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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关乎国运兴
衰，也承载着孩子们的
未来和万千家庭的希
望。澄迈县高中教育长
期以来居于全省中下游
水平，社会各界对此颇
有微词。“忽如一夜春风
来”，澄迈县2019届高
考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在全省19个县市中，文
科综合排名第三，理科
综合排名第四。如此令
人振奋的成绩和澄迈思
源高中的突出贡献密不
可分。

海南澄迈思源高级
中学作为二批招生学
校，自2016年以来连续
取得低进高出的优异成
绩，大幅度提高了全县
高考平均分和本科升学
率，本科升学率保持在
80%以上。中、高考全
省排名相比，该校学生
人均排名进步5000名
以上。学校获得县政府
颁发的教学管理突出贡
献奖，成为基础教育薄
弱学校逆袭的典范。

骄人成绩源自该校
对“办好扶贫学校，惠及
澄迈贫困家庭子弟”这
一办学初心的忠诚坚守
和成功践行。澄迈思源
高中是2012年在省委、
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创办
的教育扶贫学校。学校
现有50个教学班级，在
校生 2754 人，是一所
全封闭全寄宿制公办高
中，迄今为止走过了7
年筚路蓝缕业绩显著的
办学历程。

澄迈
思源

打造高效课堂
为学生成才固本培元

澄迈思源高中学生学习基础
十分薄弱，学习高中课程障碍重
重，攻克难关的韧性不足，学习的
各种基本习惯尚未养成，加上多
数教师的教学观念陈旧，导致教
学无序、低效现象严重，严重影响
学生学习的信心，致使学生学业
进步缓慢。

只有让学生日有所进，每天都
体会到成功的快乐，激情状态和进
取心才会更加持久。这就需要从
根本上改革课堂教学，否则实现办
学目标就是空谈。基于此，高效教
学改革势在必行。

在澄迈思源高中，好老师的
标准是这样的：以生为本，切实关
注学生全面发展，真心为学生学
习排优解难，致力于把学生教
会。只管教、不管学的老师不是
好老师。

好课堂的标准是这样的：把时
间交给学生，让学生真正动起来，
让学生在充足的时间里，高效阅
读，独立思考，积极研讨，激情展
示，并学有所得。

学校大力推行“6+1”高效课
堂改革，以期实现教师和学生的
共同发展。高效课堂改革主张把
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把课堂
时间还给学生，鼓励学生对自己
的学习负责。立课题攻克课改难
题，用课改比武激发教师创造
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加深了对

“6+1”高效课堂模式中导、思、
议、展、评、检、练等各环节作用
和操作要领的认识，课改效果逐
渐凸显。

课堂改革带来了教育理念
与教学方式的改变，课堂效率明
显提升了，教师探究课改的兴趣
浓了、方法巧了，学生学习主动
性增强了，学生学习能力显著提
高，学校高考成绩年年攀升。

治差必先强志
强志源于激情培育

每届新生到校普遍呈现这样
一种状态：跑操凌乱随意，走路漫
不经心，读书无精打采，上课精力
分散，自习随意任性，作业敷衍了
事。从他们身上看不到青年人应
有的朝气，看不到惜时用功的学习
状态。其实质是理想信念的缺失，
是对人生前途的迷茫，是面对困难
的懦弱和对自身潜能的怀疑。这
样的精神状态严重制约着学生的
进步和发展。

志不强者智不达。
“要么跑步，要么读书，身体和灵

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秉承这样的理
念，澄迈思源高中推行“激情教育”，通
过激情跑操、激情晨读、激情课堂等活
动全面培育学生的激情状态。

激情晨读，每天操前要求学生双
手举书呈45度角，昂首挺胸，大声朗
读20分钟。学校、老师、班主任反复
向学生说明大声朗读的诸多好处：增
强自信、提高专注力、开发记忆能力、
增强语感等。经过一两个月的严格
要求和督查矫正，读书的要求变为学
生的自觉行动。每天早晨，操场上书
声琅琅。通过持续开展激情晨读活
动，学生增强了自信心，提升了记忆
力，精神面貌大有改观。

激情跑操，是澄迈思源高中的
一张靓丽名片。学校要求学生零距
离跑操，要符合四个度：力度，即踏
地有声；速度，即快速整齐；密度，即
排与排之间间隔一拳距离；响度，即
在400米跑道4个点上要高喊“我要
努力，我要成功，我要努力，我能成
功”。在严格训练后，激情跑操成为
澄迈思源高中的壮观一景。激情跑
操增强了学生体质、合作精神和集
体荣誉感，激发了学生的青春活力。

此外，学校要求学生早中晚3个
时段往返教室要跑步，既锻炼了身
体，又强化了他们的惜时观念。要
求学生早中晚进教室就大声朗读，
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增强了记忆
力，强化了知识掌握效果。

正视学情困难
教育始于转变观念

要肩负起办好扶贫学校这一光荣而
又艰巨的使命，就要直面困难重重的学
情。无论是在学业基础上，还是在行为习
惯上、在意志品质上，澄迈思源高中生源
学生都存在较大不足。更令人担忧的是，
学生普遍缺乏理想信念，缺乏忧患意识，
对人生没有明确的规划，不思进取，得过
且过。 如此学情，正是当地基础教育薄
弱的典型体现，是社会、家庭和小学初中
阶段学校常规教育长期欠账造成的。

作为二批招生学校，录取分数线比省
一级学校最高录取分数线低近300分，录
取的最高分离省一级学校录取分数线差
几十分。面对这样的生源，社会各界对办
好这所学校期望值不高，学校老师也是信
心不足。困难、质疑、动摇，给学校笼罩了
厚重的阴影，吞噬着该校教师办好学校的
信心。李树峰组织管理团队、全体教职工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了教育扶贫在精准扶
贫中的重大意义，激励大家勇担使命。

要办好这所扶贫学校，必须从转变观
念开始。

转变教师的观念。学校通过定期培
训，强化学习，使老师深刻认识到：只要不
抛弃，不放弃，就能帮助孩子不断成长和进
步，相信他们都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针
对学生普遍自卑的情况，学校提出要尊重
学生，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要求教师树立正
确的学生观，给予学生积极的暗示，引导学
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让学生满怀自信地
奔向未来。在扶贫学校当教师，大有作为，
更能彰显教师专业能力和社会价值。

转变家长观念。学校成立了家长委员
会并定期召开家长大会，将办好学校的坚定
信念，传递给每一位家长，同时让家长了解
学校的办学理念，理解和支持学校从严治校
的一系列举措，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转变学生观念。学校通过开展一系
列励志教育活动，激励学生要担负起对国
家、家庭和个人的责任，让学生坚定“我要
努力，我要成功，我要努力，我能成功”的
信念。激励学生通过3年拼搏，弯道超
车，实现人生逆袭，创造美好未来。

秉持办学初心
办好教育扶贫学校

聚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教育
人亘古不变的情怀。生源质量
似乎成了办学者普遍的心结。
作为二批招生学校，澄迈思源高
中办学伊始，就不与省一级学校
争生源，一直致力于为贫困弱势
家庭的学生提供优质高中教育。

教育扶贫是思源办学的初
衷和始终坚持的宗旨。国务院
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工作者李树峰校长时刻牢
记这一初衷，他认为办好扶贫学
校真正提升一个地区的教育质
量关涉教育公平大问题。

办好扶贫学校是对扶贫国
策的最好践行。给贫困家庭再
多的补助，如果没有造血能力，
用完了还是贫穷，只有为贫困家
庭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打通弱势
群体子女的上升渠道才能真正
给这个家庭带来希望和未来，才
能让更多的贫困家庭彻底斩断
穷根，缩小贫富差距，打破社会
阶层固化，消除社会不稳定因
素，才能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

澄迈思源高中所招学生超
过九成来自农村和城乡结合部，
出身贫困家庭和弱势群体家庭，
很大一部分学生来自单亲、离异
家庭，还有一些是孤儿。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让每一个学
生得到最大发展”是澄迈思源高
中的核心教育理念。善待每一
位思源学子，不放弃，不抛弃，让
他们日有所进，学有所成……澄
迈思源高中始终秉持初心，扶贫
扶弱，办好扶贫学校，让贫困家庭
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高中
教育，为他们的美好未来奠基。

深度关注细节
在落实中谋成效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细节不
是细枝末梢而是用心，是一种认真
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所有的成功
都隐藏于细节之中。只有实施精细
化管理，才能把办好扶贫学校这样
的美好愿景落到实处。澄迈思源高
中的学情决定了学生养成教育过程
的反复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学校制定了一系列切合校情
学情的规章制度。如《教师集体备
课制度》《高效课堂实施办法》《激情
跑操的管理办法》《限时练编写要
求》《晚自习管理规定》《最美宿舍评
比办法》《学生量化管理办法》等，这
些制度的制定和严格执行，保证了
教育教学工作的有序高效运转。

在管理过程中，思源高中的管
理团队不怕得罪人，改变了有些老
师的散漫习惯。虽然在改变之初，
抱怨的人多，理解的人少，但是通
过长期的坚持，学生学习状态变
了，学习习惯变好了，学习成绩上
去了，抱怨的人越来越少，理解的
人越来越多，更多的老师积极参与
教研教改，参与学生管理，学校的
检查制度落到了实处。

每次集体备课必有检查、评
比、通报，检查结果与教师的考评
挂钩，保证了备课质量；每节课必
查，及时通报检查结果，及时整改，
保证了课堂教学的规范和高效；每
节自习必查，及时通报和整改，保
证了自习秩序和训练实效；每日早
操必小结，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
题；每次作业必有批改，批改情况
必有公示，学校定期检查和评比，
保证了训练质量……

精细化管理意味着日复一日
的艰辛付出，也诠释着思源人对教
育扶贫的担当精神。每天早晨5
点50分，校长、年级主任、班主任
等60余人的管理团队准时出现在
操场上；每晚10：30，十几人的校
务值班人员会准时出现在学生宿
舍楼；每天上课时间，检查人员都
会穿梭于教学楼中；每晚7时，全
体班主任会准时召开班会；每周3
次集体备课，所有教师都要准时参
加，高效教研……

一群有教育情怀的思源人，每
天都在用踏踏实实的工作和富有
创造性的劳动，践行着教育扶贫的
初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办学7年来，澄迈思源高中连

续交出低进高出的教育成绩单，助
力3000多名寒门学子升入本科大
学，成为澄迈县政府高度认可、社
会各界广泛赞誉的品牌学校。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中小学足
球示范学校、全国地理科普示范学
校、全国“地球小博士”和“环保之
星”全国地理科普知识大赛团体一
等奖、海南省中小学机器人设计大
赛团体一等奖等荣誉，连续获得

“澄迈县十佳学校”称号。
如今，海南基础教育将走上高

速发展的快车道。为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澄
迈思源高级中学责无旁贷。“阳春
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澄迈思源高
级中学将秉承办好扶贫教育的初
心，乘势而上，砥砺精神，谱写澄迈
基础教育腾飞的新篇章。

（李作民 郭志杰）

澄迈思源高中老
师在上课。

澄迈思源高中学生在跑操。

澄迈思源高中学生激情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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