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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桃文村到文
岐小学要经过1500
米长的319国道， 这
段路是319国道江西
省上栗县境内道路
最窄、 弯道最多的
一段。 11年来， 不
管是严寒酷暑、 刮
风下雨， 刘锡全坚
持护送学生上下学
30万人次， 没有出
现过一例安全事故。

学生平安的“守护神”
———记江西省上栗县杨岐乡文岐小学教师刘锡全

■本报记者 徐光明

从江西省上栗县桃文村到文岐小学
要经过1500米长的319国道， 这段路是
319国道上栗县境内道路最窄、 弯道最
多的一段。 为了解决学生在上学、 放学
路上的安全问题， 上栗县文岐小学教师
刘锡全毅然接受了学校和家长们的重
托———护送学生上下学。 11年来， 不
管是严寒酷暑、 刮风下雨， 刘锡全坚持
护送学生上下学30万人次， 没有出现
过一例安全事故。

刘锡全不平凡的事迹获得江西省师
德先进个人、 江西省首届最美乡村教师
等荣誉称号。 2014年9月， 他被评为

“全国模范教师”。

11年风雨无阻护送学生
桃文村坐落在杨岐山风景区境内，

地势险峻， 319国道盘山而过。 文岐小
学是村里唯一一所学校， 建在位置较高
的山腰上， 90多名学生就住在山下离
学校2公里的桃花冲。 学生每天上学放
学必须沿着319国道行走1500米， 安全
一直是困扰村民们的烦心事。

记者与当地一名教师从山下的桃花
冲起步， 顺着盘山而上约有8米宽的
319国道， 徒步穿越了6道陡坡弯道和
多个可能发生塌方滑坡的险峰之后发

现， 这些陡坡和呈90度直角的弯道
夹在险峰之中， 形成“S” 形的险隘
关口。 路上不断有大货车高速行驶在
窄窄的路面上。 让人感觉每辆车经过
都与自己擦身而过， 稍有不慎就会被
呼啸而过的车辆剐走， 据同行的教师
介绍， 这段路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但
因为没有其他路可走， 孩子们不得不
每天走这条路。

每天下午4时， 下课铃一响， 学
生们陆续走出校门， 除了山上住得近
的和一小部分被家长接走外， 家住桃
花冲的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 分别排
成队走向319国道。 在刘锡全的护送
下， 一批批有序地沿着路肩回家。

11年来， 刘锡全风雨无阻、 无
怨无悔地坚守着。 他说， 小学生大多
生性顽皮好动， 就像一只只不肯安静
的小兔子， 时而打闹， 时而推挤， 带
着他们过马路， 常要多长几双眼睛，
时刻关注他们的动静， 及时纠正他们
不合规的举动……学生家长说， 刘锡
全就像一只护送小鸡的“母鸡”， 细
致周到、 尽职尽责， 让人感动。

这些年来， 究竟护送过多少个孩
子， 刘锡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他只
记得， 最多的一年， 他带过102个，
最少的时候， 也有80多个。

从刘锡全第一天带着孩子穿越险

恶路段上学时算起， 按照每年210个学
习日、 每天上学、 放学两趟计算， 刘锡
全已在1500米的天险国道上穿越了
4000多次， 凭着自己的细心和谨慎，
学生们毫发未伤。

与死神擦肩而过
每天两次行走在险象环生的国道

上， 尽管长期涉险而不伤， 但有两次让
刘锡全至今余悸未消。

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 刘锡全把这
段路上所有存有隐患的地方都摸得清清
楚楚，哪里可能会掉石头，哪里可能会塌
方，一路上不时提醒孩子们注意防范。

2008年5月27日早上， 刘锡全带着
近百名学生， 冒着暴雨从山下顺着国道
盘山而上， 突然一块一米见方的大石头
从山上滚了下来。 听到声音， 刘锡全意
识到可能要发生小面积山体塌方， 于是
立即朝队伍大喊“要塌方了”， 同时截
断了队伍。 在刘锡全的连推带拉下， 近
百米长的学生队伍让出了一个缺口， 近

百名学生毫发未伤地避开了从山上滚下
的大石头。

刘锡全按年级选出了5名路队长和1
名大队长， 分别负责所属班级学生每天
上学、 放学的交通安全事务， 他自己则
当起了学前班和一年级的路队长。 他还
根据交通规则和学生的行为规范制定了
10多条奖罚分明的规定， 比如， 列队前
进时， 学生走出路肩的白色警戒线， 路
队长要提醒这名学生， 提醒不听， 就会
扣这名学生0.5分， 并记录在路队本子
上。 再比如， 甲同学摔倒了， 身后的乙
同学迅速扶他起来， 乙同学便会获得1
分的奖励。 这个办法非常有效， 一些调
皮好动的学生， 在路上会听话很多， 一
些学生看见同学有困难， 也会主动伸出
援助之手。

由于上学路途险恶， 学生中午不愿
回家就餐， 所以每天早晨都会用保温桶
带午饭在学校用餐。 有一天， 刘锡全带
着队伍刚拐过了一个大弯， 突然一名学
生手上的保温桶盖子掉了， 因为队伍正
在陡坡上行走， 盖子朝山下滚去。 该学
生见状， 下意识地跑过去捡拾。 这时，
一辆拉煤的大货车从山上呼啸而来， 刘
锡全大喊一声， 提醒司机注意， 使大货
车避开了正在弯身捡盖子的学生。

此后， 刘锡全在自己制定的“交通
法规” 里加了一条： 任何人掉了东西，
当事人均不能情急拾捡， 只能由队长视
安全状况捡回来交给当事人。

他总是站在最危险的地方
走在这段学生每天穿越的1500米国

道上， 记者看到， 除了国道仅有8米宽
外， 国道两旁的路肩有的地方只有半米
左右。

每天早晨， 刘锡全都会带着一列整
齐的队伍， 从那里经过。 因为国道太窄，
地势险恶， 车流量越来越大， 所以学生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发生群死群伤的重
大恶性交通事故。 为了安全， 刘锡全总
是要求学生走在路肩里， 绝不允许他们
越过路上的白色警戒线。 但作为队伍的

“指挥官”， 他却经常要走在警戒线外。
一次， 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强行超越
一辆小轿车， 呼啸而过的大风， 让瘦小
的刘锡全一时头晕目眩， 差点被风带翻
在地。 当他几个趔趄清醒过来， 大货车
已经走远了。 直到把孩子们安全送到学
校， 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了下来。

（下转第三版）

8隔代养育如何避免心理暗伤
今日
导读 阅读缺乏症，病因何在？ 9

●值班主编： 张晨 ●值班编辑： 杨彬 ●设计： 李坚真 ●校对： 邹大洪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 xinwen@edumail.com.cn� ●发行热线： 010-82296886� ●广告热线： 010-82296888

2珍视传统文化莫误入肤浅化歧途

做新时代的好老师
特别报道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新浪微博

新疆昌吉州发布教职工健康状况调研报告，结果显示——

工作压力大影响教师身心健康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 “从报告

数据显示来看， 教职工的健康状况不容
乐观， 到了该高度关注的时候了。” 这
是记者日前从新疆昌吉州发布的教职工
健康状况调研报告中了解到的。 报告数
据显示， 工作压力大是影响教师身心健
康的“罪魁祸首”。

昌吉州有152所公办学校、 州直3
所民办学校、 县市3所民办幼儿园参与
了这次大病调查， 只有6所学校反映没
有大病患者， 其余152所学校工会都上
报了相关数据。 据统计， 目前该州在职
教职工17315人中， 有8626人患有十大
不同疾病， 占在职教师总人数的50%。

据负责此次调研的昌吉州教育工会
负责人时蕾介绍， 此次大病基本情况调
查中的“十大疾病” 主要是依据全国总
工会帮扶系统中大病标准而定， 调查对

象主要是学校在职教师， 分别按照性
别、 年龄、 教学阶段的不同， 通过截
取不同范围的在职教师为例， 对教师
身体健康状况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了
解。 根据教师大病情况数据来看， 昌
吉州教职工整体身体现状是不容乐观
的， 关注教师身心健康是势在必行之
事。 其中腰颈椎病比重最大， 高血
压、 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肝病所
占的比例也不小。 腰颈椎病、 精神
（心理） 疾病、 肺病已成为教师们的
几大职业病。

报告数据显示， 男教师总体患病
比例偏高。 男教师患病者中， 主要是
心脑血管病、肝病、糖尿病占据比例偏
大。 男教师的精神（心理）疾病比女教
师多1.8%。 教师肺病患病率也不低，
男教师比女教师多0.4%。 报告数据显

示，女教师癌症患病率比男教师略高，因
工作压力大，导致女性的“两癌”患病率
也相应增加。 昌吉州所属昌吉市在职教
师患癌症有21人， 其中女教师14人，患

“两癌”的女教师有10人，占71%。
报告数据显示， 教师用于工作的时

间较长。 根据问卷调查教师在校工作时
间8至10小时的2240人， 占83%； 除了
上课， 教师下班后业余时间1至2小时
用于备课、 批改作业、 个别辅导、 指导
课外活动、 做学生思想工作、 搞教育科
研、 家访、 学历进修等工作的1914人，
占71.2%； 早上8至9点上班的教师2055
人， 占76.2%， 下午7至9点下班的教师
1969人， 占72.9%。

时蕾表示， 根据大病情况统计和教
师健康问卷调查， 报告认为， 工作压力
大已成为影响教师身心健康的“罪魁祸

首”。 具体表现为， 社会压力带来的焦虑
感、 紧张感， 学校压力带来的抱怨感、
倦怠感， 学生压力带来的困惑感、 危机
感， 同行压力带来的不安感、 落差感，
自身压力带来的自卑感、 无助感等。

报告还认为， 中小学教师健康问题
亟待关注。 关心关注教师身心健康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情， 各级学校和各级部门
要做到以人为本， 尊重教师， 努力为教
师排忧解难， 关心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创设民主、 和谐的校园环境， 减轻教师
工作压力； 要树立为教师的身体健康服
务的意识， 为教师提供闲暇的机会， 做
到时间保证、 经费落实， 使教师放松心
情、 调节情绪、 恢复体力、 增强凝聚力，
多为教师提供闲暇的时间和机会， 促进
教师身体健康。

（相关报道见五版）

筇关注教师身心健康特别报道

甘肃提高甘南藏区寄宿生生活补助

海拔最高县每生1950元
本报讯 (记者 冲碑忠)� 记者日前从甘肃

省教育厅获悉， 该省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大对
藏区义务教育寄宿学生的资助力度， 再次提高甘
南藏族自治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补
助， 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补起， 海拔最高的碌曲
县、 玛曲县每生每年提高300元， 生活费补助达
1950元； 其他县区每生每年提高265元， 生活费
补助达1915元。

据了解， 甘南藏族自治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逐年提高， 2013年为每生
每年1650元。 提高后的补助标准， 高于该省对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000元、
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的生活补助标准。

近年来， 甘肃省出台一系列政策， 支持甘南
藏族自治州义务教育发展。 从2012年起， 该省
从校舍建设、 双语教师培训等多方面加大对藏区
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

刘锡全在护送学生上学。 饶良平 摄

湖南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计划

3年培育10万新型农民
本报讯 （记者 阳锡叶） 湖南省日前制定

“2014年试点、 2015年全面展开、 2017年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10万人” 的目标， 并将重点实施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345人才培养计划” 和“机构
体系建设计划”， 以满足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人
才需求。

从2012年开始， 湖南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试点工作， 2013年在14个试点县共确定培育
对象2.36万名， 已组织各类培训6080人次。

下阶段， 湖南将重点实施“345人才培养计
划”， 每年选送300名以上杰出职业农民到涉农
高校、 科研机构和国外学习取经； 实施“实用
人才学历教育提升计划”， 每年选送4000名以上
青壮年职业农民开展大中专学历教育； 实施

“骨干人才专业技能培训计划”， 每年安排5万名
新型职业农民开展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

革教育 筲改 发展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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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推免生”选拔网络面试
9月17日， 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田丽 （左上）

通过网络面试系统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对
话。 为降低学生赴考成本， 中国科大今年首次在
“接收校外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 考试中实行网
络面试， 考生可通过网络实时回答面试老师的提
问。 预计， 今年将有上千名考生通过网络面试接
受中国科大的选拔。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用心用情做好少数民族学生
教育培养工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北京9月17日讯 （记者 纪秀君） 今
天， 用心用情做好少数民族学生教育培养工作座
谈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
席并讲话。

座谈会上， 首师大党委书记张雪介绍了学校
用心用情培养新疆少数民族未就业大学生的做法
和经验， 受训学生代表谈了真切的体会和感受，
有关省市教育部门和学校交流了体会和感受。

“两年里，我们收获了海一般的深情厚谊。 我
会怀着感恩之心， 努力成长为和田家乡稳定和发
展的可用之才。”已经考上首师大文学院研究生的
第一批参训学员阿卜来提说， 学校提供最好的学
习生活条件，选拔最优秀的老师授课，领导和老师
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爱，我们深深懂得，只有将浓浓
的感恩情化成学习动力，才能不负期望。

鲁昕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 她
指出， 首师大服务国家、 奉献人民， 以心感人、
以情动人， 因势利导、 因材施教， 夯实思想基
础、 增进民族团结， 注重建章立制、 构建长效机
制的经验， 值得各地、 各办班学校认真学习借
鉴。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