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1年9月2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陈奕霖 美编：孙发强 检校：招志云 苏建强A03 综合

■■■■■ ■■■■■ ■■■■■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8月 31日，《海口市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
印发，明确海口市将通过强化组织领
导，进一步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水
平，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
为，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

9月1日新学年开始，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发现，海口各中小学校将通过
打造高效课堂、创新作业方式、丰富
课后服务等方式，积极推动“双减”政
策落地。

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增加实践类作业

《方案》指出，海口市将通过健全
作业管理机制，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
时长。学校要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建
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严禁给家长布
置或检查作业。

“在给教育做必要‘减法’的同
时，还要有‘加法’。如果只‘减’不

‘加’，学生的全面发展落不到实处。”
海口市长滨小学校长王先云说，该校
将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做到精讲精
练，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在书
面作业减少的同时，该校还将增加劳
动作业、体育作业、阅读作业、音乐欣
赏作业。“培养孩子终身运动、阅读、
劳动的好习惯，并提升艺术修养。”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将以优化
作业管理为突破口，根据学生年龄、
个性特点和学习规律，布置分层、弹
性和个性化的作业。“我们要求教学

以及作业布置不超标、超纲的同时，
也鼓励老师为学生提供不同类型‘作
业菜单’。同时，依据不同的年龄段
和学科特点开发设计与生活相关的
探究实践类作业，提升学生的核心素
质。”该校副校长廖夏婉介绍。

丰富校内课后服务内容
全面提升课程质量

《方案》同时明确，今年9月，海口
市将实现校内课后服务在城区学校
全面覆盖，并在12月前全面优化课后
服务质量。

“学校严格按照教育部门对于课
后服务实行‘5+2’模式的要求，周一
至周五均提供课后服务，每天2小时
左右。目前，学校正在组织老师、学
生报名，进行课程安排，预计开学两
周后可以正式启动。”廖夏婉告诉记
者，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校内课后服
务分为基础托管和特色课程。

“目前已有100多位教师报名参
与校内课后服务。可开设的特色课程
有40多门，包含艺术、体育、科技、信息
技术等类型。”廖夏婉表示，会考虑在
特色课程结束后，通过汇报演出、作品
展示等方式，对课程质量进行评估。

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校长吴欣介
绍，该校已将今年校内课后服务信息发
送给家长，组织家长进行自愿报名，老
师们也在进行备课，预计开学第二周可
以开始上课。“目前学校开设的特色课
程达17类，包含竹竿舞、国际象棋、合
唱、武术、民乐等，九成以上的授课老师
都是本校教师。接下来，我们还将开设
更多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满足学生需
求。”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9月1日，2021年秋季学期正式
开学。

每个新的学期，开学典礼都是
同学们期待的重要仪式。开学典礼
上的校长致辞，对于他们而言无疑
是最重要的“开学第一课”。致辞
中，校长们分享经验、送出祝福、提
出希望，所传递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或许能影响聆听者的一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多名校长通过致辞对同学们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

“做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侨中
人”，是海南华侨中学校长林珏向同
学们提出的第一点希望。她回顾了
海南华侨中学长达83年的发展历
程，告诉同学们：“侨中是一所具有
家国情怀的光荣学校，学生是具有
家国情怀的热血青年。”

“我们的祖国正处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现代化强国
的建设需要一大批有担当、有责任
心、有爱国情的青年。”林珏希望全
体师生秉承“崇德 尚学 远志 笃
行”的侨中校训，始终保持艰苦奋斗
的前进姿态，以青春之我、奋斗之

我，跑好奋斗路、跑出加速度，把崇
高的理想献给祖国，把辛勤的汗水
洒向课堂，把满意的答卷交给人民，
用优质的教育成果回报社会。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校长赵金玲
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
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转变。

“当前，伟大的中华民族开启了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
征程，而你们将是第二个百年的参
与者、建设者、见证者。”赵金玲希
望，同学们都能接好这一棒，立下

“强国有我，请党放心”的铮铮誓
言，用底气、骨气和志气去参与历
史、创造历史。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
东黄流中学校长瞿平以“自觉”与

“自强”作为校长致辞的关键词，对
该校校训“卓然独立 越而胜己”作
出了进一步阐释。她希望，同学们
在校期间，一是要明确自己的成长
目标，二是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才
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每个人的成长都不应依赖他
人，而应自己努力向上；不仅要努

力向上，还应持之以恒。”瞿平告诉
同学们，人生漫漫，鲜花与掌声只
是昙花一现，逆境与挫折才是生命
中“升级打怪”的必经关卡，“希望
这所学校对你们而言，可以是青春
年少时的心灵港湾，也可以是你们
自我发现、自我觉醒的桥梁，更可
以是你们自立自强、飞速成长的舞
台。”

海南中学校长王宏希望，走进
中学校园，面对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同学们的内心能够充满自信与善
良、骨气与坚强、责任与担当。他
说，在通往中考、高考的道路上，大
家所遇到的挑战、困难、挫折都会多
于以往，但应当在最适合接受挑战
的节点上，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应对困难、完
胜困难，用汗水书写无悔的青春，用
拼搏描绘美好的未来。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曲折，
更充满着希望。”王宏用一句话与
同学们共勉——天戴其苍，地履其
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
海，来日方长。美哉，我百年海中，
与天不老！壮哉，我海中少年，与国
无疆！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大力改善办学条件，促教育均衡发展

琼中湾岭学校
吸引学生持续回流

本报营根9月1日电（记者李梦瑶）“爸爸，你
快一点。”9月1日一大早，家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湾岭镇的林芳雪一改以往赖床的小毛病，一个人
收拾好书包，催着父亲赶紧出门送她上学。当天是
秋季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更是林芳雪到新学校
——湾岭学校报道的第一天，这让她十分兴奋。

林芳雪今年13岁，此前一直在海口读书。尽
管“家门口”就有几所学校，但林芳雪的父亲林先
生宁愿饱受往返两地奔波之苦，也不肯让女儿就
近入学，“镇上的学校办学水平差，不少人和我们
一样都把孩子送去了临近市县的学校读书，就是
怕把孩子给耽误了。”

然而这几年出现的一件“怪事”，却让林先生
产生疑惑：越来越多的亲友选择把自家孩子转回
镇上读书。

为何选择回来？一番打听与实地考察过后，
他这才发现镇上的学校早已今时不同往日——就
拿离他家最近的湾岭学校来说，早已成危房的教
学楼被推倒重建，3栋新教学楼内，音乐室、电脑
室、图书室、实验室、心理咨询室等各种功能室一
应俱全。随着一批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的引
进，该校中考成绩更是连续5年稳步提升。

学校的变化，让600余名在外求学的学生陆
续选择回流。今年还未开学，湾岭学校校长包瑞
便早早收到了21名转校生的入读申请，其中便包
括林芳雪。

在包瑞看来，这一现象正是当地政府推动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生动缩影，而这
也鞭策着他们在今后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让学生回得来，更能学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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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源实验中学:

让党史走进学生心中
本报屯城9月1日电 （记者王迎春）9月 1

日，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源实验中学上课铃声
响起，高二（七）班学生们迎来了一堂与以往不同
的“开学第一课”。

高二（七）班的班主任、历史老师李玉花此前
在屯昌县举行的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中获得一
等奖。恰逢党的百年华诞，她选择用“微党课”的
形式讲述“开学第一课”。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李玉花用一个个标志性事件作为定位坐标，配
合板书，为同学们勾勒出立体的党史图卷。她将
对祖国和党的“感恩之心”作为“开学第一课”的主
题，以生动鲜活的党课引领学生思考来之不易的
生活。

“正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先辈浴血奋
战，艰苦奋斗，我们才能够在安定的环境中学习生
活。”高二（七）班学生陈晓倩在课堂上分享了自己
的感悟，“原来的很多党史只是历史课本的图文，
但通过‘微党课’，党史里的故事和人物变得更加
鲜活。”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计思佳

“琼台师范学院的前身琼崖中学，是海南最早响
应五四运动的地方。大家面前这幅油画描绘的就是
当时府海地区学生游行示威的场景。”9月1日，位于
海口市琼山区的琼台书院很是热闹。琼台师范学院
学生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琼台：琼崖革命思想摇
篮”红色展览，接受党史、校史教育。

开学前夕，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
校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汇聚青春力量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主题开展

“开学第一课”活动。9月1日当天，海南各地各校按
照部署、结合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开
学第一课”。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童心向党、奔赴远
方！”——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开学典礼上，4名少
先队员代表集体致开学献词，抒发出“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的铮铮誓言。

典礼结束后，该校各个班级又开展了以“庆祝建
党百年 理想照亮未来”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课
堂上，各班老师带领学生回顾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勉励同学们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争做不忘
初心、奋勇前行的时代新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开学第一课”上，不少学校通过开展充满仪式
感的传统文化活动，引导青少年了解中国历史、树立
文化自信。

老师托着孩子的手，用毛笔写下端正的“人”字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的开学
典礼上，校方为一年级新生精心设计了开笔礼、点朱
砂、拜师礼等环节。现场观礼的学生家长杨瑞明说：

“传统文化的融入，让开学典礼更加有仪式感。老师
带着学生写下‘人’字，寓意他们将在孩子的启蒙阶段
教会他们如何做人，这也是我们父母对学校、对老师
最大的期盼。”

“‘不学礼无以立’，礼仪教育对中小学生尤为重
要。”该校德育处主任向阳介绍，学校十分重视传统文
化教育，将其渗透到学科教学、学校管理、家校交流的
各个方面，“本学期我们将以教师节、国庆节、中秋节、
重阳节等节庆为契机，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
活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同天，海口市第十三小学也举办了一场富有传统
文化韵味的开学典礼。活动现场，该校校长邢建军为
孩子们整衣冠、点朱砂，“用朱砂在学童的额头点上红
痣，寓意着师者为他们开启智慧，寄托了学校对孩子
们的美好祝愿。希望这场特别的仪式，能让孩子们充
分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汲取尊师爱学的思
想精华。”

“健康阳光、好学上进、勤劳诚信、文明朴实”是海
南学生的特色印记。海南日报记者通过走访发现，不
少学校将劳动教育融入了“开学第一课”。

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以“勤
俭节约”为主题。一大早，该校学生就在老师的带领
下，走进学校七彩园课程基地劳作。开荒、翻土、播
种、浇水……大家汗流浃背，纷纷表示感受到了一粥
一饭来之不易，一定会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从我做
起践行“光盘行动”，争做节粮惜粮小卫士。

同样热火朝天的场景也在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
验中学的“开学第一课”上演。开学当天下午，该校举
办“饺饺华迈，蒸蒸日上”师生包饺子大赛，由各个班
级师生组成多个小组，合作完成剁馅、擀面、手包、配
料等工序。饺子出锅后，师生代表组成的大众评审团
还投票产生了最牛“饺饺者”并为其颁奖。

该校办公室主任管金鹏介绍，除了包饺子大赛，
学校还组织举办了红色经典分享、暑假阅读分享、学
生才艺交流、科技创新共享、特色社团互动等活动，希
望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为同学们开启积极快
乐的新学期。 （本报海口9月1日讯）

三亚市第九小学在“开学第一课”上，
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

学习海洋知识
保护海洋环境

本报三亚9月1日电（记者徐慧玲）开学第
一天，三亚市中小学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开学第一课”活动。9月1日上午9时许，三亚市
第九小学学生在各班班主任的带领下，观看了“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视频，同时该校还组织学生
们通过演讲、作品展示等方式学习海洋知识，提升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保护海洋意识。

湛蓝的海水与天空相互辉映，孩子们在沙滩
上欢快地玩耍，游客在不远处的海里潜水……这
是该校四年级学生蒲雨馨的绘画作品。“这幅作品
的灵感来源于学校组织我们到三亚湾捡垃圾的活
动，希望更多人加入保护海洋环境的队伍中，呵护
美丽的海洋。”蒲雨馨说。

该校教师何雪妮介绍，该校给学生布置了与
保护海洋环境有关的暑期作业，鼓励学生走出课
堂，结合当地海滨物产资源和海洋资源，以手抄
报、绘画、写作等形式进行创作，让学生亲近大海，
了解大海，珍爱大海。

三亚市第九小学有关负责人介绍，学校以“让
海蓝浸润生命”为办学理念，充分利用三亚的海洋资
源优势，开设帆船帆板、“小水滴找家园”等特色课程
和活动，增强学生保护海洋资源环境的责任意识。

开学典礼上——

海南多位校长致辞饱含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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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积极推动“双减”政策落地

打造高效课堂 丰富课后服务

关注秋季开学

新学期

新成长
① 9月 1日，人大附中海

口实验学校举行2021年秋季
开学典礼，该校学生进行舞蹈
表演。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② 9月1日，2021年秋季
开学首日，重返校园的屯昌向
阳小学学生争相分享暑期生
活。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③ 9月 1日，海口中小学
和幼儿园如期开学。在海南省
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部分刚
入园的小朋友因和家长分离而
哇哇大哭，老师耐心安慰哭泣
的孩子。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