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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台师范学院派出优秀师资支援三沙教育建设

师者扛担当 丹心耀南疆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姚磊 周含

300年前，一位履职琼州的大清官
员浓墨重彩地描述南中国海：“大海之极
南，烟波万顷，中涵奇甸……”于是他在
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上创建书院，养乾坤
正气，育天下英才。

300年后，这位先贤的继承者开疆
拓土，传承薪火，不忘为国育人初心，不
负传承文明使命，把中华文明的种子撒
播向祖国更遥远的南疆……

在祖国南端，有一座树木林立、风景
秀美的珊瑚岛，它是三沙市人民政府和
众多上级派出机构、市级单位以及永兴
工委管委驻地——永兴岛。很多海南渔
民世代在这里耕海牧渔，形成了现在的
永兴社区。

经过多年的建设，岛上的生产生活
设施不断完善，但因为教育人才引不来、
留不下，基础教育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岛上的居民一直被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所困扰。

在这一背景下，琼台师范学院自
2015 年起托管三沙市永兴学校，于
2018年正式设立了琼台师范学院附属
永兴学校。

托管以来，琼台师范学院一直负责
该校的师资队伍选派及日常管理工作，
通过考察调研三沙市地域情况、居民结
构、人员上班安排特点，及在永兴岛和赵
述岛开展教育需求调研，结合对家长和
学生的日常走访，最终确定了以团队支
教的方式对三沙基础教育进行帮扶，先
后有8批支教团队在这里工作。

琼台师范学院相关负责人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该校高度重视支教工作，成
立以校党委书记领导、教学副院长主抓、
继续教育部主任落实具体工作的管理机
构。在支教团队的选拔上，学校更是严
格把关，进行层层筛选，确保选出优秀的
师资，更好地给驻岛军警民提供服务。

特别是，琼台师范学院的各支教团

队克服三沙“高温、高盐、高湿、高辐射”
的环境影响，在支教期间不计得失、认真
工作，得到了三沙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的肯定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表扬，也得
到了学生家长的真心称赞。

由于琼台师范学院不计人力、物力，
全力支持永兴学校的发展，选派精干队
伍，在永兴学校规划、环境创设、设施设备
配置、教学场所设计、师资配备等方面提
供专业支持，使永兴学校的教学硬件建设
达到高起点、高规格、高质量的建设目标，
为永兴学校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截至目前，永兴学校已经是一所集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及职
业培训为一体的综合学校。学校幼儿部

按照省级示范幼儿园建设，小学部可满
足1年级至4年级学生的教育需求。

此外，三沙市永兴学校作为三沙市
唯一的文化教育机构，承担着全市军警
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提升以及丰富
驻岛人员文化生活的工作。现在的三沙
市永兴学校建设有图书馆、远程教育中
心、远程同步课堂、展览厅、校史馆、手工
教室、计算机机房等专业配套设施，不仅
开展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成人高等教
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还设立了国家教育
考试点、成人学历继续教育函授教学点
等，较好地满足了三沙军警民的教育和
学历提升需求。

为了进一步提高三沙市军警民职业

技能水平，琼台师范学院还不定期邀请
专家开展讲座培训与职业教育培训；为
了提升在三沙工作人员的学历、文凭和
计算机使用水平，琼台师范学院发挥成
人教育资源优势，在永兴学校积极开展
成人高等教育，举办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以及考前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6月4日海
南省考试局发布消息，批准在三沙市永
兴岛建设国家教育考试考点。这一中国
最南端考点的设立是我省国家教育考试
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将有效
改善三沙驻岛军警民接受再教育、提高
学历水平的条件。

随着三沙市成人学历函授站和国家

级计算机等级考点的设立，三沙市的成
人高等教育教学考试体系初步构建起
来，永兴学校作为琼台师范学院成人学
历继续教育函授教学点，为三沙市的工
作人员提高学历和文凭提供了便捷有效
的升学渠道。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三沙市办
学期间，琼台师范学院师生还利用三沙
独特的资源优势，在环境保护、生态调
查、历史文化挖掘、南海文物收集与保护
等方面开展了多项研究，并形成有独特
价值的成果——由该校教师创作出版的
《永兴的太阳》《小蚂蚁去“旅行”》《踏海
拾浪——三沙油画作品集》等一批作品
和教材，为省内外学校开展海洋意识教
育、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琼台师范学院相关负责人认为，这
些成果的取得，除了得益于该校教师对
教育教学工作的高度负责、对维护国家
主权的勇于承担，还得益于琼台师范学
院一直坚持将艺术审美能力作为每位

“琼台人”的必备素质去培养，坚持“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下一步，琼台师范学院将进
一步做好三沙支教工作，为三沙军警民
提供更好更优的教育服务。

（本报海口9月9日讯）

省农林科技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不断拓展办学空间

“双六”模式引领学校发展新起航
办学定位明确
办学空间更广阔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按照“专业综合
化、人才复合型”的办学定位，不断创新办
学模式、拓展办学空间。学校根据产业发
展需求，开设了种植类、养殖类、林业类、
服务类、信息类、管理类、汽修（农机）、医
药类等8大专业群，共20个专业。设有旅
游、烹饪等7个专业教研室，建有南圣农
商旅一体化实训基地、保亭六弓鹅养殖实
训基地和番阳综合养殖实训基地。

走进校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干净宽
广的运动场，崭新的教学楼、实训楼、综合
楼以及学生宿舍等错落有致，各功能楼之
间种满花草树木，刻着“厚德”“强技”“立
己”“达人”等字样的文化石不时可见。漫
步校园，让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该校努力营造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
校园文化氛围，发挥活动育人的功能。据
介绍，去年该校举办了第十二届运动会以
及篮球赛、排球赛、歌咏比赛、诗词诵读活
动；开展学生毛笔书法比赛和教师诗歌朗
诵比赛。课外时间，运动场上、羽毛球馆、
乒乓球馆内到处可见师生锻炼身体的身
影，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促进了师生健康
快乐成长。该校广泛邀请社会名流、优秀
毕业生、学生家长等到学校参观交流，搭
建校企、校家沟通平台，充分发挥学校、家
庭和社会的共同育人功能。

这所扎根山区、充满活力的重点中等
职业学校也历经坎坷，曾因招生困难，面临
停办风险。2008年，该校新一届领导班子
上任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顺应“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民”培养的需要，
主动调整办学方向。经广泛调研，该校在

“村官班”的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创建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校村共建”办学新模式。

据统计，从2008年至2019年，省农
林科技学校在我省五指山、保亭、陵水等9
个市县，先后开设130多个教学点，共培养

“村官班”学生2万余人，培育了一大批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创业致富带头人。“村官
班”教学模式，打破了农业职业教育的被动

局面，为学校的发展注入新活力，被教育部
誉为“职业教育海南模式”并向全国推广，
成为“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典型范例”。

该校通过多渠道、多层面不断拓宽
学生实习基地，已与省内外100多家用
人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陆续与多家企
业签订了“校企联合办学协议”，实行“订
单培养”。2019年，学校举办毕业生供
需校园招聘会，邀请80多家企业进场招
聘，提供1000多个岗位供学生选择，毕
业生就业率达到95.9%，毕业生对口就
业率达到93.4%。毕业生“下得去，用得
上，留得住”，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双六”模式引领
学校迎来发展新征程

新目标，新征程，新起航。去年，该
校在总结过去60年来办学经验的基础
上，制定了新一轮的迈向新时代五年
（2019—2023）行动计划，为今后五年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五年行动计划的核心概括起
来就是产教融合的‘双六’模式。”海南省农
林科技学校校长李芳伟告诉笔者，该校根
据专业发展和产业需求，实施“六道”（农
道、民道、味道、茶道、香道、花道）人才培养
平台，同时构建“六一”（一个项目、一个企
业、一个科研院校、一批教师、一批学生、一
个产业链）人才培养机制，使学生了解相关
专业知识、掌握必要专业技能、挖掘乡村振

兴文化元素，形成特定文化、传承农业精
神，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具
有时代特点、符合时代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具体说来，“道”在此特指了解专业知
识、掌握必要技能、说出背后故事、形成特
定文化、传承农业精神、做成相应产品、体
验创业实践。“六一”是教师根据专业特
点，设置创业项目，引入合作企业，寻求科
研院校支持，带领学生开展创业实践。该
校通过的创业孵化基地，让每个专业都能
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为学生搭建创业实
践平台，让学生把专业学习与创业实践有
机结合起来。符合创业条件的学生可以
开办自己的企业。师生的成果可以进行
标准认定，并作为教学标准和教学素材。

李芳伟认为，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
业教育体系的基础，要发挥好平台优势，
架通“人才培养终身教育”和“成果转化
产业升级”两座立交桥，促进“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探索“1+X”人才培养模式。

据介绍，该校还将在综合楼谋划布
局“九馆”（图书馆、思政教育馆、生态教
育馆、安全教育馆、心理教育馆、动植物
标本馆、水族馆、黎族中医展示馆、档案
馆、园林造景展训馆）。

“这九馆的内容特别丰富，学生在学
校就读的两年时间里，除了平时课堂学习
文化和专业知识外，他们可以利用课余时
间到这九个馆学习、体验、熏陶。”李芳伟
认为，学生如果认真领悟到这九个馆的建
设意义，他们的综合素质将明显提升。

全力助推脱贫攻坚
为困难学生提供帮助
据了解，该校共有462名建档立卡

户学生，按专业和年级分成8个扶贫励
志班。由校领导和中层干部担任辅导
员，全体党员和部分专业教师担任帮带
责任人，从学习、生活、思想上进行帮
扶。另外根据省教育厅的安排，该校招
收了27名职业教育初中班学生，全部来
自建档立卡户家庭。

据悉，该校学生大多来自农村，报考
学生可享受4免（免学费、课本费、住宿
水电费、专业实训费）、5赠（赠床上用品、
生活用品、校服、运动鞋、一年意外险）、6
奖（奖国家奖学金、省级奖学金、校级奖
学金、企业奖学金、校友奖学金、技能奖
学金）和助学金200元/月、贫困户150
元/月、困难户100元至150元/月。该校
还为困难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岗位，协调
社会资源设立困难学生奖（助）学金以及
创业扶持资金。

此外，该校还承担着大量的社会扶
贫工作：协助推进五指山市开展“全国科技
创新示范县”创建活动，五指山市政府与学
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借助该校的资源，组建
由20名专业教师组成的科技特派员团队，
开展科技特派员培训；负责五指山市62位
贫困户的帮扶工作，目前该校有20人直接
参与承担帮扶责任人工作；派出方章道、黄
奕兴、陈关福3名教师参加“乡村振兴工作
队”分赴儋州、五指山开展扶贫工作；协助
省教育厅在保亭县六弓乡开展产业扶贫工
作；通过打造“五指山五脚猪”“六弓鹅”等
国家地理标志特色产业品牌，有效带动了
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为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14
年该校被国务院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授予

“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时代在呼唤，未来发展蓝图已经绘就，

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海南省农林
科技学校全体师生在“双六”模式引领下，
不断完善和提升自我，更好地服务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 （本报五指山9月9日电）

省农林科技学校副校长陈晓明
在槟榔基地给学生授课。

（图片由省农林科技学校提供）

五指山巍然耸立，南圣河
奔腾不息，海南省农林科技学
校就坐落于风光旖旎的五指
山边、南圣河畔。62年栉风
沐雨，在一代又一代农校师
生努力拼搏下，该校已经发
展成为我省一所专业门类齐
全、服务能力强劲的全日制
省属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形成
了“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相结
合、中专学历与大专学历相结
合、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
合、校内办学与校外办学相结
合、教学活动与产业开发相结
合”的办学格局。

该校自创办以来，为我
省农业和农村培养了数以万
计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
才，为我省“三农”事业做出
了突出贡献，得到社会各界
广泛赞誉。2019年学校被授
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学校食堂被评为
“全省示范性食堂”。

三沙市永兴学校的学生在上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三沙市永兴学校的学生在参观军
事教育基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易建阳

省农林科技学校学生在进行礼仪操比赛。（图片由省农林科技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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