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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 在郑州市金水区盛润新鑫幼儿园，
被“租”来的男教师刘明阳领着小朋友做游戏。 幼
儿教育男教师稀缺，有些幼儿园“租”男教师带领
孩子们进行体育活动。 张涛 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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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 筲

山东省财政立项支持

鼓励民办本科建特色名校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近日， 山东省教育

厅、 省财政厅公示山东英才学院等4所民办本科
高等教育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 支持民办高校
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山东省目前有民办普通高校38所， 其中本
科高校20所 （含独立学院12所）。 2013年11月，
山东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启动民办本科高等教育
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工作。 按照要求， 山东重点建
设民办本科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特色名校， 省财政
将每所支持1000万元建设经费。 此次公布的4所
民办高校，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协和学院为省财
政经费支持立项建设， 山东万杰医学院、 青岛滨
海学院为自筹经费建设。

宁波建第三方调解处置机制

学生伤害纠纷将有新“解”法
本报讯（记者 史望颖）记者近日从浙江省宁

波市教育局获悉， 宁波市将出台学生伤害纠纷第
三方处置机制，破解学生伤害纠纷处置难题。

据悉， 宁波司法行政部门将会同教育行政部
门，设立学生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学生
伤害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

为做好这项工作， 宁波市将进一步完善学生
伤害事故中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校方责任险
及其附加校方无过失责任保险等相关保险制度。
设立校（园）方综合保险，以现有的校（园）方责任
保险为主险，附加校（园）方无过失责任、食品安全
责任等附加险，扩大校（园）方无责任保险的赔偿
范围和赔偿金额， 促进学生伤害纠纷解决。 同
时， 为补充学生伤害事故保险赔偿额度的缺口和
满足社会援助的需要， 宁波还将在全市范围设立
学生伤害事故专项援助基金。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微信

■本报记者 李见新

早春的郸城， 乍暖还寒。 偶
尔一阵轻风掠过， 仿佛在擦拭着
人们的眼泪。

3月20日上午9点， 在河南省
周口市郸城县秋渠乡南街村一处破
旧的小院里， 一场简单的追悼仪式
正在举行。

爱戴他的学生来了， 以前的同
学来了， 学校的同事来了， 教育部
门的领导来了， 当地的政府官员来
了， 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也来了， 数
千人的送别队伍， 从院内的悼念棚
前一直延伸到院外， 每一个人都眼
含泪水深情地送别他———秋渠一中
校长张伟。

“三尺讲台安身立命， 一腔挚爱
播地洒天。” 简易肃穆的悼念棚前，
一副只有16个字的挽联， 浓缩了张
伟20年的教师人生。

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
在践行焦裕禄精神

“张伟校长， 张伟同志， 张伟
好兄弟： 如果不是站在你的遗像
前， 如果不是这么多领导和亲朋好
友来送你， 我还是不相信你已经离
开我们……” 追悼仪式上， 作为患
难与共20余年的“战友”， 秋渠乡
中心校校长朱全好一边擦泪一边动
情地回忆着自己与张伟相处的点点
滴滴。

“他正年轻， 怎么说走就走了
呢？ 他对谁都好， 村里人都知道！”
今年74岁的李秀兰老人， 看着张
伟从小长大， 她流着泪反复重复着
这句话。

“要不是参加张校长的追悼会，
很多人不会想到， 他的家离学校只
有200多米， 他却11年吃住在校。”
秋渠一中德育主任刘锦华说。

“上周一下午第三节课后， 张
校长路过同事的办公桌， 一边仔细
询问工作情况， 还一边开玩笑地
说， ‘我这里还有点铁观音， 你们
喝不喝？ 如果不喝可就没有了啊’。
他那天还在这的， 就在这啊……”
说着说着， 秋渠一中九年级化学教
师韩新愿嚎啕大哭。

“张校长， 您怎么就走了呢？
我们离不开您啊……” 学生们的
哭泣声此起彼伏， 声声呼唤令人
动容。

……
3月17日晚上， 张伟最后一

次到教学楼检查完学生晚自习，
在办公室准备当晚召开的校班子
会材料时， 突然脑干出血， 倒在

办公桌前， 再也没能醒来。
“如果不是高强度的连续工作， 张

校长也许不会离开， 他是累倒在工作
岗位上的啊！” 当晚陪同张伟检查的校
党支部副书记张洪涛哽咽着说。

其实， 去年张伟就被检查出高血
压、 高血脂， 但他并没有把这些放在
心上。 张伟的同学吴光远告诉记者：
“有一次同学聚会， 我劝他说， 都过
40岁的人了， 犯不着拼命干工作。 可
是张伟却不这么想， 他说， ‘干教育
是个良心活儿， 人家把孩子、 把下一
代交给咱了， 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孩子和家长！’”

3月20日下午， 记者走进张伟的
办公室， 办公桌上摆放着的工作日志，
详细记载着当天的各项工作记录： “3
月17日， 教师例会。 一、 做好月考准
备工作； 二、 各班做好‘学雷锋、 见
行动， 从我做起’ 演讲工作； 三、 加
强学生纪律教育……”

在这一页工作日志下方， 一行苍
劲有力的笔迹特别醒目： “焦裕禄精
神， 习近平概括为亲民爱民、 艰苦奋
斗、 科学求实、 迎难而上、 无私奉
献。” 这一天，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
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赴河南省
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

“张伟在生前的最后一天， 还在学
习焦裕禄精神， 其实， 这也正是他人
生精神的真实写照。 郸城县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已经下发
通知， 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在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深入学习张伟
同志先进事迹， 切实让榜样力量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成为推动全县各项事
业改革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郸城县
教体局局长刘现营说。

夜以继日， 殚精竭虑，濒
临关门的学校成了“名校”

张伟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
高考结束后， 勤奋好学的他考出了全
校应届班第一名的好成绩， 但他义无
反顾地报考了周口师专中文系。 1994
年， 大学毕业后， 张伟又主动放弃在
县城工作的机会， 回到自己的老家秋
渠乡， 在秋渠一中当了一名普通教
师。

2003年， 张伟担任秋渠一中校
长。 当时的秋渠一中， 校园泥路坑洼
不平， 校舍简陋。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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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铸就教育信仰
本报评论员

“三尺讲台安身立命， 一腔挚爱播地洒天。”
河南省郸城县秋渠一中校长张伟用42年的生命旅
程， 告诉我们平凡、 坚守和担当的力量。

一所濒临关闭的农村学校， 经过10余年的
努力， 得到脱胎换骨式的发展， 成为当地名
校。 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一
个学校领路人的付出。

校舍简陋，他积极奔走呼告；道路不平，他亲
自带领师生利用课余时间搬来旧砖铺平；为了教
育质量提升，他推进课堂教学改革……11年的心
血，学校办学条件改善了，优秀教师团队形成了，
教学质量迅速攀升，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在这些朴实的往事里， 我们无法找到什么
惊天动地的故事， 一切都是那么朴素而平凡。

平凡因为时间获得了新的高度， 平凡因为
坚守变成改变社会的力量。 张伟用坚守的身影
关怀着一所学校、 一群孩子的未来。

清贫和富有， 有时候就在一念之间， 但这
一念之间， 我们看到了师德的力量。 张伟拒绝

了民办学校的高薪聘请， 把全部心思放在学校发展
上， 留下一个清贫的家。 在这个物质日益丰富的时
代， 一个家徒四壁的校长让我们泪流满面， 清贫和
富有在这一瞬间转换。 他的清贫映照着一位教师的
富有， 这是他对自己脚下土地的担当。

张伟说， 干教育是一个良心活儿。 这是他的
教育底线， 更是他的教育信仰。 “人的幸福不仅
仅是通过金钱来衡量和体现的。” 在张伟的工作日
记上， 他写下了焦裕禄精神， “亲民爱民、 艰苦
奋斗、 科学求实、 迎难而上、 无私奉献”。 这是他
内心对自己的要求， 是他精神的方向标。 他用自
己的方式， 用清贫、 律己、 奋斗和奋不顾身的行
动践行着焦裕禄精神。

当学生、 家长、 群众夹道送别校长张伟时， 我
们看到人们他对平凡一生绽放出的光辉的珍视： 他
是照亮孩子未来的灯塔， 是秋渠乡那片土地得以富
有的肩膀， 是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民族脊梁。

在这个悲伤之后， 我们要对得起那沉甸甸的
“财富”。

“干教育是个良心活儿”
———追记河南省郸城县秋渠一中校长张伟

冒领校车补贴需要堵住什么漏洞
■刘涛

16辆校车实有座位228个， 向教
育部门申报补贴时， 座位数却变成了
536个， 以此多冒领财政补贴近10万
元。 据媒体报道， 沈阳市于洪区相关
部门正在对这起冒领财政补贴事件调
查追责。

从常识来说， 核准校车实有座
位数并不难， 可校车公司称“把数
字粘贴错了”， 教育部门称“疏忽大
意”， 如此狡辩很让人痛恨。 在现实
国情中， 谁都知道“盖章” 最难，
然而有人却“过关斩将” 把教育、 运
输、 交管、 公安等部门的6个红章给
凑齐了， 轻而易举地成功冒领校车
补贴。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常常提出健
全制度、 加强监管， 这自然是极其重

要的基础性建设。 冒领校车补贴， 且
不说背后是否有暗箱操作和猫儿腻，
看似表面上不过是为了点儿钱。 但6
个公章“失守”， 意味着在校车这个
关乎孩子安全的问题上， 我们仍缺
乏必要的警惕。 如果我们连校车座
位数都无法弄明白， 那事关校车安
全的方方面面同样面临着“失守”
的危险。

毕竟， 孩子是一个特殊群体， 他
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 为了保障孩子
安全成长， 所有制度设计的重要原则
就是“为孩子让路”， 这也是世界各
国普遍恪守的社会道义和价值伦理。
各个国家也都在相关法律和政策中特
别强调对孩子权益的重点保护。 比
如， 在校车问题上， 美国明文规定，
校车的安全指数要远远高于其他普通
车辆， 而且对校车运营机构的资历核

查与安全监管极为严格。
但冒领校车补贴给我们上了生动的

一课———仅仅依靠条文无法保护孩子的
安全。 根据当地规定， 每辆校车都要经
过6个部门盖章审核， 然而这个审批链
条却集体“失明” 了。 这种“失明” 并
不完全是制度和监管问题， 有时候是来
自人心的“恶” 放纵了制度的弹性， 制
度的笼子经不住人心的腐蚀。 更何况，
制度和监管百密总有一疏， 在制度和监
管所无法达到的地方， 需要人的道义去
弥补。

同时， 在孩子面前， 给予足够的关
爱和保护， 这是各级行政部门应该悉心
守护并践行的执法道义。 《未成年人保
护法》、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校
车安全管理条例》 的出台， 基本初衷和
宗旨就是要给孩子特别的“照顾”， 其
中流淌的是带着温度的关爱和道义。 从

甘肃正宁校车事件开始， 我们猛然觉醒，
随后出台了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在国
家立法层面赋予校车更多“特权”。 然
而， 校车补贴冒领事件提醒我们， 仍有
许多人在孩子的生命安全上显得如此草
率， 随意地盖下公章， 他们本应秉承的
执法道义去哪儿了？

其实， 政府不仅需要在孩子的校车、
食品、 校舍等问题上“关爱有加”， 在对
孩子的行政渎职问题上也必须“加倍惩
罚”， 而这同样是执法道义的一部分。 这
里潜在的法制伦理是， 针对孩子的职务
渎职比其他性质的职务渎职更不可饶恕。
因此， 除了刑事犯罪， 法律还应该关注
面对孩子的各种隐性的、 变着花样的职
务渎职， 并将其纳入法制惩处的条文框
架中， 尤其是在惩处力度上要给出更严
厉的标准， 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那些
红章真正兑现孩子们的生命之托。

中教 论评

学校师生和父老乡亲自发为张伟送行。 张亮亮 摄

甘肃扩大贫困地区招生计划

省属高校招生计划下达到县
本报兰州3月25日讯 （记者 冲碑忠） 记者

今天从甘肃省招办获悉， 今年该省将通过多项措
施加大对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高校招生扶持力
度， 其中包括申报省属重点高校招收1500名贫
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

据介绍， 甘肃省将积极争取包括兰州大学和
西北民族大学在内的中央部属高校和省外重点高
校， 向甘肃增加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
划。 同时， 进一步扩大省属重点本科高校贫困专
项招生计划规模，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等6所高校招收1500名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专项计
划， 参照58个贫困县考生报名人数， 按专业分
解招生计划下达到县， 录取时使用高考成绩按考
生所报志愿分县投档录取。

此外， 甘肃省今年还将扩大专科层次单独招
生计划，在10所省属院校专科层次优质专业面向
58个贫困县实施单独招生，计划按今年招生规模
的10%下达，招生院校单独组织测试分县录取。

西安两“喂药”幼儿园
改公办园重新开园

本报讯（冯丽 记者 柯昌万） 违法私自给
幼儿服用处方药的西安枫韵幼儿园、 鸿基幼儿
园， 日前被依法吊销办学许可证， 并由民办园改
为公办园， 已于3月24日重新开园。

据了解， 枫韵、 鸿基两所幼儿园分别更名为
西安市莲湖区第五幼儿园和西安市雁塔区第三幼
儿园， 都属于西安市一级幼儿园。 “变身” 公办
幼儿园后， 两所幼儿园的收费标准较以前有所下
降， 保教费为每人每月90元， 伙食费每人每月
330元。 此外， 西安市教育局分别给两所幼儿园
选派了园长和副园长， 从西安市各知名幼儿园抽
调了上百名具备资格的保教人员、 厨师和保健医
生， 确保幼儿供餐、 卫生保健安全。 目前， 幼儿
园教学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当中。

□追踪报道

张伟还没来得及写完工
作安排， 就累倒在这张办公
桌前， 再也没有起来。

本报记者 李见新 摄

幼儿园“租”男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