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在海南生态软件园iSchool微城
未来学校，家长、老师牵着孩子入学。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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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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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燎原的星火
健全督办和评估机制，推动优质教
育资源在区域、城乡间均衡布局

现在，优质教育资源在海南“遍地开
花”。这些引进学校，能多大程度辐射提
升所在片区的基础教育水平？以当前最
富挑战性的“双减”政策落地效果来看，
引进项目学校无疑做出了良好示范——

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上海世
外附属海口学校取消了小学一、二年级
纸笔考试，以跨学科概念设计了“海星历
险记”快乐游园活动，让学生通过闯关游
戏复习各学科知识点。

比如套圈游戏“字词在跳舞”，学生
要套生字、读生字，并为生字组词。闯过
这关的一年级学生谢仲舒开心地说：“太
有趣了，我要更加努力，争取每一关都拿
5颗星！”

黎安实验小学则在课后服务上下功
夫，让学生有更多兴趣选择：既能到“成
童书院”学习礼乐文化、语言文学、民族
文化，又可以到“未来学院”学习创客、编
程、人工智能，还能到“合一书画院”学习
国画、工笔画、软笔书法……

“以前我们在海南创业，孩子在省外
上学，课业负担非常重。”来自陕西的家
长齐桐说，自从孩子随迁入读黎安实验
小学，课业负担减轻了，身体素质提高
了，兴趣爱好也得到了培养，“我们对海
南阳光快乐教育的理念非常认同！”

而在海口市港湾幼儿园托管下的保
城镇中心幼儿园，还将获得更多“优质基
因”。此前，海口市港湾幼儿园与北京师
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合作打造专业幼儿教
育示范基地，示范成果将与保城镇中心
幼儿园共享，再经该幼儿园辐射到保城
镇乃至保亭其他地区幼儿园。黄海波认
为，这相当于，保亭也同步嫁接了北京的
优质教育资源，扩大了引进项目的规模
效应。

引进这 83所学校后，该如何确保
“留得住、办得好”，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韩小雨说，下一步，省教育厅将建立
健全跟踪督办和定期调研评估机制，对
已开学的加强指导，对已签约并在（待）
建的加强督办，定期评估引进项目的落
地办学成效和合作双方履约情况。

此外，海南还将实施城乡一体化新
优质学校培育工程，依托引进名校、省一
级学校、省级规范学校等优质教育资源，
通过集团化办学、名校办分校、委托管
理、结对帮扶等多种方式，快速提升新建
学校、薄弱学校、农村学校的办学水平和
教育质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城
乡间均衡布局。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栖。海南人
民和引进人才“让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的热切期盼，正加速成为现实。

（本报海口12月9日讯）

截至2021年11月3日

共引进83所学校

提供近 16万个优质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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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项目

30个

中小学项目

53个

63.8%

按学级分

省内项目

20个

省外项目

63个

76%

按项目来源分

民办项目

23个

公办项目

60个

72.2%

按学校性质分

36.2%
24% 27.8%

地级市项目

27个

县镇地区项目

56个

67.5%

按学校区位分

32.5%

引进项目学校构成如何？

36

43.3%

舍近求远的家长
为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
宁可长途驱车送孩子到省城读书

大胆改革的课堂
前沿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管理机制，为海南带来“财富”

海南将橄榄枝抛向国内外，很快得到了热
切响应——

短短3年时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附属小
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德威公学等一批国内外知
名学校在海南相继落地。点点星火有了燎原之势。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韩小雨认为，引
进工程开局良好，是因为它被摆在全面改变海
南基础教育落后面貌、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整体
水平的战略高度来推进，得到经费、用地、编制
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海南还鼓励各市县按“交钥
匙工程”的标准，为引进学校无偿代建校园基础设
施，并在购房租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为
引进的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提供配套服务。

赵建捷对此深有体会。正式上任前，她曾到
学校考察，并留下深刻印象：黎安实验小学已经
建起了足球场、音乐室、图书室等，配备可容纳
85人入住及60人午休的复式教师公寓。

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副局长陈文敬补
充，为办好黎安实验小学，确保黎安镇孩子

“进好校、上好学、零费用、无负担”，县、镇两
级加大投入，让该校成为陵水第一所由名校
托管、第一所集中提供午餐服务、第一所提供
校车服务的农村小学。

“中午不用接送孩子、准备午饭不说，下午
还有校车把孩子送回家门口。”黎安实验小学
家长黄金秋说起学校满脸是笑，“这几项政策，
真是给家长放宽了心、解放了手！”

硬件设施的完善只是基础，前沿的教育理
念、教学方法和管理机制，才是引进学校给海
南带来的“财富”。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
学校长瞿平一上任，就对学校体制机制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重点推进的改革项目之
一“学习共同体”课堂，就是围绕教师设计的“挑
战性问题”展开，利用“学习单”来发布课堂任
务，让学生以小组讨论的方式走向深度学习。

“驾驭‘学习共同体’课堂，对教师的教育教
学能力要求很高。”瞿平说，为此，学校加强了教
研工作，一周开展一次集体备课，一月开展一次
跨学科教研，一学期开展多次全校性教研培训，
一学年举办一次说课比赛、德育论坛、教学论坛
等，倒逼教师改造传统课堂、提升课堂效率。

大胆改革、创新教学的精神也体现在引进
学校的教师身上——

在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化学教师赵西
安眼中，化学是一门非常有魅力的学科，为了
让学生们也感受到化学的魅力，培养科学思
维，在学校的支持下，他主张“以学定教”，采取

“问题引领，任务驱动”的教学策略，以启发式、
探究式、合作式等教学方法开展课堂教学。

“赵老师总是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
子’。”该校学生戴谢锋说，无论课上还是课下，赵
西安总是言传身教地引导学生爱科学、学科学、
用科学，如今大家对化学充满了探索的志趣。

缺一不可的任务
为引进困难市县牵线搭桥，把优质教育资源“请进来、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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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附中文昌学校的学生在上
趣味体育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1月底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正午
仍艳阳高照。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
学陵水黎安实验小学（以下简称黎安
实验小学）校长赵建捷大步行走在校
园里，套装被染上了一层汗水。

她双眼扫视校园，突然站定下
来，给学校保洁员打电话：“附近瓜
地在施肥，要注意防范蚊虫，确保校
园环境卫生！”

今年60岁的赵建捷有40年从
教经验。2018年9月，她由中央民
族大学附属中学教育集团委派，从
北京市海淀区一所知名小学校长的
任上，来琼成为黎安实验小学的“大
家长”。这学期，学校新设了南校
区，赵建捷越发忙碌了：“不设不行，
主校区容纳不了这么多学生。”

短短3年时间，黎安实验小学
在校生人数从1100多人增长到近
2400人，这是该校作为海南省“一
市（县）两校一园”优质教育资源引
进工程项目学校，最直观的成果。

这项工程自2017年启动，至
今年11月初完成引进任务，共为全
省19个市县（含洋浦，不含三沙）引
进了83个优质教育资源项目，其中
与黎安实验小学一样，学生人数翻
番、学位供不应求的情况并不鲜见。

生源回流，只是学校乃至所在
市县教育条件改善、教育质量提升
的佐证之一。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
与下沉，还会带来哪些长远影响？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
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
似弓……”

11月23日中午放学后，黎安实
验小学的学生们从教室里鱼贯而
出，一边大声背诵诗词，一边维持着
笔直的队形，在值日生的带领下到
食堂取餐。

一路上，学生们向遇到的老师鞠
躬问好。偶遇取餐队伍的赵建捷停
下脚步回礼。相对鞠躬的师生，构成
了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样的风景让赵建捷十分感
慨。由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托管
的黎安实验小学，是由原黎安中心小
学、大墩小学、岭仔小学及后岭小学
整合而成的。2018年9月，赵建捷走
马上任时，黎安实验小学里不过千余
名学生，却处处显得拥挤嘈杂。学生
们不着校服，甚至穿着拖鞋，见老师
不知问好，上课也无精打采……

赵建捷失眠了，更多的是心疼：
“为什么黎安的孩子不能像城里的孩
子一样享受优质资源、得到全面发
展？”可是，师资不够强大、理念相对
落后、机制尚未理顺……如何让这所
乡镇小学“改头换面”，每个症结都是
摆在她面前的考题。

最令她担忧的是，由于教学质量
长期止步不前，当地教育已经“失了人
心”，生源流失成为常态——黎安镇居
民陈甫平的大儿子，在原黎安中心小学
读完一年级后，就被家里人转学至几十
公里外的新村镇一所私立小学，“我们
希望他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

因为同样的理由，北京师范大学
万宁附属中学家长唐会忠，曾把女儿
送到琼海市某私立中学读初中，“她
每次回家都要辗转坐车1个多小时，
来回路上我们别提有多揪心了。”

有的家长比唐会忠下的决心还
大。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居民
蔡姝和丈夫都在当地工作，却将女儿送
到海口市某私立中学读书。每隔一周，
丈夫接送女儿一次，往返需驱车4趟近
10个小时。

薄弱的基础教育，不仅会削弱海
南人民的获得感，还会影响海南的营
商环境。

海南生态软件园引进的一名高
层次人才直言，他与其他人一样，收
到海南方面的邀约时，考虑最多的就
是孩子随迁后的教育问题。

面对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对优质
教育资源日益增长的旺盛需求，海南如
何在短时间内补齐基础教育的短板？

2017年，省委、省政府启动海南
省“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教育资
源引进工程，以高位嫁接“优质基因”
的方式，在每个市县至少引进1所省
级优质中学、1所小学和1所幼儿园，
以此辐射带动周边基础教育水平实
现稳步提升。

海南省“一市(县)两校一园”
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

每一项重要事业的推进，都难免遇到困难
梗阻，海南省“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教育资
源引进工程也不例外。截至今年6月19日，全
省19个市县中，还有白沙、保亭、临高、乐东、
文昌、定安等6个市县没有完成引进任务。

为何？今年6月海南启动“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省教育厅将该项工程列入

“查破促”清单加以推进，深刻分析引进任务没
有全面完成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地理区位影响。如白沙、保亭、临
高、乐东等地，位于中西部地区或非海滨区域，
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上缺乏区位优势；

二是受经济水平影响。尚未完成引进任
务的市县，多数为原国定、省定贫困市县，或少
数民族聚居市县，合作资源有限；

三是受办学规模影响。幼儿园和小学
办学规模较小，尤其幼儿园，办园规
模一般在360人以内，不如中学
具有较好的规模效应。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
育局副局长黄海波曾为此头
疼不已：近年来，该县教育局
虽多方洽谈省外优质学校，但

由于以上原因，各目标单位的合作意愿都不太
强。这两年，受疫情影响，省外学校来琼考察
不易，更是加大了引进工作的难度。

韩小雨说，为破除梗阻，省教育厅组建了
工作专班，指定优质教育资源引进专员，定期
跟踪督办市县的引进工作，同时，积极牵线搭
桥，通过召开推介座谈会、实施“一对一”帮扶、
带优质学校到相关市县调研考察等方式，把优
质教育资源“请进来、送下去”。

对幼儿园办学规模小、对省外优质教育资
源吸引力不足的问题，省教育厅还积极发动省
内优质教育机构和省级示范园，如海南师范大
学、琼台师范学院、省直属机关第二幼儿园等，
到相关市县托管当地幼儿园和小学，拓展优质
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

黄海波举例，今年9月起，海口市港湾幼儿
园正式托管保亭保城镇中心幼儿园，选派了

由1名园长、1名副园长、1名中层管理人员
组成的管理团队来开展日常工作。通过
输出优质办园理念、管理模式、最新课程
实践成果，以及定期选派教育教学专家

实地指导办园等多种途径，让
两园充分共享教育成果
与优秀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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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陵水黎安实验小学学生在老师
指导下练习九宫联运。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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