公厕建好更要管好

据南国都市报报道，近日，记者
走访海口市部分景区景点时发现，旅
游厕所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有
的洗手台没水，有的散发较大异味，
有的多功能厕所没用几年就出现故
障……海口市旅文局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多个单位负责人实地走访，并及
时开展旅游厕所整治工作。

外出旅游，厕所是必经之地。如
果如厕时，设备损坏，异味刺鼻，那么，
即便景区再美，也终会给人留下不好
的印象。尤其是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
到来，旅游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旅
游公厕的功能已经不限于如厕“方
便”，更成为旅游的延伸，与一地的旅
游形象紧密相关，重要性愈加凸显。
所以说，对旅游公厕万万不能等闲视
之，必须通过精心设计、细心呵护，力
争把其打造成为旅游的“加分项”。

事实上，近年来，海南大力发展
全域旅游，积极推动旅游转型升级，在
旅游厕所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旅游厕
所环境大为改观，“如厕难”问题已基本
解决。但透过海口旅游厕所，我们可以

看出，一些旅游厕所在使用维护中，依
旧存在异味较大、功能欠缺、设备落后
等问题，与景区的优美环境很不协调。
这些问题何以发生？归根结底，在于

“重建设、轻管理”，仅满足于厕所的建
成，对厕所的管理维护不够重视。

部分景区放松对厕所的管理，多
是由于认识上有偏差。或是以为游客

“到此一游”已足够，至于“上厕所”这
样的小事没必要太在意；或是心态浮
躁，认为管得再好也管不出经济效益
来，由此产生消极心理，在成本方面能
省则省，对设施设备、保洁人员等不做
严格要求，得过且过。思想上的松懈
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松劲，结果难免造
成旅游厕所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小厕所关乎大产业。当前，全省
正在加快推进农村改厕工作，事实上，
旅游公厕同样不容忽视。可以预见，
随着海南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国际游客前来，作为旅游的重要一环，
旅游公厕将承担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为
此，我们既要超前谋划，精心设计，把旅
游厕所建好，更要强化责任意识、服务
意识，做到精细化维护，把旅游厕所管
好。只有“建”“管”并举，旅游公厕才能
成为海南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

恶搞儿歌毁经典
近日，一张截图在朋友圈流传，那

首著名的儿童歌曲《一分钱》被改成
了《一元钱》，有人感叹，时光飞逝，过去
的“一分钱”“与时俱进”成了“一块钱”，
也有人质疑，这样改编经典，难道不
是恶搞吗？（9月8日《扬子晚报》）

一分钱也好，一元钱也好，反映
的都是孩子的天真无邪，这跟物价上
涨没有什么关系。经典儿歌被随意
更改，不但唱起来十分拗口，也是对
经典作品的不尊重。近年来，由于网
络传播的便利，随意篡改、恶搞经典
作品、英雄人物的视频和段子经常
在网络平台上流传，不仅破坏经典作
品、英雄人物的形象，也会对年轻一

代造成错误引导，危害很大。如著名
儿歌《上学歌》，歌词被改成“背着炸
药包去炸学校”的故事，影响十分恶
劣。对这种现象不能一笑而过，应
进一步加强监管，对恶搞优秀传统、
亵渎文化经典的行为进行惩处，情
节严重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使恶
搞者切实认识到恶搞经典的后果，
以更好地守护经典。这正是：

一分钱变一元钱，
乱改儿歌毁经典。
童心岂能钱丈量？
恶搞不能无底线。

（图/王铎 文/魏燕）

交通治理要多下绣花功夫
■ 魏燕

观察

微评
@广州日报：幼儿园装实时监控，

弊大于利。送孩子上幼儿园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让孩子成长。家长既然选定了幼
儿园，就应该相信老师，相信孩子。平
时多跟孩子沟通、多观察了解孩子在
园的状况，觉得孩子行为有异常时，可
以回放监控，没必要实时监控。实时
监控，有时真的只是家长过度焦虑。

@澎湃新闻：海尔员工午休被开
除，大企业不能丢了小关怀。企业有
权用各种规章制度约束员工，督促其
遵守。而员工的合法权益，也该得到
保障。公众关注4位员工的遭遇，是
因为感同身受。毕竟，除了赚钱、竞
争，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珍惜、值得
追求的东西。再大的企业，也不能丢
了一些具有人情味的小关怀，唯有如
此，员工们才能获得安全感、幸福感。

@钱江晚报：对环保“一刀切”说
不。今年上半年，山东临沂大气污染
治理形势严峻。临沂核心城区400余
家板材企业被迫集中停产，25家货运
停车场仅剩一家有车辆进出。高效
治污应赢得掌声，而不分青红皂白地
格杀勿论，手段如此简单粗暴的突击
式、运动式环保整治，不仅不能起到
治污者期待的效果，反而影响了当地
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侵犯了守法
企业的合法权益。 （魏 辑）

红灯停、绿灯行，是最基本的交
通法规，可是，现实中依然有不少人
以身试法，为一己之便，随意闯红灯、
抢黄灯。据报道，近日，海南省公安
厅公布一组今年以来的全省交通执
法数据，其中，机动车闯红灯被查处
的案例高达 8 万多起，平均一个月近
1.1万起。

红绿灯，生命信号灯，抢一秒，毁
一生。红灯、绿灯等交通信号灯的设
置，是为了科学分配车辆、行人的通行

权，使车辆、行人安全有序通行。而车
辆、行人闯红灯，则破坏了路权分配规
则，增加了路口交通冲突，也增加了交
通事故的发生几率，危害极大。在导
致交通事故最多的违法行为中，闯红
灯位居前10位，尤其是机动车由于体
积大、速度快等原因，对交通安全的威
胁更大，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不过，现行交通法规对机动车闯
红灯行为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按
规定，机动车闯红灯，罚款200元记6
分。一个机动车驾驶员一年闯两次红
灯，就会被扣除驾照重新回炉学习。
有这样严格的制度约束，再加上现如
今马路上到处有摄像头，且车辆每年

年审，不存在车主侥幸逃脱处罚的情
况，然而，即便处罚手段如此严苛，机
动车闯红灯数量仍然多有发生，实在
让人大跌眼镜，这也说明交通管理丝
毫不能松懈。

机动车闯红灯行为何以多发？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随着机动车保有量
越来越多，管理上的难度越来越大，管
理上的不足也愈发凸显。例如，有些
路段设施不完善，红绿灯等信号灯设
置不尽合理；又如，有些路段交通繁
忙，红灯等待时间长、绿灯通行时间
短，易造成大面积拥堵，易酿成闯红灯
现象；再如，对交通文明的教育引导不
够，导致一些机动车主不拿规则当回

事、文明意识薄弱……
杜绝闯红灯行为，不能寄希望于

车辆的减少，相反，要积极应对机动
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的挑战，在交通管
理上下更大功夫。交管部门可加强
源头治理，强化驾驶员的交通规则意
识，让每个驾驶员都做到“眼里有红
灯、心中有敬畏”。同时，要加强路面
常态化管理。尤其要善于借助交通
大数据，加强对闯红灯多发路段的监
控、管理；还要根据交通通行情况，合
理设置红绿灯等待时长，在繁忙路段
增加交警警力。另外，对闯红灯的机
动车驾驶员不能止于罚款扣分，还应
创新方式，对其进行及时教育引导，

敦促其学习交规，进一步提升文明素
养和规则意识。

总之，道路交通无小事，每一例闯
红灯违法行为，都可能酿成极大社会
危害，交管部门必须下足“绣花功夫”，
把交通管理做细、做实。当然，文明交
通的培育，不仅是一道社会管理题，也
是一道公民素质题。杜绝闯红灯违法
行为，有赖于交管部门管理水平的提
高，更有赖于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共同
努力。只有每一个人都自觉树立规则
意识，让礼让、守法成为自发习惯，才
能提升交通文明，从根源上减少闯红
灯现象的发生，并引领城市文明，实现
城市环境的和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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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图
说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最新发布的软泥玩具
比较试验结果显示，17款软泥玩具中有13款硼元
素迁移量超过相关标准要求，占比76%。（9月8日
《央视网》）

橡皮泥和软泥的品牌、种类越来越多，但从
检测结果来看，其安全性却不能让人放心。据业
内人士表示，部分企业忽视产品中可能存在的安
全风险，为了追求销量，片面控制成本，采用低端
设备和原料进行生产，是现阶段软泥玩具质量问
题突出的主要原因。

这样的软泥玩具很可能成为伤娃利器。以
硼砂为例，为了增加软泥玩具的延展性，国内市
面上大多数产品中都会添加硼砂。但是硼砂因
具有较强毒性，人体若摄入过多，可引发多脏器
蓄积性中毒。这些硼砂，可通过儿童破损的皮
肤、口腔黏膜或经消化道被人体吸收。硼砂吸收
快，代谢慢，除了急性中毒之外，长期接触或过量
摄入还可造成儿童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
系统蓄积性中毒。

当然，除去玩具本身的安全性问题，商家虚假
宣传无疑也值得警惕。据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
一些被检出硼元素迁移量超标的产品却宣称其产
品安全无毒，有的甚至还宣称其原料为食品级。
事实上，我国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硼砂。也就
是说，只要是用了硼砂，那就没有理由宣称自己是
食品级，否则会误导消费者，更会埋下伤娃隐患。

软泥玩具存在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小觑，一定
要加强防范。首先，生产厂家应依法依规生产。
据了解，除了硼元素超量直接威胁儿童身体健康
之外，还有4款软泥玩具被检出防腐剂含量超过
相关标准要求。因此，生产厂家一定要从源头上
加强质量管理，杜绝安全隐患。

其次，从销售环节来讲，应杜绝虚假宣传。宣
称原料为食品级，须以事实为基础，倘若玩具本身
达不到食品级，就理当规避不实宣传。商家更需
做好相关知识的普及，以及教会消费者如何选择
安全可靠的玩具。只要商家出于真心且保障产品
质量，定能够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再者，从消费者角度来讲，必要的防范不能缺
失。减少软泥玩具对健康的影响，消费前应注意以
下几点，一是看标识，认准正规厂家生产的且印有

“CCC”强制认证标识的玩具；二是闻气味，有较重
的刺鼻气味应尽量避免购买；三是教育引导孩子养
成良好的玩玩具习惯，如玩后洗手等。当然，有效的
市场监管，更有助于让消费者实现放心消费。

软泥玩具别成伤娃利器
■ 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