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郑居文 校对：李俊玢 三亚·综合 32021年 9月 9日 星期四

Sy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经三亚市天涯区选举委员会研究决

定，本区选民登记从 2021 年 9 月 11 日开

始，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选民名单公布以
前）结束，凡年满18周岁（2003 年 10 月 13 日
24 时前出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未进

行选民登记的，应到户籍地选区登记。

特此公告。

三亚市天涯区选举委员会

2021年9月9日

三亚市天涯区
选举委员会公告

第 2 号

近年来，三亚加大引进、招聘
力度，扩大公开招聘范围和规模，
面向全球、全国公开招聘优秀人
才。截至目前，招聘引进教育人才
656 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
属中学特级教师郭爱霞就是其中
的佼佼者。

■授业：
用新颖的教学形式

激发学生

“每节课下来都要让学生有所
收获，让他们对课堂上学习的内容
在课外也能运用。”这是郭爱霞对
自己的一贯要求,也是她时常说给
所在教研组青年教师说的一句

话。“有一天，圆形、正方形、三角
形相约去玩泥巴，圆形、正方形都
来了，三角形没有来，这种情形叫
什么？”“全等角三角形。”9月 6日
上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
中学初二（4）班数学课堂上，郭爱
霞精彩的讲解一下就把孩子们的
注意力集中到了有趣的思考中。

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郭爱
霞不仅采用多媒体电子课件、白板
板书、实物缩小模型、图片讲解、视
频播放、教师示范等教学手段，加
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记忆、区
分，还建立了课程网站，为学生提
供一个良好的在线自主学习环境，
补充和拓展课堂教学，找到适合孩
子们的学习方法。在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方面，郭爱霞注重突出学生

的主体地位，积极调动“教”与

“学”的双向积极性，使学生保持了

强烈的求知欲。同时，按照学习情

境引导学生了解每一个阶段的任

务和目的，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和创新力。教学过程中，她经常用

激励的语言和方式，使每个学生都

感到“我能行”，最大限度激发学生

的潜能，成为了学生的良师益友。

“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老

师的教学目标定位于‘全面、持续、

和谐地发展’，这不仅要关注学生

知识领域，还要关注学生情感领

域。”郭爱霞说，现在的教师要转变

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变“教师

主宰”为“教师主导”；变“注入式”

为“启发式”；变“学生被动”为“学

生主动”；变“注重知识接受”为
“注重知识发现”。只有注重学生
在初中数学课堂中的参与性，课堂
教学效率才会有稳步提升。

学生们纷纷表示，郭爱霞的课
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课堂
体验，对学习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解惑：
用发散思维模式点

拨学生

有效解决学生知识上的困惑

是教师的基本任务。然而面对学
生提出的问题，郭爱霞并不直接给
出解决方案，而是运用启发式教
学法引导学生去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法,养成创造性学力。在教学
中，郭爱霞通过布置作业，培养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通过问题教学法、课堂讨论
法、个别指导法启发学生的思维，
并因人而异地提供一些技能、技巧
和方法，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
独立学习和自主创新的能力。

在 29 年的教学中，郭爱霞根
据时代发展和学生们心理变化，不
断学习先进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手
段，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取得
了优异的教学成绩。

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郭爱霞
付出了汗水，也收获了丰硕的果
实。她先后被评为新疆特级教
师；乌鲁木齐市第三轮和第四轮
初中数学学科带头人、乌鲁木齐
市初中数学名师工作室专家组成
员、沙依巴克区“四好”教师；沙依
巴克区初中数学学科带头人；沙

依巴克区创新能手；沙依巴克区骨

干教师；多次评为沙依巴克区教科

研先进个人；沙依巴克区中学数学

学科“兼职教研员”和中考模考命

题成员；新疆自治区中小学骨干教

师培训班、乌鲁木齐市初中数学骨

干教师研修班优秀学员。

师爱如雨，育人无痕。29 年

的为人师表，孕育了她睿智、平

和、奉献的高尚师魂，她用爱心、

用智慧、用无私演绎着教育的真

谛；她用执着、用严谨、用勤奋诠

释着默默耕耘、甘于奉献的教师

情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特级教师郭爱霞：

29载风雨教师路 不忘初心育桃李
本报记者 胡拥军

■人物档案

郭 爱 霞 ，女, 汉 族 ，
新 疆 师 范 大 学 本 科 学
历 ，中 学 正 高 级 教 师 。
1992 年 7 月参加工作，29
年来一直从事初中数学
教学工作，担任班主任
工作 20 年。现任教于上
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
中学，担任初中数学学
科教研组长。郭爱霞把
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融
进了每一堂课。兢兢业
业、认真负责、严谨治学
汇成了她教育生涯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 林林）随着三亚
各大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学生
的出行安全成为了众多家长关注
的焦点。近日，崖州区有关部门结
合“开学季”，多措并举织好“护学
网”，扎实推进学校周边道路交通
拥堵治理，同时深入各大校区，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交通安全教育课，

让安全与学生们一路同行。
“这条路很堵，每天来接小孩

放学很不方便。”在崖城中学门口
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林先生说。据
悉，因道路狭窄且机动车、电动自
行车与行人混行，古城大社区辖区
内崖城中学、崖城小学、拱北小学、
城东小学和城西小学等五所中小

学校上学放学经常引发交通堵塞，
存在极大交通隐患。古城社区在
接到群众反映后，第一时间到现场
走访调研。在广泛听取周边群众
的反馈意见后，工作人员进行认真
地梳理汇总，扎实推进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为及时破解交通拥堵难题，古

城大社区召开协商会议，参会单
位及学校有关负责人就五所学校
放学时间集中，加之道路狭窄，而
导致的交通堵塞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并提出科学的意见和建议。
经研究讨论，计划采取“限时绕
行+护学通道+接送区+限时停
车+限时单行”五项优化措施，缓

解学校周边道路拥堵现状，各有
关单位将积极协调推进交通拥堵
问题整改落实，全力改善校门口
交通拥堵现象，切实保障师生安
全。

据介绍，接下来，崖州区将陆
续完成学校周边的路标路牌安装
工作，并划定护学通道、接送区和
停车区，并逐步完善各项措施，全
力提升学校周边通行能力，缓解通
行压力。同时，崖州区各单位将采
用“疏”“堵”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动
用群众力量，整合社会资源，营造
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氛围。

本报讯（记者 黄珍）9 月 8日至 9日，是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新生报到的日子，陆续迎来全
国各地4284名本科新生。为了做好迎新工作，
学校根据防疫工作要求，精心制定方案，提供

“一站式”迎新服务。
今年，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特意将新生报到

时间延长为两天，引导省内外新生分批错峰报
到。新生到校后，凭借录取通知书，出示行程
码、健康码绿码、新冠疫苗接种证明，若未完成
2针新冠疫苗接种、自 8月 14日（含）后有海南
省外旅居史的学生，来校报到前需提供48小时
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经过体温检测后方可
进入校园，现场秩序井然。在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还制定了
详细开学方案和应急预案，对学校教室、寝室、
食堂等公共场所进行集中消杀，通过细化日常
防控、物资储备、教学安排等各项措施，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还给
完成信息核验新生发放防疫礼包，里面装着湿
纸巾、矿泉水、洗手液、口罩等物品。入校后，
等候在校门内侧的电瓶车来回载着新生和行李
到宿舍楼，校园内的师兄师姐等志愿者帮着新
生搬运行李。由于防疫要求，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只允许学生进入校园，家长不能陪新生进入
校园。在南校区门外，不少家长目送孩子乘坐
电瓶车进入校园，来自山西的家长王女士说，
孩子以前从来没出过远门，亲自把她送到学校
门口自己才放心。

“今天来报到，心中蛮紧张的，但来到校园，
学校为我们准备了‘一站式’迎新服务，感到很
暖心。”来自贵州的李思雨说，她报考的历史专
业是自己喜欢的，对大学生活很期待，期待四
年后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自己。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大一新生李波在家
人的陪伴下来到学校，他说，海南自贸港建设
将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非常看好海南的发展。

“大学四年里我会努力学习、打好基础，希望学
会做人做事，收获立足社会的本领，结交志同
道合的益友，开拓眼界。”

记者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了解到，今年该
校共有新生5606名，其中本科生4284名，专科
生1184名，研究生132名，留学生6名。

“海洋科学类、旅游管理类、计算机类和电
子信息类专业一直都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热门
专业。”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招生就业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
进，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新增设多个自贸港建设
紧缺专业，如航海运输、海洋科技、贸易进出
口、电子信息专业和人工智能专业等，相关专
业录取分数线与往年相比呈上升状态。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 4 名学子获得俄罗

斯政府奖学金，他们将在俄罗斯南乌拉尔国立

大学攻读语言学硕士学位。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019 年与俄罗斯南乌

拉尔国立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俄罗斯南乌拉尔

国立大学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有意赴俄罗斯

留学的学生提供交换生项目、攻读研究生学历

等机会。今年，俄罗斯南乌拉尔国立大学 13

名学生将通过网络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习

汉语，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13 名学生将以同样

形式学习俄语。

近年，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不断增强国际化

办学水平，与俄罗斯南乌拉尔国立大学、卡尔梅

克国立大学、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汗国际关系与

世界语言大学等高校开展建立师生交流机制。

崖州区多措并举织好“护学网”

破解交通堵点 护航学生安全

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迎首批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报到。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开学季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迎4284名本科新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4名学子
被南乌拉尔国立大学录取

新生报到。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Sy“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教师节·致敬那一盏明灯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测量体
温、查验健康码、报到注册、领取校
园卡……9月8日上午，海南大学三
亚南繁研究院首批硕士研究生入驻
崖州湾科技城。据悉，该院入驻崖
州湾科技城共10个科研团队、研究
生共计 96 名。其中 2021 年 9 月入
驻崖州湾科技城研究生共78名，其
余将于 2022 年 1 月、6 月入驻。专
业涉及作物学、农艺与种业、农业
昆虫与害虫防治、资源利用与植物
保护、园艺、植物保护、机电工程等
专业方向。

“‘海纳百川 大道致远’海南大
学三亚南繁研究院热烈欢迎新同
学。”在报到现场，海南大学三亚南
繁研究院首批研究生报到欢迎标语
非常醒目。记者在现场看到，研究
生们正有序排队办理入学相关手
续。结合疫情防控要求，新生报到
采用“一站式”、单流向报到流程。

“科技城和学院提供的科研设备先
进，科研条件有优势，因此我选择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来自河南信
阳的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学生
王力奎说，他计划研究生毕业后继
续攻读博士，并希望能留在三亚工
作。当前，海南自贸港建设如火如
荼，海南各项人才优惠政策非常吸
引他，希望能学有所成，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据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介绍，学院将聚焦“南繁”
和“热带”，瞄准“南繁硅谷”、国家

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国家热带农业
科学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等国家战略，以及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要求，围绕南繁硅谷、热带高效
农业等全产业创新链中存在的重大
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以“南
繁”、天然橡胶、槟榔、椰子、热带果
蔬等热带作物和热带特色优势农产
品为核心，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栽培
与耕作、病虫 害 防 控、农 业 机 械
化、农产品和农林经济管理等领
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
服务工作。据了解，组建三亚南
繁院的科研力量，目前已在热带
特色作物品种创新、热带作物重
要病虫害防控、热带作物保鲜加
工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
果。相关成果辐射越南和乌兹别
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热带作物遗传育种和病虫害防
治、天然橡胶栽培与加工、代谢生
物学、木薯基因组学等研究领域形
成国际领先优势。

据悉，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
院已建成南繁种业科技众创中心
46000余平方米，并已投入使用；已
建成科研试验基地1500亩；在建科
研基地2000余亩，其中在建国家耐
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基地
120 亩；在三沙建立设施蔬菜栽培
基地，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设施甜瓜
示范基地；现有国家耐盐碱水稻技
术创新中心（共建单位）、热带设施

农业技术与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海南省热带设施农业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南繁育制种海南
省工程实验室、海南省热带水稻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个科研平台。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推进产业发展，让人才在
科技城有用武之地，管理局加快推
进园中园建设，加快搭建公共科技
研发服务平台及创新创业孵化转化
平台，启动南繁、深海领域科研项目
申报，积极推进入驻高校落地。

据介绍，崖州湾科技城有序推
进建设，已引入中国海洋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等 11 所知名高校。落
实“海南专项”单列研究生指标
1682人，其中，2020年招生708人，
2021 年增至 974 人。中国海洋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 228 名研究生已
在崖州湾科技城入学，其他高校学
子于今年 9 月陆续进驻，届时园区
在培学生预计达1200人。同时，崖
州湾科技城已初步搭建南繁产业、
南繁科研、南繁人才培养的“产、
学、研”体系。

目前，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已引
进 40 个科研团队、750 名科研人
员，后续计划引进 60 多个科研团
队、1600多名科研人员进驻实验室
开展科研活动。

郭爱霞在教学中。本报记者 王康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