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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孩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二师铁门关市第一幼儿园教师孙怡的
眼里立刻充满了爱的光芒，写满了对
孩子和学前教育的热爱。80后的她
创新教育模式，用爱、用科学的教育
教学理论、用丰富的教学经验培育着

祖国边疆的花朵。

用爱心和耐心陪伴孩子成长

“谁爱孩子，孩子就会爱她，只有
用爱才能教育孩子。”孙怡说，“爱孩
子，就必须走进孩子的情感世界，就必

须把自己当作孩子的亲人，感受他们
的喜怒哀乐。”

在教育过程中，孙怡用心观察，
仔细琢磨研究各年龄段孩子的心理和
生理特点，注意发现他们的闪光点，
鼓励他们，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努力
把自己全部的爱心、耐心、细心倾注
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孙怡刚担任班主任时，所带班级
都是3岁左右刚入园的孩子，孩子与
父母分离的焦虑情绪很严重，情绪波
动很大，怎么办？孙怡沉着应对，当
起孩子们的“妈妈”，让每个孩子都
感受到爱。

3岁的小女孩佳佳，每天午休都
大哭不止。看到哭成泪人的孩子，孙
怡既心疼又无奈。她抱起孩子，像母
亲一样温柔耐心地对孩子说：“佳佳，
我们上床睡觉好吗？”“我不要睡觉！”
孩子带着情绪看着她，大喊大叫。“那
老师陪着你睡好吗？”当她准备去抱小
女孩时，却被狠狠地在胳膊上咬了一
口。（下转第三版）

护好边疆花朵的辛勤园丁
——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第一幼儿园副园长、教师孙怡

本报记者 蒋夫尔

9月1日清晨，太阳升起，农田
里薄雾渐渐散去，在距离甘肃省张掖
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城80多公里
的明花学校，记者见到了开学前正在
忙碌的教师安文军。

戴着眼镜的安文军总是带着笑
容，可说起话来语调铿锵，他说：

“我读书时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他给
我这个山里娃教的不仅是知识，还有
爱、品格和勇气。”

求学时得遇良师，让安文军决心
要像自己的老师那样当一名好老师。
2022年安文军被评为“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曾经的理想已然实现。

让乡亲们看到了教育的力量

生于斯，长于斯。
1993年，好不容易走出大山的

安文军，毕业后毅然回到了家乡。
那年8月，安文军被分配到人人

羡慕的区教委工作，可他认为做老师
就要上课，就要到学生中去，在多次
申请下，2个月后，祁丰学校成了安

文军教育生涯的第一个“根据地”。
祁连山下，几排低矮的土坯瓦房

在寒风中伫立，教室里光线昏暗，火
光微弱的煤炉旁坐着几名搓着手、哈
着气的学生……因为太过刻骨铭心，
安文军永远记得第一次来到祁丰学校

的情景。
班里大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这

更让安文军心酸，他暗下决心：“认
认真真地上好每堂课，把山里娃教
好，才是真本事。”

（下转第三版）

祁连山下30年的教育坚守
——记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学校教师安文军

本报记者 郑芃生

走近2022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孙怡与孩子在一起孙怡与孩子在一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三面环水，白墙黑瓦。在浙江海
宁丁桥中学，校内有当地配置最先进
的科创实验室，校外有与市水利局联
合打造的智慧化劳动实践基地。用丁
桥镇党委书记赵晓阳的话来说，学校
承载着镇党委、政府“学在丁桥”的
施政愿景，要让琅琅书声成为乡村最
美的音符。

丁桥中学是嘉兴乡村教育追求更
高质量的一处剪影。嘉兴是全国城乡
一体化的先行地，有全国首批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县。近年来，这名乡
村教育发展的“优等生”，也遇到了

“非教育”因素导致生源流失等新问
题。为应对这些新挑战，嘉兴的乡村
教育开始走上了追求更加优质的发展
之路。

从“心”出发：赓续乡村
的文化基因

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
续18年名列浙江第一，却给乡村教
育的有序发展带来“烦恼”。收入高
了，家长就爱到城里买房，孩子自然
去城里读书。外地务工人员大多跟着
产业走，哪里挣钱多，全家就跟着
搬。

一来二去，乡村学校的生源被动
流失。记者此行来到一所十几年前采
访过的农村初中，校长没换过，教学
质量也处在前列，但生源比过去少了
3/4。“学校再漂亮，教师再努力，眼
瞅着生源少了，心里不是个滋味
啊。”校长禁不住叹息道。

“非教育”因素导致生源流失，
给乡村教育的优先发展和长远规划带
来了挑战。再多的资源向农村倾斜，
少了人气的村校始终是留有遗憾的。
如何找到突围之策，时刻叩问着嘉兴
教育人。

桐乡市石门镇中心小学有两个特
殊的仪式，新生入学前先到丰子恺纪
念馆参观，新教师入职前要去西竺庵
实地学习。这所由丰子恺父亲创办的
百年老校，将丰子恺的文化基因深植
办学之中。

“丰子恺是我们当地最大的名
人，要用他的精神气质去感染每一名
村娃。”校长吴家聪的办学思路很清
晰，紧扣丰子恺的“好真、乐善、爱
美”理念，培养石门镇的“小子恺”。

理念变了，教学也变了。语文课
上，学生对丰子恺的作品信手拈来，
朴素自然的文风是他们写作的标签；

美术课上，学生的漫画童趣满满，还
用废布料拼接出丰子恺的系列作品；
科学课上，丰子恺自创的柳条扦插游
戏被传承下来；音乐课上，“桐乡三
跳”的地方曲调余音绕梁，村娃们也
因此有了去省市演出的机会。

据了解，该校现有美术教师、音
乐教师各4人，在整个桐乡都是“高
配”的。学生的绘画、书法、唱曲、
体育水平高于不少城区学校，去年还
有一名学生被评为浙江省新时代好少
年。

“关键是，学生对家乡有了感
情。除去家长工作调动的因素，这些
年我们很少听到有生源流失的。”石
门镇副镇长濮春海对记者说，镇政府
非常支持学校的改革，已累计投入了
600多万元用于丰子恺校园文化改
造，镇里的子恺漫画村、丰同裕染坊
也与学校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石门镇是嘉兴乡村名人文化的一
个缩影。嘉兴历史名人星光熠熠，且
多出生在如今的乡镇、农村，其中耳
熟能详的就有王国维、金庸、茅盾、
丰子恺、张乐平……在嘉兴市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武曜云看来，这是一
笔宝贵的教育资源，对提升乡村学校

的独特魅力，加深村娃对乡村的情感
意义深远。

从去年起，嘉兴市启动文化基因
赓续工程，一批乡村学校先行先试，
以家门口的历史名人为切口，重塑学
校的特色课程和文化名片。为了追寻
先辈足迹，嘉兴还将配套开展“最美
乡村校园、最美上学路”行动，优化
村校周边的公交线路和设施环境，打
造一条条充满乡村气息和教育意蕴的
求学之路。

新优质学校：确立村校
的独特竞争优势

在嘉兴说起校园足球，就不得不
提拿过全国冠军的秀洲区梅里小学。
谈到地方文化传承，该校的棹歌文化
也是有口皆碑。这所农村学校近5年
来生源稳定，老百姓的评价很直观：
学校特色鲜明，有城区没有的教育品
牌。

该校校长徐韶良一直在思考，如
何将现有的品牌凝练成办学内核，走
一条适合村校发展的特色路。2021
年机会来了，嘉兴市遴选“新优质学
校”培育试点，徐韶良第一时间报了
名。 （下转第三版）

乡村校吸引力不断增强，办学特色逐步凸显——

“学在乡村”成为嘉兴动听的音符
本报记者 蒋亦丰

本报讯（记者 林焕新）为引导
涉农高校深化农林教育供给侧改革，
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具有适应性、引领
性的新农科专业，加快培养急需紧缺
农林人才，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近日，
教育部组织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制定
了 《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
南》。

《指南》以对接重大需求、发挥引
导功能、实施动态调整为设置原则，
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产业
新业态，面向粮食安全、生态文明、

智慧农业、营养与健康、乡村发展等
五大领域，设置了生物育种科学、生
物育种技术、土地科学与技术、生物
质科学与工程、生态修复学、国家公
园建设与管理、智慧农业、农业智能
装备工程、食品营养与健康、兽医公
共卫生、乡村治理、全球农业发展治
理等12个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
业。

《指南》对上述各专业的培养目
标、主干学科、核心课程、主要实践
教学环节、学业授予门类、修业年限
进行了明确。

加快培养急需紧缺农林人才
《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印发

本报讯（记者 林焕新）为确保每
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顺利入学、
安心就学，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切实做好2022年秋季学期高校学生
资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校全面摸
排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汛情旱情等影响
的学生情况，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
助尽助。

《通知》指出，各高校要强化组织领
导和部门配合，精心做好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入学工作方案，在新生报到现场设
立“绿色通道”专区，简化报到手续、提
高办事效率、保护学生隐私，确保提出
申请且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都能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要根
据实际对存在特殊困难的学生发放困
难补助和必要生活用品，确保他们入学
后能够安心就学。

《通知》提出，各高校要扎实做好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掌握学生家
庭变化情况，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学生纳
入资助范围。要进一步提高学生资助
工作精准度，强化审核把关、创新认定
方式、加强监督管理，避免出现资助对
象认定不精准、资助资金发放不及时、
资助管理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会同国
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有效落实国家助
学贷款政策，加强贷款及其使用范围审
查，合理确定学生贷款额度，切实满足
学生实际需求，引导学生勤俭节约、努
力向学。要做好2022年国家助学贷款
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工作，缓解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经济压力。要配合经办银
行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学生信息维护、贷
后管理、诚信教育等管理工作，关注贷
款学生还款情况，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学
生启动还款救助工作。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

确保实现高校困难学生应助尽助

本报讯（记者 林焕新）为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双减”决策部署，坚
决守护中小学生健康快乐假期，教育
部于8月8日至8月31日继续巡查线
上培训机构和网站平台。

巡查显示，这个暑假绝大多数线
上培训机构遵纪守法，没有违规开展
培训，校外培训治理成果持续巩固。
巡查仍发现80多条违规问题线索，主
要为无证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有证
培训机构暑假违规开班、违规推送学
科类培训广告、开展面向3—6岁学龄
前儿童的线上培训等。教育部已要求
相关地方和网站平台严肃处理违规主

体。这些问题反映出，一些机构和个人
受利益驱动，仍心存侥幸，以各种方式
逃避监管、违规获利；部分网站平台治
理违规培训的措施不够有效；个别地区
治理力度不够，监管手段不足，需要
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和效果。这再次表
明，违规现象仍在不断反复，治理违
规培训必须接续发力，驰而不息。

新学期来临，教育部将聚焦线上
培训重点问题，扩展巡查范围，加大
巡查力度，指导地方开展穿透式巡查
监管，坚决整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
保持高压态势，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
重校外培训负担。

教育部第18次校外线上培训巡查显示

校外培训治理成果持续巩固

安文军给学生答疑解惑安文军给学生答疑解惑。。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爱护牙齿 关注健康

全国爱牙日即将到来之际，各地各校开
展口腔健康科普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爱牙护
牙的好习惯。

上图：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东风小学学
生在练习正确的刷牙方法。 谢尚国 摄

右图：口腔医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公义店小学指导学生学习正确的
刷牙方法。 丁根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