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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程

墨 特约通讯员 吕
燕 尚紫荆）“我们是
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
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学习、爱人民……”
近日，在湖北省鄂州市

“童心向党”中小学生
硬笔书法比赛决赛启动
仪式上，来自107所学
校的400名城乡学子一
同升国旗、唱红歌，感
受浓厚的爱国氛围。这
是湖北省鄂州市近期全
力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的举措之一。

据了解，在该市委
文明办统筹指导下，鄂
州市教育局将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与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紧
密结合，成立工作专
班，对标要求，制定清
单，细化责任，层层压
实。通过完善德育队伍
选聘机制、组织教学基
本功展评、构建五级培
养体系等措施，该市不
断建强思政队伍。

紧抓“拔节孕穗
期”，该市持续推进

“四史”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教育，广泛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

“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等主题活动，引导广大未
成年人坚定理想信念、树牢使命担当。

同时，鄂州市突出榜样力量，担当实干抓落实，
积极评选“鄂州市新时代好少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红领巾奖章”等，表扬了一大批“吴都美德少年”“雷锋
式好少年”“优秀团员团干部”“优秀学生”“优秀班干
部”；召开市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会，充
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优秀班主任“师德
标兵”示范作用，锻造一批有理想信念、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德育教师队伍；评选全国文明校园、省文明
校园、市文明校园等，展示“大美校园”20期，呈
现鄂州校园自然、人文、发展之美。

鄂州市实验小学校长吕红芳说：“作为首届全国
文明校园，我校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

‘立德树人 生长个性’办学理念，大力开展文明校
园创建，奋力谱写学校创建新时代文明美丽校园新篇
章。”

据悉，鄂州市还通过多部门联动，打造“双减·
家长成长课堂”指导服务体系，为学生全面发展营造
安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鄂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范玉姣表示，鄂州
市教育局始终坚持“五育并举”理念，全面推进“六
大核心素养”培育培优，大力推进“七个校园”建优
建强，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引导
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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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星 通讯员 黄世元）近日，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中小学生“春种秋收·晚稻开
镰”劳动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在该县经兜村举行。

在当天上午的活动中，村里多位有经验的农民主
动担任导师，来自安溪县第一中学、凤城中学、实验
小学的近200名师生，下田收割、打稻、整理秸秆，
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

这也是一场学科渗透、五育并举的综合实践活
动。现场，安溪实小体育教师陈贵山带着大家用稻
秆做起了小手工；安溪一中地理教师王文华翻耕土
壤，给大家讲解土壤的深作层的知识；凤城中学的
教师苏凯旋和学生们一起对丰收的田野进行即时写
生……

据悉，经兜村保有较为完好的乡村风貌，同时也
是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当天活动前，安溪县教育局
与经兜村签订共建安溪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协议。

“安溪县是目前泉州市唯一的‘全国中小学生劳
动教育实验区’，这次的活动和共建是我们深化实验
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安溪县教育局局长高志强介
绍，为落实该实验区建设工作，安溪县确定了“一校
一个主题、一校一个场所、一校一套手册、一校一队
导师、一校一批小能手、一周至少一课时”为工作抓
手，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外，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
业特点，依托学校周边基地和县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开展粮食种植、传统美食制作、花卉扦插、茶叶
制作等具有地方人文特色的劳动教育活动。

福建安溪

把课堂搬到田野

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下楼镇程庙村，每户村民家中
均挂着一张极其醒目的红色“连心卡”，上面印着“老乡
您好，有事您说”字样，短短8个字的下面是安徽中医药
大学选派到当地的驻村干部的头像、姓名、职务和联系电
话。“不怕老乡有事，就怕老乡有事不找我们。”从2014
年至今，8年扶贫长跑，3代驻村第一书记接力相传，村
民集体年收入大幅提高，村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
及村容村貌明显改观，家家有小楼，户户有轿车，村民的
幸福指数明显上升。村貌改变看在村民的眼里，生活水平
提升暖在村民的心上。

作为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位驻村干部，蔡杰被村民们
亲切地称为“铺路人”。2014年11月，蔡杰被学校选派
为程庙村第一书记，当时该村除了两条主干道铺上水泥
路，其余的全是砂石土路或村间土路，晴天凹凸不平，雨
天泥水四溅。村委会办公室只是三间平房，条件极为简
陋。

为了让全村党员有自己的学习活动阵地，村民们有运
动健身活动场地，孩子们有课外阅读和文体活动场所，从
2017年5月起，蔡杰带着村民们历时3个月，拆除了废旧
房屋、建设了崭新的程庙村党群服务中心，面积3000平
方米的文化广场宽敞开阔，各种健身器材配备齐全，花木
扶疏，路灯明亮，不久后文娱活动室和图书室相继建成使
用。

有了蔡杰打下的基础，学校第二位“第一书记”孙道
礼的“梨说”在当地开展得很顺利。

程庙村的梨树种植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每到收获旺
季，许多梨农因为梨子价格过低或销售无路而苦恼。孙道
礼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请求学校组织定向采购程庙村的农
产品，2017年，安徽中医药大学和所属附院采购程庙梨
园的梨子约12万元；2018年采购梨子、杂粮、梨膏糖约
60万元；2019年采购程庙村扶贫工厂产品约80万元，直
接支持了村级的产业发展。

同时，驻村工作队支持村扶贫工厂发展梨膏糖产业，
申请梨膏糖生产批件，校内科研立项对梨膏糖进行深入研
究，改进包装设计并冠名，派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拓宽销
售渠道。在产业扶持起来形成产业链以后，建立扶贫专项
基金，以促进长久的帮贫扶贫，周边的数千亩梨树也有了
出路，形成良性循环。

作为学校选派的第三位“第一书记”，戈庆康倡导村
“两委”成员每人掌握一至两门发家致富技术，带领农户
相继种植“阳光玫瑰”葡萄20余亩，利用核桃园、光伏
电站下方闲置土地套种大蒜60亩、小米辣10亩，种植户
年亩产增收1800余元。2022年，村“两委”成员共同承
包100亩基本农田，计划实施稻虾养殖项目，有望为村集
体经济增长约7万元。

“老乡您好，有事您说。”这句话承载了学校帮扶程庙
村的深情厚谊，自2014年起，在学校的大力帮扶下，程
庙村人均纯收入从不到3000元增加到2021年底人均纯收
入126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14年的不足2万元增
加到2021年底的80余万元。

数字之下，是村民们幸福感的提升。87岁的程家好
拉扯两个孙子生活，并供养孩子们上学，在3位“第一书
记”的接力下，两个孩子相继完成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
并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蒋成军的女儿蒋雷雷考上了安徽
中医药大学研究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她本想放弃深
造，驻村工作队帮她解决了后顾之忧……

“当地需要什么就办什么，摸实情，解难题，干实
事。”安徽中医药大学驻村工作队从伊始许下的承诺至今
依然在乡村振兴的使命下闪闪发光。

安徽中医药大学与程庙村连心记

三代第一书记接力
本报记者 方梦宇 通讯员 叶兰兰

高校“助攻”点“靓”乡村

“近年来，我们南赵村获得了国家‘一村一品’示范
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等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称
号，村子的淀粉制品特色优势产业实现了更高质量的发展。
这一切都离不开山东农业大学张仁堂老师的鼎力相助。”近
日，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乡饮乡南赵村党支部书记巩现喜谈
起村里近几年的变化，最想感谢的是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张仁堂。

乡饮乡南赵村位于山东泰安宁阳县东南部。这座现有
650户村民的村子，自古便有出产粉皮、粉条的传统，在当
地小有名气，粉皮产业目前也已成为南赵村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柱。

张仁堂与南赵村结缘，还要从他心里那个朴素而伟大的
“乡村振兴梦”开始说起。作为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的一名党员，张仁堂早在几年前便在心里默默地“种
下”了一个有关乡村振兴的梦想，他主动寻找在农产品精深
加工方面有急切需求的单位或农村，尝试开展支部共建、产
教融合。经过泰安市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张仁堂最终确定
了与宁阳县乡饮乡南赵村开展党支部共建活动，从而拉开了
一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持续帮扶。

2018年8月，初到南赵村时，张仁堂就发现了当地加
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问题。“每当企业加工红薯淀粉的时
候，村里都会隐约闻到一股刺激的气味。通过深入车间调
研，我发现主要原因是公司设备陈旧老化、工艺落后，这不
仅造成了环境污染，还带来了能耗浪费、成本增加等问题。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我们团队以最快速度制定出了科学合理
的解决方案。”张仁堂说。

张仁堂及其团队帮助企业设计了新车间，同时更换设
备，还优化了生产工艺，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条崭新的
粉皮加工生产线就建成了。“我们实现了节能降耗，仅此一
项，我们每年就可以节约1000多万元。”企业负责人王昌瑞
告诉记者。

张仁堂不光帮村里抓生产，还带领大家参加各种展销
会，把企业所开发的新产品推向国内外市场。目前，企业的
甘薯淀粉及粉制品销售收入高达3.2亿元。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2018年8月，我来到南
赵村时，村里的粉皮产业正面临着如何通过新产品打开市场
的瓶颈。”张仁堂说。为实现传统产业的提档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张仁堂根据南赵村村集体产业——甘薯淀粉及淀粉制
品产业的发展需求，深入加工车间一线，指导开发新产品。

他带领南赵村利用宁阳大枣、黄梨等特色资源优势，通
过配方调整、设备改造，研发出了红枣粉皮、黄梨粉皮及各
种蔬菜粉皮等“五彩缤纷”系列粉皮制品。新产品一经推
出，就得到了市场上消费者的青睐。产品附加值提升了，村
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此后，张仁堂团队围绕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进行精深加
工。经过5年多的研究，张仁堂弄清楚了宁阳大枣与其他品
种的区别，研发出多款创新产品，填补了国内外市场的空
白，推动宁阳大枣产业融合发展。

2021年，山东农业大学开展“百名党员专家联百村”
活动，张仁堂继续带领他的研究生团队联系南赵村，助力村
子的高质量发展。其间，张仁堂帮助南赵村顺利建设农产品
加工园区。在产业带动下，南赵村村集体收入超过了300万
元，有力地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看着村子产业发展有了新的突破，村民们的生活更加富
足，巩现喜打心眼儿里高兴。“只要张仁堂老师在村子里，
我们就觉得踏实、有奔头。将来，我们还要在张老师及山东
农业大学团队的帮助下，继续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巩现
喜说。

山东农业大学与南赵村结缘记

专家走进乡间地头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王静

“外出务工就业不方便，村集体组建施工队，我们
不用背井离乡去找事做，在家门口也能就业挣钱！”近
日，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坪村镇铺坪村村民唐正成谈起
村集体成立施工队务工时，笑逐颜开。

铺坪村是会同县三个派驻省驻村工作队的帮扶村之
一，共辖18个村民小组667户2095人，全村有效灌溉
耕地1117亩。自2021年湖南工程学院驻村工作队落户
铺坪村以来，工作队和村党支部广开思路、守正创新，
充分发挥学校的学科专业优势，综合铺坪村的人才人力
资源，筹划组建村集体施工队，开辟出了集体经济发展
新路径。

“会什么手艺？做过什么工种？”2021年7月初，
工作队和村党支部通过上户走访、开“院坝会”等方
式，在全村摸排出木工18名、泥工22名、钢筋工16
名、腻子工10名、水电安装工9名等工程专业人才。

“组建施工队一方面可以创造就业岗位，为大家提供创
收渠道，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逐步扩大施工队的业
务范围和影响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学校驻村
工作队队长曾曙林在全村专业人员座谈会上提议。“不
用出村子，也能揽到活。”“既能赚钱，又能建设家
乡！”村民们一拍即合。

依据群众口碑、专业技能考核等方式，一批责任心
强、技术过硬、业务精尖的“能人巧匠”脱颖而出，组
成了“裕兴施工队”。施工队还聘请了村内技术过硬、
管理水平高、具有相关技术资质的村民唐宏顺担任施工
队队长。“有了‘领头羊’，我们就有了干事的方向！”
施工队队员们信心十足。

劳动底子摸清后，如何拧成一股绳，提高专业性？
铺坪村负责产业振兴的副书记粟泽玉道出诀窍：村支

“两委”充分利用学校驻村工作队优势，巧借学校资
源，强强联合，不断提升施工队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水
平。

“全部用10毫米直径的螺纹钢。间距300毫米、双
层，再配备6毫米直径的箍筋，箍筋间距400毫米，墙
体用C25的混凝土，厚度要有200毫米。”“在墙的外面
相距10厘米再砌一堵墙，利用空气隔热。立柱外围需
加一个防渗层，防止盐水渗入腐蚀钢筋。”……学校专
业教师在施工现场，将课堂搬进乡村工地现场，为施工
队提供技术指导，解决实际困难，把关工程质量。施工
队各类工种人员技术水平逐渐提升，自发考取相关专业
资质证明的队员越来越多。“我们帮自己做事，能赚
钱，还有老师教，一定要保证工程质量，不然对不起工
作队和村干部，也对不起村民。”施工队队员唐宏财说。

金秋十月，铺坪村漫山遍野弥漫着桂花清香，也延
续着平日里施工的热闹景象。火花四溅、机械轰鸣，施
工队拿着后盾单位资助购置的一批施工器材，像往常一
样有条不紊地进行施工作业。施工队自2021年8月成
立至今，先后实施了停车坪、农机便桥、防洪堤、人居
环境整治等项目，工程项目资金近270万元，村民务工
创收近50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创收近10万元。

平坦宽阔的文化广场、展现侗寨风情的精美建筑、
舒适整洁的农家书屋、宽敞明亮的文体活动室……看着
越变越美的乡村，村民唐宏前感慨，学校驻村工作队的
到来，不仅彻底改变了铺坪村的“面子”，更改变了村
子的“里子”。“钱进了我们自己口袋，村子变美，我们
生活也更方便了！”唐宏前笑着说。

湖南工程学院与铺坪村联手记

“家门口也能挣钱！”
通讯员 杨欢 宋小萍 本报记者 阳锡叶

图为天津市和平区万全小学在进行学生体质标准测
试。据悉，该区每学年利用最新技术手段开展学生体质
标准测试工作，精准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本报记者 陈欣然 摄

接 力 专 家 技 术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在新征程中，教育系统大有可为！特别是
承担着重要职责的大学、高校，他们或提供技术，或选派专家，或接力传
承，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今天，基层新闻版选取三所高校，报道他们
对口帮扶一个乡村、接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典型做法，以飨读者。

一
村

一
校

视觉中国 供图

■基层速递

安徽中医药大学专家帮扶团队在定点帮
扶乡村振兴点开展产业调研。

王向阳 摄

张仁堂察看当地宁阳大枣长势与感官品
质情况，为开发红枣甘薯功能粉皮产品提供
优质原料。 学校供图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坪村镇铺坪村村民
施工队在村里修建机耕道护坡。

曾曙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