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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新观察访群众

安徽师大：

师生一道下基层
微博支教细无声

本报讯 （记者 俞路石）
三尺讲台连基层， 夏日烈火炼
真金。 安徽师范大学400余名
教育工作者， 作为大学生社会
实践导师， 与万余名学子一同
走向社会、 走进基层， 以实际
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老师始终和我们在一
起。 ”2011级历史学专业学生
惠丹动情地对记者说：“无论是
坐火车硬座的长途跋涉， 还是
烈日下的徒步调研， 老师始终
和我们在一起。”惠丹口中的老
师指的是卢建英博士。 作为赴
秦陵考古调查社会实践团队的
指导老师， 卢建英与学生零距
离， 连续7天在西安全程指导
社会实践。 她每天晚上给学生
开过工作总结会后， 还要打长

途电话， 把不满两岁的宝贝女
儿哄睡着。 这一幕让所有学生
看到了师长的执着与责任。

为了指导学生开展实践，
安徽师大不少老师开通了微
博， 成为“微博达人”，通过网
络，跨越时空，与学生实时互动
交流。 赴太湖县“五四爱心学
校” 支教实践团队的同学在微
博里写道：“这个叫汪浩宇的孩
子， 在我们临走的前一夜找到
我们住的地方， 吃力地拎着很
多饮料和牛奶让我们在路上
喝。 就是他， 用一双小手， 拿
走了我们的心。” 短短20天，
不分白天黑夜， 百余名老师
1600余条微博伴随着支教学
生， 用青春话语走进学生心
里， 真正做到育人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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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名贵州孩子跨江到湖南上学，老师每天摆渡送学生上下学———

艰难的跨省上学路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何文 全志明

湘黔边界，高山峡谷。 43名
贵州省松桃县迓驾镇碗森村的小
学生， 每天都要渡过清水江到对
面的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磨老村
小学上学。平时，学校老师成为护
送者和摆渡者；每逢下大雨涨水，
学校则停课。日前，记者专程来到
这所地处两省交界的村小学，体
验这些学生的艰难求学路。

43名贵州孩子跨江
到湖南上学

4月23日下午放学时， 湖南
省花垣县边城镇磨老村码头， 6
岁的小女孩龙瑜站在一条大江
边， 怯怯地望着浑浊的江水， 不
自觉地拉着身边的表哥———11
岁的杨洋说： “我有些怕。” 杨
洋安慰她： “没关系， 拉紧我就
好了。”

龙瑜所在学校的校长龙林刚
把龙瑜抱上船，渡船有些摇晃，龙
瑜紧紧抓住先上船的杨洋的手不
放。 杨洋像个小大人一样对记者
说：“我一点也不怕， 但我妹妹很
怕，有一次渡船靠岸时，船摇晃得
很厉害，妹妹吓得哇哇大哭。 ”

在他们周围， 还有41名小
伙伴， 他们都是花垣县磨老小学
的学生。 像往常一样， 在校长龙
林刚和老师任达兵的带领下， 他
们沿着江边小路， 来到码头， 等
待老师将他们摆渡过江。

龙瑜住在对岸的贵州省松桃
县迓驾镇碗森村五组， 跟着外公
外婆生活， 平时， 便跟着表哥杨
洋一起上学。 不过， 他们上学路
上， 必须经过这条宽达150米的
大江。

看着紧紧依靠着自己的妹
妹， 杨洋说， 他的许多小伙伴不
会游泳， 坐渡船时都很害怕，

“我妹妹有时都不敢来上学”。
记者跟着兄妹俩一起上了

船。 42岁的磨老小学教师任达
兵站在船舱里， 帮孩子一个一个
穿好救生衣， 几个男孩子拿起救
生衣上的救生哨吹得呜呜直响。
龙林刚登上船头， 娴熟地拿起竹
篙， 一点， 一撑， 船离开了岸。

波涛涌来， 渡船有些摇晃，
看着离船舷很近的浑浊江水， 从

小在江边长大的记者心里也有些
发怵， 不得不小心站好。 龙瑜和
表哥以及其他小伙伴们站在船中
央， 任达兵则小心翼翼看着他
们， 微微张开手臂， 生怕他们掉
下水。

渡船先向上游划50米， 再
向江中心划去， 水越来越深， 最
深处， 四五米长的竹篙只剩下一
米多露出水面。 这时， 学生蒋小
华放在船沿上的书包突然掉进水
里，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 任达兵
眼疾手快， 一手就捞了上来。 任
达兵大声叮嘱孩子不要把书包放
在船沿上， 然后对记者说： “刚
才这是条件反射， 孩子们太好动
了， 要时时刻刻关注他们。”

船到岸时， 任达兵又一个一
个把孩子护送上岸。 记者看了看
表， 来回一趟需花费8分钟， 而
40多个孩子要分4批。 也就是
说， 龙林刚和任达兵每天早晚花
在接送孩子过江的时间上， 就要
1个多小时。

而这样的来回， 龙林刚已经
坚持12年之久， 任达兵也已经
坚持7年。 “由于这条大江阻
隔， 老师不得不每天护送孩子过
江。” 头上流着汗的龙林刚说。

原来， 自1950年以来， 磨
老小学就是湖南省与贵州省联办
的小学， 学生中既有湖南孩子，
也有贵州孩子， 贵州已经连续
63年派一名教师到校任教， 任
达兵就是第十届贵州籍教师。 贵
州籍学生的人头经费也是由贵州
财政拨付的。 磨老小学可谓是湘
黔边界人们友谊的见证。

因此， 贵州省松桃县迓驾镇
碗森村一带的适龄儿童， 60多
年来都是在湖南上学。 目前， 磨
老小学共有老师7名， 一至六年
级小学生147人、 学前班孩子58
人， 其中， 贵州孩子45名。 在
贵州45名孩子当中， 有43名孩
子需要渡过清水江到对岸上学，
其中年龄最大的12岁， 年龄最
小的仅4岁。

宽达150米的清水江， 对这
些小孩子来说， 无异于一道天
堑。

“老师渡工” 摆渡
学生10余年

清水江的这边是湖南， 江的

对岸是贵州， 一只小小的渡船，
每天划过江水， 连接起了两岸。
63年来， 贵州孩子都靠着这小
小的渡船来上学。 龙林刚告诉记
者， 每年大约有八九名贵州孩子
从学校毕业， 他在村小教书28
年， 就有约250名贵州学生坐过
这只渡船。

但让记者赞叹的是， 63年
来， 没出过一次事故。 这背后是
几代老师尽心尽责护送孩子安全
过江的努力。

前面几十年， 磨老村有一位
渡了几代人的老渡工， 老师每天
只需要护送学生过江即可。 但
2001年， 村里唯一的那只渡船
光荣“下岗”， 老渡工也因年纪
大而退休。 迓驾镇孩子上学放学
的交通成了问题， 没有船没有渡
工， 谁来接送这些孩子？

当时只有35岁的龙林刚思
来想去， 桌子一拍： “没有船，
学校买； 没有渡工， 我来送！”
他和学校老师东拼西凑， 买来了
一只小木船。 从此， 在这深山峡
谷里， 出现了一位“老师渡工”，
一摆渡就是十余年。

每天一大早， 龙林刚吃完早
饭， 便撑船来到贵州岸边， 等着

孩子来上学； 天黑了， 他送完最
后一个学生， 才趁着夜色撑船返
回。

“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护
送学生过江只能靠老师。” 龙林
刚看着船舱里的孩子说， 这么多
年来， 对于孩子安全丝毫不敢放
松， 孩子上船前， 千交代万嘱
咐， 上船后一边撑船， 一边还得
关注船上孩子的动向。

后来， 龙林刚的妻子吴银花
也加入进来， 同为磨老小学教师
的她和丈夫一起， 每天迎来送
往 ， 成为一对“渡船夫妻 ” 。

“他坐在船尾掌舵， 我就站在船
头拿竹篙试水。” 快人快语的吴
银花告诉记者， 到岸时， 龙林刚
拉紧船绳， 而她就把孩子护送下
船， 遇涨水时， 还得目送学生走
到家门口， 才离开码头。

2006年， 学校又添了一位
“渡工”， 这就是住在贵州江岸的
任达兵。 “我跟龙校长商量， 每
天早上， 如果船在贵州岸边， 就
由我渡学生过江， 如果船在湖南

岸边， 就由龙校长来渡江。” 任
达兵说。

这么多年来， 学校只有3位
男老师， 水性好的只有龙林刚和
任达兵， 风里来雨里去， 学生接
过了一茬又一茬。 最难过的是
冬天， 站在船头， 冷风吹来，
一会儿就能把手冻得麻木。 而
碰到枯水期上游水电站蓄水，
水深只达膝盖， 船不能开， 就
只能一个个把学生背过岸去。 四
五十个学生， 不到一米六的龙林
刚要赤着脚蹚过冰冷刺骨的江水
来回四五十趟， 等全部背完了，
脚踩在沙滩的卵石上都没有了知
觉。 后来的任达兵也同样没少遭
罪。

说起几位老师， 磨老村和碗
森村的村民直竖大拇指。 有两个
孩子在校就读的松桃县碗森村村
支书兼村主任罗永感叹： “没有
龙老师他们， 你说这娃儿上学怎
么上？ 把孩子交给老师， 我们也
从来没担心过。”

（下转第四版）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专题报道

山东农大：

专家教授下农村
服务“三农”接地气

本报讯 （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刘群英 张铁成） 在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德平镇魏
德东家的玉米地边， 这位已连
续两年摘得山东省玉米“粮
王” 桂冠的农民高兴地说：

“我能获得‘粮王’ 称号， 全
靠山东农大董树亭副校长带领
的专家教授的技术指导。” 也
是在董树亭等指导下， 临邑县
翟家镇孙汉服村的孙丰忠在
2010年以亩产1029.6公斤的
成绩夺得全省玉米粮王大赛总
冠军。

“高校的学习实践教育活
动必须接地气， 对外要进一步
加强高校与企业、 地方之间的
协同创新， 搭建好服务‘三
农’ 的平台， 推动农业产业化
的快速发展。” 山东农业大学

党委书记邢善萍说。 据悉， 山
东农大教育实践活动7月20日
全面启动。 尽管已是暑假， 但
学校的活动却搞得有声有色。

在办学实践中， 山东农业
大学始终以服务“三农” 为己
任， 先后开展了“百名专家齐
鲁行”、 “院士、 博士沂蒙行”
等大型活动； 学校先后与济
南、 泰安、 济宁等60多个市
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 在全
省建立小麦、 玉米、 花生、 蔬
菜、 果树、 苗木花卉良种繁
育， 畜禽、 水产养殖等产学研
合作示范基地100余处。 近
日， 学校又推出了全国第一个
农业大数据信息平台， 向企业
和广大农户及时传播农业政
策、 农产品市场、 农业科技、
灾害预警等信息。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知要求

严禁出版单位入校
推荐征订搭售教辅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璩静 王帅） 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日前发出关于禁止利
用中小学教辅材料非法牟利的
紧急通知。 通知强调， 严禁出
版发行单位派员进入学校、 班
级， 向老师、 中小学生和家长
推荐、 征订、 搭售教辅材料，
严禁出版发行单位伙同学校有
关人员要求学生到指定书店购
买中小学教辅材料。

通知指出， 各出版单位要
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规定，
合理确定中小学教辅材料价

格， 严禁出版单位违法违规采
取高定价低折扣形式推销中小
学教辅材料。 各出版单位要在
本单位互联网页公开中小学教
辅材料定价情况， 主动接受监
督。

此外， 中小学教辅材料必
须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的
发行单位发行。 任何部门、单
位、 个人未经批准一律不得从
事中小学教辅材料发行活动。
严禁出版发行单位委托不具有
发行资质的部门、单位、个人代
理发行销售中小学教辅材料。

学生溺亡事故频发，各地发文严禁下水———

防溺水不能简单“以禁代管”

■本报记者 李小伟

进入暑期以来， 各地中小学
生溺亡事故不断， 教育部连续下
发紧急通报。 溺水， 已经成为造
成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
手。

教育部紧急通报频频， 地方
配套文件也没少发， 但溺水事件
为何一再发生？

“以禁代管” 思维
应求变了

从顶层设计上看， 目前的
系统化防范溺水手段是在所有
的公开水域拉开一张“安全
网”。 通过建立防溺水联防、 联
控机制， 发挥相关部门和乡镇

政府作用， 将学校周边和学生
上下学路上的重点水域纳入网
格化管理。

但这一设计实施起来面临
一个重要的问题， “安全网”
很难覆盖到每一个点。 北京体
育大学教授、 横渡专家张健说：
“在一些沟汊纵横、 野生水域面
积巨大的南方地区， 实行这样
的联防、 联控机制需要耗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

而到了学校层面， 则是通
过印发 《告家长书》、 家访、 家
长会、 手机短信等， 三令五申
严禁学生下水， “以禁代管”，
防范溺水事故 。 张健认为 ，
“以禁代管 ” 思维该求变了。
“靠简单化指令去剥夺孩子亲水
的天性， 既不人道又不可能实
现， 一味禁止只能激起学生对
水更大的好奇心， 惨剧难以避
免。” 张健说。

应强化家庭教育的
责任

“一次次的溺水惨剧不仅给
教育部门和学校敲响了警钟， 要
敲醒的更是疏忽大意的家长。”
在中国教科院体卫艺中心主任吴
键博士看来， 家长是溺水事件的
受害者， 同时也难辞其咎。

中小学生溺亡事件大多发生
在农村， 留守儿童是溺亡的高危
人群。 吴键认为， 处在隔代监护
状态下的留守儿童， 既缺少家长
及时正确的安全引导， 又缺少必
要的安全监护， 往往容易深陷险
境而不自知。

吴键说： “现实生活中， 很
多家长并不是教会孩子去认识危
险、 感知危险， 理性地应对和化
解危险， 而是希望凭借自己的能
力， 让孩子远离一切接触危险的
机会， 却不知道家长过度限制儿

童生活范围， 反而会导致孩子对
危险的认知缺失。”

因此， 减少溺水悲剧， 除了
要糊好防控体系的“顶棚”， 更
要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让安全
教育真正进入孩子心中。

推广游泳教育才是
治本之策

许多专家认为， 在青少年儿
童中推广游泳教育才是防止溺水
事故发生的治本之策。 早在2004
年， 上海市教育局就提出了中小
学生“人人会游泳” 的目标， 在
全区中小学开设游泳课， 列入初
中升学考试的体育测试项目， 并
以政府出资的方式， 将市区的社
会游泳馆变成孩子们的游泳课
堂。

但在全国范围内， 一些农村
学校和基层学校里， 缺师资、 缺
场地、 缺经费的窘境， 使得全面

铺开游泳课的做法显得奢侈而遥
不可及。

不过， 仅仅学会游泳， 对防
溺水来说， 还是远远不够的。 吴
键说： “会游泳的孩子可能无知
无畏， 缺乏对危险的认识， 有时
反而更容易让自己深陷险境。”

张健说： “多数学生以为在
游泳池里学会游泳， 就能随意下
水， 其实不然。 公开水域非常危
险， 这些地方看似与静水区域相
差不大， 实则暗流涌动， 水下情
况非常复杂， 或水草丛生， 或有
暗坑， 贸然下去， 很可能遇险。
而且， 公开水域水温不定， 如突
遭冰水刺激， 极易发生手脚痉
挛， 从而导致弱水死亡。”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斌， 长
期致力于在中国推广水域安全教
育， 他曾多次建议将水域安全教
育引入中小学课堂， 健立健全水
域安全教育体系。

视线

历史上的今天

筲1981年8月12日， 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IBM)推出了型号为IBM5150的新款
电脑， “个人电脑” 从此诞生。 这台售
价2880美元的IBM5150的心脏是英特尔
的4.77MHz的8088处理器， 16KB内存，
采用低分辨率单色或彩色显示器； 捆绑
微软的BASIC以及后来被称为PC的“杀
手级应用” 的VisiCalc电算表软件； 配
置两个160kb单面软盘驱动器。

日前， 大学生赵必坚在展示从灵宝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刚领
到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合同。 为帮助考入省外高校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今年秋季， 河南省开始发放首批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赵华 摄

磨老小学校长龙林刚撑船护送学生上下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