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至今，先后分
三批共建成24所思源学校

据海南教育学会思源学校研究分会
统计，截至今年10月，海南思源学校初
中毕业生达 58170 人，升入高中 37947
人，90%进入高中或中职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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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型美育成果示范展来琼巡展

210幅作品描绘
“诗歌的样子”

本报讯（记者郭萃）12月14日—22日，全民美
育·第三届“诗歌的样子”美育成果示范展海南省巡
展在省图书馆举行，共展出210幅少儿美育作品。

据了解，全民美育·第三届“诗歌的样子”美育
成果示范展是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儿童中心等
单位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少儿美育成果展。展览面
向全国征集作品，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展。其中，
海南巡展活动共展出作品210幅，部分获奖作品明
年将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展出。

据介绍，此次巡展以中华诗歌为主题，孩子们
以绘画、书法的形式展示诗歌中的风景、人物、故
事、意境，多角度展示古典诗歌的魅力。活动鼓励
青少年诵读经典、传承经典，对提升孩子的美学涵
养和审美意识具有深远影响。

“全民美育·‘诗歌的样子’是面向全国青少年
开展的以读诗歌、画诗歌为主题的征选活动，鼓励
孩子们多读经典、读活经典，用丰富的艺术形态表
现经典之美，多角度展示和发掘诗歌的神韵与魅
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南省美协
副主席兼秘书长阮江华表示，该活动致力于通过综
合美育理念的推广，提高青少年的美育素养。本次
展览搭建了儿童美育交流新平台，探讨儿童美育发
展新路径。

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艺委会副秘书长靳长安表
示，“全民美育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起。诗歌本身是抽象的，用具
象的绘画等形式将它表现出来，对孩子有积极的影
响。本次海南巡展有许多优秀作品，将诗歌文学和绘
画相结合，通过绘画表现了孩子的所思所想。”

琼台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院长符祥康表示，实践
教学是美术学专业课程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参加本次巡展的部分作品由琼台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美术学专业教师与学生参与指导。此次教育实践活
动提升了该校学生的教学水平与实践能力。

本次巡展由海南省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
会、琼台师范学院美术学院主办，海南骁骊丹青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承办。

2020年普通高校特殊类型招生将从严

挤出招生功利“水分”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2020年普通高校特
殊类型招生工作已陆续开始，教育部强调对资格审
核、考试报名、考务管理等各方面从严要求。近年
来，教育部对特殊类型招生工作严格规范，力图挤
掉招生功利“水分”。

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根据特殊类型招生有关规
定，合理确定本校具体报考条件、资格审核程序，并
及时公布审核结果。高水平运动队试点高校重点加
强对在户籍地、学籍地以外省份取得运动员技术等
级称号考生，以及在集体或团体项目比赛中取得运
动员技术等级称号考生的资格审核。

2020年艺术类专业考试中，除经教育部批准的
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含参照执行的少数
高校）外，其他高校不再组织美术学类、设计学类省
级统考所涵盖专业的校考。高水平运动队考试中，
组织游泳、武术、跆拳道、击剑、棒球、射击、手球、垒
球、橄榄球、冰雪、赛艇等11个项目统测，各地各校
不再组织统考、联考、校考。体育类考试中加强反兴
奋剂教育宣传，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试中加强兴奋
剂抽检。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取消对“极少数艺
术团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的考生”进一步降低文化成
绩录取要求的优惠办法。 （据新华社电）

全民美育·第三届“诗歌的样子”美育成果
示范展海南省巡展参展作品。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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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中，大学毕业后成
为定安县仙沟思源实验学
校的特岗教师，如今已成长
为这所学校的第三任校长。

“一所学校的办学质
量和德育工作抓得好，教
师也会有很多成长的机
会。”朱健中说，该校首任
校长韩玉芬是海南面向全
国招聘的校长，韩校长带
着他们这些年轻的特岗教
师，一起研究学校情况，确
定了办学定位，并建立了
系统的管理模式。韩校长
还带着他们走南闯北，赴
各地好学校取经学习，推
行课堂改革。

“推行课改时，学校每
位老师都要上公开课，我
每周要听五六节课。浓
郁的教研氛围对全校教
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健中说。

建校10年后，陵水思
源实验学校首批特岗教师
几乎“包揽”了该校的中层
管理岗位，学校副校长、办
公室主任、总务主任、德育
主任、工会主席，以及各教
研组组长都由 2009 年入
校的特岗教师担任。

“思源学校为年轻人成
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
台。”陵水思源实验学校办
公室主任、语文教师杨小峰
说，思源学校承担教育扶贫
的重任。作为一个民生工
程，它从办学之初就广受关
注，为学校年轻教师们提供
了许多难得的学习机会。

据统计，海南思源学
校已累计为当地市县培养
了中小学正、副校长及教
育局管理骨干101人，以及
省级骨级教师、学科带头
人、教坛新秀228人和县级
骨干教师约600人。

2009年，海南面向全国招聘
思源学校校长。

“人生为一大事而来。”从
2009 年至 2012 年，从湖北、湖
南、河南、陕西、山东、黑龙江等
地选拔而来的20多名思源学校
校长，大多在 40 岁至 50 岁之
间。面对海南省委、省政府发出
的招贤引才令，他们怀抱着“办好
一所学校”的理想，千里迢迢来到
海南，潜心探索贫困地区教育发
展新路径。

海南思源学校的生源比较特
殊，主要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农村
撤并学校、偏远乡镇和贫困家庭。

2009年开学后，这些外来的
校长就“惊呆了”：这是一群他们

“从未见过”的孩子：
“有些学生赤脚或穿着拖鞋来

上学。有些穿着球鞋的，也将鞋后
跟踩在脚底当成拖鞋穿。”

“午休时，有些学生睡在树
上，有人吃完饭就把饭碗放在树
上、草丛里或埋进土里……”

……
首批10所思源学校校长，是

探索海南教育扶贫的“拓荒者”。
他们达成共识：思源学校必须从学
生的养成教育开始抓起，先培养学
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屯昌思源实验学校开学后，
制订了学生一日行为规范，开学
第一周不上正式课程，而是由班
主任逐条为学生讲解行为规范准
则，学校每周评选一次“思源之
星”引领学生进步；定安县仙沟思
源实验学校以礼仪教育为学校办
学特色，开展学唱礼仪歌、做礼仪
操等活动……

海南首批10所思源学校都
采取“跟人跟班跟思想”的方法，
通过教师“早操到、午休到、自习
到、晚寝到”的陪伴教育模式，以
严格的管理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

2012年，海南首批10所思源
学校办学3年后，接受省级示范
学校评估。时任海口市第一中学
校长的厉春，作为评估组组长赴定
安县仙沟思源实验学校。厉春穿
行在学校的教室、操场和宿舍时，
不禁由衷赞叹道：“这些学生的行
为举止很得体。”听到这样的评价，
该校首任校长韩玉芬不禁流下激
动的眼泪。

关注

开学——
第一课从学生的养成

教育抓起，先培养学生良好

的行为习惯

课改——
多姿多彩的文化熏陶，

让孩子们的性格慢慢发生

了改变

成长——
目前思源学校已累

计为当地市县培养教育

管理和教学骨干900多人

成就——
学生王君雅梦想成真：

“我长大了，一定要让别
人对我们家刮目相看”

在屯昌县新兴镇文武山村，
贫困户王世极这两年出了名。他
的女儿王君雅去年以812分的成
绩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引发村
民关注。

王世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王
君雅小时候在村里读小学，成绩一
般。有一次，村里电改时，他家一
时交不起28元的电表费，被停了
电。王君雅看到自家没电时就问
父亲。得知原因后，她对父亲说：

“我长大了，一定要让别人对我们
家刮目相看。”

帮助王君雅实现梦想的，是屯
昌思源实验学校，初一时王君雅来
到这里就读，中考时她以760多分
的成绩，考上琼海海桂学校。

“我女儿今年国庆在北京参
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
广场大阅兵活动。”王世极骄傲
地说。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古楼
村黎族女孩林蕾蕾2016年获评
为“全国最美中学生”。她小学四
年级开始到陵水思源实验学校就
读，在那里度过了6年时光。

据海南教育学会思源学校
研究分会统计，截至今年10月，
海南思源学校初中毕业生达
58170 人，升入高中 37947 人，
90%进入高中或中职学校就读；
4所思源高中，共培养高中毕业
生17559人。其中，11912人升
入二本及以上院校，85%的学生
进入高职高专及以上学校就读。

4所思源高中，共培养高中毕业
生 17559人。其中，11912人升入二

本及以上院校，85%的学生进入高
职高专及以上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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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思源学校校长治校的重
点是规范办学和实行精细化管
理。

“为了给思源学校建章立制，
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一些学
校不是没有管理制度，而是有制度
不落实，或制度不健全，比较粗
放。比如说，要求教师上课不能迟
到，却没有说明如果迟到后要怎么
办？我们不断细化管理制度，对教
师迟到5分钟、10分钟都做出了具
体惩罚规定。《教师工作行为管理
条例》从考勤、备课、上课、教研、作
业批改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具体行
为规范。”临高思源实验学校首任校
长马德军说。

马德军回忆道，“有天下午查岗
时，我发现一位老师没来上课，就打
电话给他。这位老师居然说他正在
打牌，没时间上课。我立刻召集副
校长召开办公会议讨论处罚措施。
我提出对这位老师罚款200元，并
让他写检讨，进行全校通报批评。”

马德军没想到，参加会议的
副校长等人对此却沉默不语。甚
至有人问：“旷课一节罚40元，为
什么要对这位老师罚款200元？”

“拿着学校的工资，上课去打
牌，开除都是应该的。”马德军下定
决心要严管此事。这位翘课去打
牌的老师写下检讨书，并被通报批
评。

程时贵在屯昌思源实验学校
当了9年校长。他有一句口头禅：

“考完试要结账，不结账考什么
试？”所谓考试“结帐”，就是要加强
学校管理，要体现出教师教得好和
教得差的区别。

2009年创办之初，屯昌思源
实验学校在屯昌县中小学校中创
造了多个“第一“：实行全体教师
集体办公、集体备课；实行绩效工
资分配与工作量、教育教学效果、
平时量化管理直接挂钩，彻底打
破平均主义。

考试——
考完试要“结账”，要体

现出教师教得好和教得差

的区别

“脱贫必须从发展教育入手”。由海南省政府和相关市县出资、香港言爱基金会捐资共同兴建的教育扶贫
移民工程——思源学校，多年来悄然改变了海南的乡村教育。

根据布局，我省首先在屯昌、保亭、陵水、东方、白沙、定安、琼中、五指山、昌江和乐东开工建设首批10所
思源学校，2009年秋季开学。截至目前，我省共建成24所思源学校。通过引进优秀校长、学科骨干教师等多
项举措，思源学校成为海南农村基础教育的骨干力量，为全面提升海南教育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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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海南思源学校
接收孤儿、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低保家庭子女等贫困学生
入学，累计28643人

11 22 33 44

思源致远

在教学中，海南思源学校有一个
共同特点：特别重视校本课程的开发，
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传承。

为了让大山里的孩子爱上学
校，海南思源学校不断探索教育新
模式，而开展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
就是一个重要内容。

据了解，陵水思源实验学校的校
本课程分为民族类、艺术类、体育类、
棋艺类、学科类五大类，包括黎锦、轮
滑、滑板、舞蹈、书画、鼓号队、电影赏
析等近40种课程。该校每年投入近
20万元聘请老师、购买相关设备，办
好校本课程。每个学生根据各自兴
趣，至少选择一种校本课程参加。

定安县仙沟思源实验学校开设
了琼剧、足球、折纸等数十门校本课
程供学生选择。

在乐东思源实验学校，来自黎族
聚居区的学生约97%。顺应黎族人
喜欢唱歌的习俗，该校搭建了以歌唱
为主的活动平台，以小组唱、合唱、独
唱等多种形式，每学期组织学生参加
少年歌手大奖赛。

“有些学生性格孤僻，不善于与
人交流。在学校文体活动的文化熏
陶下，他们的性格慢慢发生了改变。”
乐东思源实验学校校长张祥说。

同时，海南思源学校还大力推进
教育教学改革，推进高效课堂建设。

琼中教育局局长傅永东，是
2009年我省面向全国引进的首批思
源校长之一。他通过高效课堂改革，
大幅提升了琼中思源实验学校学生
的学习成绩。该校建校10年来，680
余名学生考取海南中学、海南华侨中
学等名校。该校推行的小组合作学
习模式教学，成为全省教改典型案例。

24所海南思源学校，都是省级
规范化学校，成为海南农村基础教
育的骨干力量，为海南农村教育立
起了标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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