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底下，穿着蓝马甲的志愿者，骑着白色小“电
驴”，身前堆着三个鼓鼓囊囊的红色包装袋，正在逐户上
门给居民送生活物资……学生文晨希画的这幅手绘画，
让儋州市那大实验小学茶山校区教师卢明秋心里暖暖
的。她目前已坚守在战“疫”一线20多天，在中、高风险
区“逆行”，忙着坚守防疫卡点、运送物资、进行核酸采样
等。看到卢明秋的战“疫”身影后，学生文晨希回家用心
画下这幅抗“疫”手绘画。

言传身教，行胜于言。从儋州市城区学校来到儋州
市那大实验小学茶山校区，卢明秋一待就是8年。她用
美好的青春年华，用心陪伴孩子们茁壮成长，春风化雨、
真情浇灌，成为乡村小学“筑梦人”。

2014年，那大实验小学刚托管帮扶的茶山校区，只
有一栋两层的老教学楼，校舍破旧，大门锈迹斑斑、杂草
横生，一片凋敝景象。当时，该校区只有140多名学生，
一个年级就一个班。穿着拖鞋、没有校服……许多孩子
不按时上学，轻礼仪，“熊孩子”多，学习氛围较差。

自从那大实验小学托管帮扶后，受益于市里持续加大
的扶持力度，茶山校区的教学楼、公共活动场所等硬件水平
一年一个样。那大实验小学倾力“传帮带”，共建共享优质
教育资源，注重德育美育，茶山校区的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少先队辅导员，是卢明秋在茶山校区一直坚守的岗
位。每逢入队第一课，卢明秋都会给孩子们讲解中国少
年先锋队的光荣历史，播种“红色种子”，呵护生根发芽，

“红领巾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标志，它代表红旗的一角，
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

入队时发的第一条红领巾，文晨希格外珍惜，从一年
级戴到五年级，每次佩戴之前都洗得干干净净。从文晨
希妈妈口中得知此事后，卢明秋十分感动。在她的默默
耕耘下，茶山校区的学生踊跃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
红领巾，成为他们童年美好时光中的珍贵记忆。

加入少先队后，文晨希的变化，卢明秋看在眼里，欣
喜于心。文晨希从一开始的羞怯胆小、不敢上台当众朗
诵，逐渐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积
极参加朗诵、演讲、绘画、运动等。她现在当上了班长、少
先队中队长，还获评为儋州市三好学生等。

在卢明秋看来，好的习惯，得从娃娃抓起，要在童年
为他们播下梦想的“种子”。她倡导孩子们从小要养成阅
读的好习惯，常态化组织读书打卡活动，鼓励家长做好陪
伴，家校联动守护孩子成长。

让卢明秋印象十分深刻的是，该校五年级学生王初
华，每天读书打卡，睡前阅读20分钟，一直坚持了1000多
天。“这种自律，好多成年人都做不到，我由衷地感到自
豪。”卢明秋说，王初华的妈妈常年陪着孩子，录制阅读小
视频打卡。

在担任学校少先队辅导员的同时，卢明秋每学年还
兼任一个班级的语文教学工作。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她
所带的班级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班级的管理也获得了学
校老师和家长们的认可。

十六载从教路，八年乡村教育守望者。卢明秋先后
荣获“海南省优秀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儋州市先进教育
工作者”“儋州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等荣誉称号；茶山校
区少先队大队获得2021年度“海南省优秀少先队大队”
等荣誉称号。

“卢老师，您是我的偶像，我非常喜欢您。”一想起文
晨希近日送来手绘时说的这句话，卢明秋心里都会泛起
感动的涟漪。潜心耕耘，必有回响，“发自内心对孩子们
好，他们都能感受得到。”卢明秋说。

目前，卢明秋仍坚守在战“疫”一线，她的学生们也成
了少先队防疫宣传小卫士，“小手拉大手”，每天用清脆童
声传递战“疫”正能量。

儋州市那大实验小学茶山校区教
师、少先队辅导员卢明秋：

孩子心中
最美的“红领巾”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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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开学相关事宜、筹
备新教师入职培训……8月30日，新学期尚未开启，
海南中学校长王宏连日来已忙得脚不沾地。当天中
午12时，海南日报记者见到王宏时，一上午都在外
开会的他，回到校园后又马上和教师们讨论起近期
工作安排。

从教32年来，无论是在家乡黑龙江，还是在北
京、海南，王宏始终坚守在教育教学一线，对教育事
业的初心从未改变。用王宏的话来说，对教育事业
的爱，已深深融入他的骨子里。

“上学期，我负责三个高中班级的数学教学。今
年秋季新学期，我继续教高一数学，这几天已经开始
备课。”王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由于工作原因，王宏经常在海南中学府城校区
和美伦校区之间来回奔忙。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就
在车上完成备课工作和批改作业。站在三尺讲台
上，让王宏充满了获得感。

“作为学校管理者，在一线教学能够为教师队伍
做好示范，同时也能站在离学生和老师最近的地方，
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王宏说。

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案例、深入浅出的
讲解……这些都是学生们对王宏讲课的印象。“无论
是基础好的同学还是基础薄弱的同学，都能从王校
长的课堂上收益颇丰。”海南中学学生徐子健说。

近年来，王宏到海南中学任职后，给学校的课堂
教学理念带来许多改变。在课堂上推广思维导学模
式就是其中之一。“思维导学模式将相对庞杂的教学
内容进行结构化处理，在构建思维导图中培养学生
归纳、分析、总结的能力。”在王宏看来，转变课堂教
学方式，除了能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外，还能鼓励学
生和教师发现问题，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在许多教师眼中，王宏是帮助他们不断成长的
引路人和知心人。“无论多忙，校长都会抽出时间听
大家讲课，并指出大家的不足。”海南中学教师甘洁
慧说。

1990年，大学毕业后，王宏回到家乡黑龙江省
五常市，在中学母校当老师，一干就是11年。此后，
他来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北
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职。2017年，王宏被北
京师范大学选派至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担任
校长。三年选派期满后，他又成为海南中学校长。

“在海中教师身上，我看到了专业、敬业、乐业的
特质；在海中学生身上，我看到了善良淳朴、好学上
进的品质。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王宏说。

今年夏天，在毕业生扬帆远航之际，王宏将期许
和祝福融入毕业寄语中：“我知道你们对母校依依不
舍，但我更知道你们要奔赴远方，荡起智慧与拼搏的
双桨，驶向你们的星辰大海吧。”

年复一年，送走老生迎来新生，始终不变的是王
宏对教育教学工作的初心和执着追求，“教育往往从
细致开始，逐步达到精致，努力实现别致，最后力争
做到极致。”

海南中学校长王宏：

传递智慧与拼搏
的“双桨”
■ 见习记者 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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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旅游学校教师何燕：

点亮一盏
职教“明灯”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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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上午，走进琼海市中原镇中心幼儿园，不
少老师正忙着给教室桌椅、玩具等进行全方位清洁消
毒。在除尘布新的教师队伍中，还有个忙碌的身影，她
就是中原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吴芳艾。

忙碌了一上午，看着干净的校园，吴芳艾热切盼望
着新学期的到来，届时这所幼儿园将迎来第13批新
生。13年前，建校之初，为了让更多孩子走进这所幼儿
园，吴芳艾做了不少努力。

2009年，为响应省教育厅和琼海市教育局整合中
小学教育资源的有关要求，中原镇大锡学校并入中原
镇中心学校。大锡学校闲置校舍被重新改建，新设中
原镇中心幼儿园。33岁的吴芳艾接到任命，担任中原
镇中心幼儿园园长。

2009年8月中旬，幼儿园校舍改建完成，学校硬件
设备到位。一切准备就绪后，吴芳艾遇到了第一个难
题——招不到学生。长期以来，由于当地缺乏正规的
学前教育，中原镇中心幼儿园建立之前没有公立幼儿
园，3岁—6岁的孩子都被送到中原镇中心学校等教学
点的学前班。家长们缺乏对公立幼儿园的了解，加之
接送不便等原因，导致中原镇中心幼儿园报名启动一
周都无人问津。

“得想办法，不能坐以待毙，我们下村去给家长做
宣传工作！”带着20余名老师，吴芳艾制订了招生计划
和方案。

为了解决招生难题，吴芳艾给中原镇附近22个村
的村干部打电话，请村干部帮忙召集学生家长进行座
谈。为什么要设立公立幼儿园？学校在哪儿？正规学
前教育有哪些内容，质量如何……吴芳艾和老师们一
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详细向家长介绍规范的幼儿教
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

宣传初见成效，不少家长同意将孩子送去中原镇
中心幼儿园。不过，现场还有部分家长持观望态度。
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吴芳艾和老师们决定挨家挨户
入户宣传。

“发展公立幼儿园是以后的教育发展趋势”“我们
幼儿园教师是专门从事学前教育的”……那段时间，吴
芳艾和老师们天天披星戴月，为招生不断奔走于乡
间。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回报。2009年8月底，中原镇
中心幼儿园迎来第一批学生——567名孩子。

多年来，在吴芳艾的带领下，中原镇中心幼儿园逐
渐发展壮大。2019年7月，中原镇中心幼儿园联光分
园启动筹建工作。由于联光分园位置较为偏僻，招生
工作开始后没有家长前来报名。

眼看9月即将开学，吴芳艾放下刚出生仅一个月
的孩子，投入招生工作中。与10年前一样，吴芳艾带
着老师挨家挨户上门宣传，走遍附近12个村委会，首
批招进29名学生。近年来，联光分园招生人数逐年增
加，今年被评为琼海市一级幼儿园。

多年来，吴芳艾对教育事业充满热爱，以饱满的工
作热情投入幼儿园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中。“学前教育
是孩子接受教育的起点，关系到众多孩子的健康成
长。我希望能为更多孩子提供良好的学前教育，为他
们的人生埋下幸福的种子。”吴芳艾说。

琼海市中原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吴芳艾：

为孩子埋下
幸福的种子
■ 见习记者 陈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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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台三尺讲台 遇遇见见星辰大海星辰大海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9月10日，我们将迎来第三十八个教

师节。
老师是教育的燃灯者，是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

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本期《教育周刊》从我省教师队伍中选
取6位优秀代表进行报道。他们长期坚守在教育教学一线，以点点烛光照亮
学子的求学之路，引领学子心怀星辰大海，不断奔向自己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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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院长刘谦：

分享是师者
最朴素的情怀
■ 见习记者 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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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一二线城市哪些新式咖啡最受欢迎？“疫
情对咖啡行业产生了什么影响？”……9月3日上午，在海
口一家咖啡厅内，海南省旅游学校教师何燕和一家咖啡
店负责人探讨当前国内咖啡行业的发展新趋势。

何燕一边参与讨论，一边在笔记本上记下心得体会，
“我要将这些内容整理到教案上，作为新学期给学生讲课
的素材。”

视教学为尊，以学生为本，在15年的职业学校教学
生涯中，何燕通过日复一日的刻苦钻研，努力探索教学改
革之路。她努力挖掘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立志成为
照亮学生职业生涯和未来人生的一盏“明灯”。

活泼有趣、旁征博引、信息量大、含金量高……谈起
何燕的课堂教学，她教过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感受。广受
好评的背后，是她十多年来在教学技能上的不断精进和
备课的精益求精。

熟悉何燕的同事都知道，她比一般老师多花了几倍功
夫在备课上，几乎每学期都要更新一次教案。“职业学校的
课程偏技能化，要和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紧密联系，教学
素材也要不断更新。”何燕说，以这两年的咖啡课为例，“我
会深入澄迈、万宁等海南咖啡原产地，对企业进行调研，收
集一手资料，并将其归类整理，融入我的教学中。”

针对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学生，何燕也会设计不同的
教案。“有的班级学生活泼，有的沉稳内敛。我会结合学
生的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他们的上课节奏、表达方法和
课堂提问方式，确保学生在课堂上能有收获。”

何燕深知，要想学生学得好，必须激发他们的兴趣。
因此，还没开始教泡茶或咖啡冲泡技术之前，她会先给学
生讲很多关于茶叶、咖啡传承发展的故事。“上咖啡课时，
何老师通过影片和许多文章给我们介绍海南咖啡的历
史。海南华侨将种子带回来，历经了一代代人的艰难困
苦，才将咖啡树栽培成功，才有了现在的大规模种植和具
有独特风味的海南咖啡。我对这些先辈们产生了深深的
敬意。”学生董琦琦说。

在何燕的引导下，越来越多学生因为茶叶、咖啡背后悠
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爱上了这些课程。他们在课余时间主
动走进实训室，不断钻研、创新茶叶和咖啡的冲泡技巧。

经过不断坚持和努力，何燕带领的教学团队于2021
年荣获海南省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等好成绩。她于2022年被省
教育厅授予“海南省教学能手”荣誉称号。

从教15年，何燕当了13年班主任。职校班主任的
工作琐碎繁重，总是主动扛起班主任责任的何燕让身边
的同事十分敬佩。

“学生们都处于青春期。在这个关键时期，希望能通
过我的引导，让他们未来的人生路走得更顺利。”何燕说，
作为班主任，她对自己的要求是——做学生生活中的“母
亲”、交往中的“挚友”。

每天，何燕很早就来到学校，直到晚上11点学生寝
室关灯后才回家。一些学生住校时，容易与同学产生矛
盾。每周，她都要走进学生宿舍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最
近遇到的困难和烦恼，并及时进行疏导。

有些学生顽皮、厌学，成为大家眼中的“问题生”。“每
个孩子都是天使，只是有时翅膀蒙上了灰尘。”从教以来，
何燕努力挖掘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鼓励他们参加朗诵
比赛、体育竞技、校内社团等活动，让他们感受到温暖，重
新找回自信。

在用心呵护、用爱守候下，何燕见证了一届届学生走
向工作岗位，并获得企业的认可，“教育就是播种，学生取
得的成就就是我最好的回报。”

9月2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王绍莹
一直忙着开学准备工作。今年秋季新学期，该校新开办
的学前教育班和职业教育班将迎来首批学生，推动特殊
教育向两端延伸。

“特殊教育的阵地不是在平地上，而是在凹凸不平的
山坡上。从事特殊教育者，必须有更深沉的情怀和爱
心。”王绍莹说。5年来，她是陵水特殊教育学校成长的
见证者和建设者。她俯首躬耕“特教田”，用双手托起一
个个“折翼的天使”，为他们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次踏进校园，王绍莹的心都被一幕幕画面温暖着：
下课后，热情帮老师拿课本的培智学生；每天到操场拾落
叶的聋哑学生，开心地向老师展示自己新学的手语；扬起
笑脸向老师问好的身体残疾学生……

不同于普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中的很多学生生活
不能自理，教师要有极强的专业性，投入更多耐心、爱心
和责任心。2017年11月，王绍莹被调到特殊教育学校
担任校长，接到通知后，她没有休婚假，全身心投入到筹
备工作中；东奔西走，带领教师深入社区、走村串户，实地
了解人们对特殊教育的需求。

有些家长碍于面子，不愿将孩子送到特殊教育学
校。面对这样的情况，王绍莹十分着急。为了让这些孩
子能在“黄金年龄段”及时接受特殊教育，她一家一户登
门做家长的思想工作，解读政策，讲述特教对孩子成长的
意义，做到“应收尽收、应教尽教”。

此外，由于身体和家庭条件等多重因素，无法到校就
读的重度残疾儿童教育也是一大难题。对此，王绍莹和
同事们探索建立“送教上门”制度，坚持每周一次“送政
策、送康复、送温暖、送技能”，让这些孩子在家里也能接
受特殊教育，在自理、运动、感知、语言、交往等方面获得
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刚到学校时，小琪（化名）多次出现情绪不稳的情
况。我去接她时，总是看到王校长在耐心安抚和引导她，
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这几年来，小琪的变化，我们都看
在眼里，心里除了欣慰，更多的还有感恩。”自闭症学生家
长林女士说。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次送孩子到学校
的时候，王校长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和家长们分享孩子的
近况。

在王绍莹的牵头下，陵水成立了县特教融合教育资
源与指导中心和特教专家委员会。同时，她还牵头起草
了《陵水县特殊教育提升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建立残
疾学生信息管理网络，形成特殊儿童筛查、检测、建档、安
置动态管理机制。

烘焙、家政、手工艺制作……在陵水特殊教育学校的
兴趣课堂上，孩子们体验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劳动和就
业技能。“学校不仅要让孩子们拥有生活自理能力，也要
帮助他们以后顺利融入社会，拥有就业机会，实现自我价
值。”王绍莹说。目前，该校正致力推进特殊教育向学前
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端延伸。

从事特殊教育工作以来，王绍莹最难忘的回忆，是学
校举行的第一次文艺演出，“表演的那一刻，学生们眼里
有光，那是自信和希望之光。”从那天起，王绍莹便萌生出
一个想法：让孩子们走出校园参加比赛。功夫不负有心
人，精心准备和排演让孩子们有了更大的舞台。在陵水
文罗镇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文艺晚会
上，该校学生与老师同台演出节目《国家》，现场掌声雷
动；在全县举办的经典诵读大赛中，该校师生获得二等
奖；学生们参演的《请党放心，我很幸福》德育情景剧，入
围第二届海南省中小学德育情景剧大赛决赛……

“希望所有‘折翼天使’都能被更温柔地对待，有尊
严、更精彩地生活。”王绍莹说。

陵水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王绍莹：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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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弹幕里提出来。”8月
31日上午，海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院长刘谦在
为学生们上网课。

受疫情防控影响，海南大学近期推迟了学生返
校注册时间，从8月22日起开始线上教学。在网络
的另一端，学生们踊跃回答刘谦提出的一个个问题，
让他感到十分欣慰。

1995年，18岁的刘谦在华中科技大学开启大学
生活。毕业后，他留在湖北。2020年，刘谦选择迎接
新的挑战。他一路向南，来到海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担任院长。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美好前景深深吸引了我。”
在刘谦看来，他从事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研究，与海
南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因此，他坚信，海南是一
片能够有所作为的热土。

2020年初，海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成立。作
为学院创建的主要参与者，刘谦经历了学院发展从零
开始、从无到有的全过程，“第一眼看到空空荡荡的教
室，我们感到任务艰巨的同时，也对未来学院发展的无
限可能充满了期待。”

从购置第一批办公用品，到不断完善教职工队
伍、引进专业人才、开始准备学院招生，刘谦和团队
成员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进。2020年9月，海南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

“为树立良好学风，刘谦院长担任学院首届本科
生班主任，主讲新生入学教育与导学这门课。”海南
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师余乐俊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为新生上导学课时，刘院长结合实例讲解生物医
学工程专业对人类生命健康的意义，帮助新入学的
学生增强专业认知和认同感。

国家重大人才工程获得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海南省杰出人才……刘谦有很多头衔，日常
工作非常繁忙。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们上
课。由他主讲的生物医学传感检测与仪器这门课
程，深受学生喜爱。

“上课时，我会提出很多问题，引导学生回答。
他们获得正确答案后流露出来的满足感，让我很自
豪。”刘谦认为，和学生一起分享获得知识的喜悦，是
师者最朴素的情怀。

“刘院长上课不照搬课件，他会结合自己丰富的
知识背景，为我们讲述许多与课程有关的知识，详细
解答我们的疑问。”海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学生赖浩文说。

参加学术研讨会、申报科研项目、完成科研任
务……到海南后，刘谦一直都非常忙碌，假期中也
不例外，“科研是教学的‘源头’，只有不断提升学术
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
需求。”

在刘谦和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海南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学院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20年，该院
完成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本科专业备案，开始培养
本科生；2021年，获批设立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
硕士点和博士点，获批建设海南省特色学科（A类）；
2022年，获批建设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截至目
前，该院共有13个科研团队。其中，海南省大师级
人才2名、杰出人才2名和领军人才6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