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大投入

2015年以来，先后投入34.11亿元发展教育。
全县中小学全面实行免费教育，实行了“四免

九补+资助”（免除课本费、学杂费、信息费、住宿
费；补助营养餐、保险费、教辅费、作业本费、寒暑
假作业费、床上用品费、生活费、助学金、交通费），
累计投入 5.61 亿元，减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2012年以来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学生12.2万人次。

在全省率先给中小学校拨付零星维修和校
园文化建设经费。

完善硬件

实施全面改薄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四大
工程”，改扩建78所学校，新增校舍面积17.6万平方
米，新增、改造体育运动场馆面积34.3万平方米。

2018年，创新整合黎安镇4所小学新建中
央民大附中黎安实验小学；投入 5000万元建成
县特殊教育学校；投资 1.2亿元新建县机关幼儿
园、桃园（村级）幼儿园，增加学位 1710个。

全县 113所学校的生活设备、实验室设备、计
算机等28类设备基本配齐，全县中小学校教学
仪器设备达到标准化水平。

已创建省级规范化学校 14所，大幅超出省定
标准。

增强师资

先后招聘特岗教师 722 人、硕
士毕业生 14 人、本科毕业生 322
人，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提升农村
教师队伍整体水平。

非中心校的农村学校本科及
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达57.8%。

2018年2月，陵水作为基层代表在教育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合作办学

2013年，陵水县政府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
中学签署合作办学协议，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
学合作创办民大附中陵水分校。

2017年6月，陵水县政府和民大附中总校签署
了补充协议，进一步深化合作办学。2018年2月，民
大附中总校托管开办民大附中陵水黎安实验小学。

深化改革

针对教育，陵水县委、县政府实行领导分片
包干制，每个乡镇、职能单位驻点帮扶1-2所学
校，县教育局每个股室包干1个片区，每一位职
工干部负责联系帮扶2-3所学校。

对农村学校给予政策、教师补充、编制核算
“三个倾斜”支持，让乡村教师由“下不去”变为
“下得去”。推行中小学校校长“三年一聘”动态
管理，让“贤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开展“阳光入学”。2018年，全面实行小学
和初中划片就近入学，城区初中新生入学多校划
片电脑随机派位，解决“择校热”问题。

2019年，出台《优化教育系统师资队伍管理改
革工作实施方案》，针对教师管理实行“县管校聘”。

教学成绩

2017年，“全省及格率最低的20所公办学
校”和“全省低分率最高的20所公办学校”名单
中没了陵水学校。

2019年，中考考取700分以上人数由2017
年的 53 人增至 121 人，600 分以上人数由
2018年的 266人增至 448人。中考综合
排名近20年来首次进入全省前 10名
（名列第九）。

2016年，首次出现高考800
分以上考生。2019年，
700 分以上人数由
2016年的15人
增至45人。

高等教育

正在筹办中央民族大学海南校区，办学地址
为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2019年11月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与中
国传媒大学签署合作办学意向书，将在陵水黎安
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合作办学。

该试验区一期筹备开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项目）的国内高校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体育
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初步遴选的外方合作高
校包括英国考文垂大学、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
学、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
校、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等国外知名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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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陵水县高分通过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
评估认定。

在海南加快推进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的背景下，各市县正大力提振教
育水平。贾彬说，陵水正加强政策创
新，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促使基
础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转变，
为陵水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为让乡村教师由“下不去”变为
“下得去”，陵水对农村学校给予政
策、教师补充、编制核算“三个倾斜”
支持。以祖关小学为例，该校有6个
班级，按相关规定1：1.7的班师比，应
配教师仅10名，但结合该校地处边
远、办学规模和教学需要等情况，教
育局安排12名教师在该校任教，其中
招聘特岗教师6名，通过学科对口交
流轮岗调入教师1名，确保了学校开

足开齐课程，教育教学工作正常开
展。

按照“贤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原则，陵水大胆推行学校校长“三年
一聘”的动态管理，连年提拔一批思
想好、品行端、能力强、有担当的优秀
青年教师充实到学校领导班子。

今年5月，陵水出台《优化教育系
统师资队伍管理改革工作实施方
案》，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县管校
聘”管理模式。该模式制定全县“教
师池”，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全县各
学校事业编制教师人员与聘用教师
一并纳入“教师池”，由教育局根据各
校需求、实际情况实行统一动态管理
与调整。

这一模式实质上把教师调整的
决定权、审核权划归教育局，在“教师
池”内，在各校间调配教师、新增教师

仅需向人社部门备案。
这一决定深受各校欢迎。县城

北斗小学校长贾兴丽说：“在改革之
前，我们学校从其他学校借调来了教
师，但人事关系、绩效考核、工资发放
都归他们编制所在的学校，我们不好
管理，教师自己也缺乏稳定感、归属
感。改革后，他们的编制顺利转到我
们学校了，都很振奋。”

“这项改革意味着教育部门拥有
了更大自主权，按教育需要、教育规
律办事。”肖海山介绍，今年10月，陵
水县教育局一次性解决了因编制原
因自2015年以来累积的268名教师
岗位实际已经调整、人事关系却一直

“卡壳”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教育体制正在趟出新路

子。”贾彬说，针对教育，如今，县委、
县政府实行领导分片包干制，每个

乡镇、职能单位驻点帮扶1-2所学
校，县教育局每个股室包干 1个片
区，每一位职工干部负责联系帮扶
2-3所学校，时时抓监督、层层抓落
实。

肖海山用“六个前所未有”概括
近年陵水教育的发展面貌：“县委县
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前所未有，财政对
教育的投入前所未有，各部门各乡镇
对教育的关心前所未有，教师对陵水
教育的信心前所未有，学校面貌改变
前所未有，群众满意度前所未有。”

展望未来，贾彬表示，“陵水教育
进步明显，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们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要持续深
化改革大胆创新，打造陵水教育‘升
级版’，不断满足民族地区人民对美
好教育的需要。”

（策划、撰文/清明）

加大财政投入 引进优质资源 推进改革创新

陵水：争创民族地区教育先进范例

“以前，周末到来
时，在陵水车站，你能
看到不少背着书包从
外地回来的中学生，快
过完周末又回去。”谈
及陵水黎族自治县教
育的变化，许多当地人
感慨道，“现在这种现
象少了。”

“以前陵水教育
水平相对薄弱，许多陵
水家长都把孩子送到
教育发达的市县上
学。”他们说，“如今不
一样了，陵水教育起来
了。”

作为民族地区，陵
水教育在海南曾长期
处于落后位置。但近
几年，陵水教育发展突
飞猛进，令人瞩目。数
据可以印证这一点：
2016 年，高考考生成
绩首现 800 分以上；
2017年，“全省及格率
最低的 20 所公办学
校”和“全省低分率最
高的20所公办学校”
名单中没了陵水学校；
2019 年，陵水中考综
合排名多年来首次进
入全省前10名。

在陵水中高考成
绩最好的中央民大附中
陵水分校，2017-2019
三届初三毕业生填报高
中志愿时基本都选择了
留在本县读书。

“很明显，陵水百
姓对自身教育的自信
大大增强了。”分管教
育的陵水副县长贾彬
说。

陵水位于海南东南海岸，全县近
40万人口中，黎族等少数民族占据
六成。

对以前的陵水教育，陵水教育局
副局长陈文敬如此说，“多年来，陵水
教育质量始终在全省倒数3名内徘
徊。去省里开教育工作会，我们都不
好意思往前面坐。”

他回忆：“八九年前我去了一趟
文昌，看到人家乡镇一所学校就有像
模像样的体育场。但我们的乡村学
校都很破旧。”从这里，他窥见陵水教
育与先进地区的巨大差距。

陵水教育局局长肖海山说，在落
后中徘徊的陵水教育需要找到一个
突破口。从今天回看，这个突破口就
是在争取对民族地区教育支援的理
念下，通过合作办学的形式，引进一
所标杆学校。

2013年5月，为了实现民族地区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跨越式发展，陵
水县政府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签署合作办学协议，通过“协议管理、
整体委托、自主办学”的方式，办一所
现代化全日制寄宿高中。在建设过
程中，又决定增设初中部。

这所学校就是中央民族大学附
属中学陵水分校。而这一举动，也使
陵水成为海南除海口外较早以合作
办学形式引进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
的市县之一（2016年，海南首次提出
每个市县兴办“两校一园”）。

民大附中陵水分校位于陵水县
城椰林镇，处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区内，占地近200亩，投资4亿
元，是按照省级示范校的硬件标准建
设一所花园式公办学校，于2013年9
月正式开始办学。学校现有学生总
数2000余人，教师180人。

在合作办学中，引进优质教育
资源实质上是优质师资力量，及其
带来的先进教学管理理念。民大
附中陵水分校校长、管理团队及部
分教师由民大附中委派，同时拥有

自主招聘权，从内地引进一批各学
科骨干教师，又从全国各重点师范
大学录用了一批优秀毕业生。任
课教师 180 人中，高级教师 45 人，
一级教师 53 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39 人，占 21.7%。同时，引进民大
附中“共美”教育理念，锻造优良教
风学风。

此外，民大附中陵水分校校长魏
立功说，学校在还更大范围内发挥民
大附中的资源优势，为学生成长提供
更好机会。2014年5月，民大附中总
校与北大、清华、人大、民大等全国十
所著名高校一起开展了“高中与高校
联合培养”实验课题，在陵水分校高
中创办“皓泰圆梦创新实验班”，实验
班每年面向海南全省在提前批次招
收高一新生50人，按照“北京+海南”
模式进行培养，学生能够享受北京优
质的教育资源。

由于拥有优质资源，民大附中
陵水分校的实力及对陵水教育的

带动作用很快凸显。2015年，学校
创办时间不长的初中，在全县统一
考试中，各项指标均高于当地其他
学校。2016年首次参加高考，诞生
全县首名高考成绩 800 分以上考
生。2017-2019 连续三年，陵水中
高考高分段学生数量屡创新高，其
中民大附中陵水分校贡献了绝大
部分。

在以自身成绩提升陵水教育水平
时，民大附中陵水分校还进一步通过
帮扶形式发挥辐射带动作用。2017
年6月，陵水县政府和民大附中总校签
署了补充协议，进一步深化合作办
学。2018年2月，民大附中总校托管
开办民大附中陵水黎安实验小学，将
合作范围拓展至小学。合作部分具体
职责由陵水分校承担。

肖海山说：“陵水和民大附中合
作办学，契合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需
求，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是成功
的经验。”

陵水教育的全面进步，与政府加
强了教育投入有关。

在2011年前，陵水是国家级贫
困县，县域经济长期积贫积弱。这
一状况在近十多年来得到改变。
2005 年起，陵水加强招商引资，如
火如荼推进对清水湾等沿海“三湾”
的开发，经济成长迅速，“陵水突围”

“陵水崛起”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
自 2011 年起财政收入连年稳居海
南三甲，并于当年摘掉“贫帽”。

“县委、县政府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理念，把教育当成最大民生工程
来办，为未来陵水发展储备人才。”
肖海山说，“在财政较为宽裕的情况
下，近年来，政府明显加强了对教育
的投入，对提升陵水教育水平起到
非常直接的推动作用。”

近年，陵水在省内首开先河，实
现“四个率先”：率先拨付1亿元中小
学零星维修和校园文化经费，率先实
施中小学12年免费教育，率先实施中

小学生营养改善工程，率先增设义务
教育综合业务费。

“以前陵水教育底子薄，软硬条
件都很落后，农村学校破破烂烂，与
省内教育先进市县差距太大。”陈文
敬说，2015 年以来，陵水先后投入
34.11亿元优先发展教育，实施全面
改薄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四大
工程”，持续补强教育“硬条件”，改
扩建78所学校，新增校舍面积17.6
万平方米，新增、改造体育运动场馆
面积 34.3 万平方米，改薄达标率
100%，校容校貌焕然一新。

加强投入和硬件改造，使得各偏
远山村学校实现了“丑小鸭”式的美
丽蜕变。许多群众感慨，“在农村，最
漂亮的建筑就是教学楼。”

“学校变化很大，设施水平跟
城里学校基本没有差别。”提蒙乡
鸭 良山 小学是个仅有二三十名学生
的乡村教学点，此前设施非常简
陋。学校负责人说，如今学校有了

现代化的教学楼群、操场，有实验
室，学生配有电脑，校园也完成了
花园式改造。

2018年，陵水3所新学校开办，
展现了基础教育的新气象。

黎安镇是陵水教育落后地区，
2018年3月，陵水创新整合黎安镇4
所小学新建中央民大附中黎安实验
小学，完成“两校一园”优质小学建设
目标，创下了全县“四个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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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陵水投入5000万元
建成县特殊教育学校，实现特殊教育
零的突破，全县136名特殊儿童可以
同正常孩子一样接受学校教育。同
年，大手笔投资1.2亿元新建县机关幼
儿园、桃园（村级）幼儿园，总建筑面积
2.17万平方米、增加学位1710个，全

县学前教育学位更充足、资源更优质。
截至目前，陵水已创建省级规范

化学校14所，大幅超出省定标准。
与此同时，近些年，陵水还先后

招聘特岗教师722人、硕士毕业生14
人、本科毕业生322人，有力改善师资
队伍结构，提升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
水平。2018年2月，陵水作为基层代
表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教
师队伍建设情况。

“以前，这里每个班考试能及格
的学生就只有两三人。但如今，我
们多数教师有本科学历，教学水平
提升了，多数班级的平均分是60分
到 70 分，也有学生能拿到八九十
分。”在本号镇祖关小学，校长陈建
军高兴地说。

2019年，陵水中考综合排名近
20年来首次进入全省前10名（排名
第九）。“如今陵水教育水平步入海南
中等位置。去省里开会我们也敢往
前面坐了。”陈文敬笑道。

“一所标杆学校的引领”

“敢往前面坐了”

“改革创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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