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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乡村办学 情牵留守儿童
—记河南省淮阳县冯塘乡留守儿童学校校长朱秀霞
——
河南省周口
市淮阳县冯塘乡
留守儿童学校校
长朱秀霞， 举债
百万创办留守儿
童学校， 一肩扛
起教育当地近千
名留守孩子的重
任。 她用全部的
爱呵护着留守儿
童的成长， 被孩
子们亲切地称做
“朱妈妈”。

■本报记者

李见新

为了更好地照顾早产的儿子， 她
辞掉工作到幼儿园打杂工， 并与教育
结下不解的情缘； 为了让农村留守娃
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她举债百万创办
留守儿童学校， 一肩扛起教育当地近
千名留守儿童的重任； 她用全部的爱
呵护着留守儿童的成长， 被孩子们亲
切地称做“朱妈妈”。
她就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冯塘
乡留守儿童学校校长朱秀霞。

把照 顾 留 守 儿 童 当 做
毕生的事业
“我不敢相信， 自己的孩子会有
毛病。” 1999年， 朱秀霞不足7个月
的儿子出生时只有1.3公斤， 并被诊
断出智力发育迟缓。 这对当年30岁
的朱秀霞来说， 简直是晴天霹雳。
无奈， 朱秀霞辞掉了在冶炼厂当
会计的正式工作， 回到老家冯塘乡专
门照顾儿子。后来，儿子的身体状况好
转后， 朱秀霞到冯塘职高幼儿园做了
一名生活老师， 除了照顾儿子， 每天
还负责照料幼儿园孩子。
幼儿园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
朱秀霞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洒在孩子
们身上， 孩子们一见到她就叫“妈
妈”。 “时间一长， 我被这些纯真可
爱的孩子深深地感染了。 我当时想，
将来有机会自己也办个幼儿园， 把照
顾留守儿童当做自己今后唯一的事情

来做。” 朱秀霞说。
冯塘乡位于淮阳、 郸城、 沈丘
三县交界处， 地理位置偏僻、 经济
落后。 为改变生活状况， 当地大部
分年轻人纷纷外出到广州、 深圳等
地打工， 把孩子留在家里让老人照
顾。 由于家境贫寒， 很多留守儿童
到了上学的年龄也没有人管。 “庄
稼耽误了是一季， 孩子耽误了是一
生。” 看到家乡留守儿童的生活现
状， 朱秀霞办学的信心更加坚定。
2002年，朱秀霞在冯塘乡陈庄
村租房创办了留守儿童幼儿园。 谁
都没想到，她为这一决定付出了13
载青春，甚至成了她人生的目标。

办学13载成了“百万
身价”校长
幼儿园的孩子越来越多。
2005年， 朱秀霞租下乡兽医站的
老院子， 把幼儿园搬了进来。 当她
了解到方圆七八里没有一所正规小
学时， 决定创办留守儿童学校， 既
招幼儿园的孩子， 也招小学生。
2006年上半年 ， 朱 秀 霞 决 定
改善学校环境， 让孩子们在宽敞明
亮的教室里读书、 在平坦的操场上
自由自在地玩耍。 然而， 当时她只
有2万元。 靠着东挪西借的钱， 一
座 二 层 12 间 的 教 学 楼 建 起 来 了 。
教学楼启用那天， 不堪重负的朱秀
霞口鼻出血、 手脚瘫软， 累倒在校
园里。

2007年， 朱秀霞新建了23间普
通教室； 2008年， 新建了14间学生
宿 舍 ； 2010 年 ， 修 整 了 学 生 餐 厅 ；
2012年， 投资100多万元建起一座三
层有54间标准教室的教学楼。
为节省资金， 建楼时学校8名生
活老师全部参加义务劳动： 拉砖、 打
柱子、 运水泥、 送混凝土， 没日没夜
地干。 看到这一幕时， 建筑商韩彦华
感慨地说： “这哪里是建楼， 是在拼
命啊！ ”
“如今，楼虽然建好了，但砖头、钢
筋、地板砖、水泥等都是赊的……” 朱
秀霞一边带记者参观， 一边指着教学
楼内的建筑材料说。
就这样， 朱秀霞创办的留守儿童
学校， 从一张白纸发展到有36间标
准教室、 1间多媒体教室和1栋宿舍
楼， 办学条件全乡一流。
为了这一切， 朱秀霞不仅付出了
13年的青春， 还透支了自己的健康。
因长期过度劳累， 她患上了严重的疾
病， 先后做了3次手术； 为建好学
校， 她欠下了170多万元的债务， 被
人戏称为“百万身价” 校长。

让留 守 儿 童 学 好 吃 好
是最大的心愿
冯塘乡留守儿童学校现有974名

学生， 其中， 幼儿园323人、 小学部
651人， 留守儿童占全校学生总数的
80%以上。 如何让留守孩子在这里既
能学到知识又能弥补亲情的缺失， 感
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 是朱秀霞在
办学过程中一直努力的方向。
朱秀霞根据留守儿童 感 情 脆 弱 、
缺乏自信、 性格孤僻等特点， 在每个
班为留守儿童建档， 要求教师与留守
儿童结对帮扶； 教师每学期对所有留
守儿童家访一次； 每星期组织留守儿
童与父母通过视频对话； 在节假日、
父母生日时， 组织留守学生给父母写
一封亲情书信或打一个亲情电话； 对
家庭困难的孩子， 学校减免全部费
用。
13年的坚守， 朱秀霞情洒留守儿
童、 艰苦办学的事迹赢得了当地67个
村庄老百姓的称赞。 近日， 周口市委
书记徐光了解了朱秀霞的事迹后作出
批示： “乡村教师朱秀霞扎根农村基
层， 呵护留守儿童， 奉献教育事业，
事迹十分感人， 应认真总结宣传。”
面对社会各界的褒奖，朱秀霞却显
得很平静。她告诉记者：“我要让留守孩
子在校每一天都学得好、吃得好、玩得
好。下一步，我准备再租一块地，把幼儿
园分出去， 尽全力把幼儿园和小学办
好。 ”谈起未来，朱秀霞信心满怀。

西安基教改革评价结果发布
家长更加重视孩子综合素质培养
本报讯（冯丽 记者 柯昌万）近日，陕西高级人才事务
所有限公司作为独立第三方， 发布了西安市基础教育改革
2013-2014年度半年度评价结果。报告显示，西安基础教育改
革逐步呈现出整体教育教学质量和社会公平感提升的效果。
调查显示， 多数学生及家长对西安教育改革现状表示满
意， 并且认可西安义务教育整体环境的公平性。 在受访的学
生及家长中， 74.5%对西安教育改革现状表示满意， 65.3%
认为西安义务教育整体环境是公平的。 79.03%的学生及家
长认可改革后的民办学校“小升初” 招生模式的公平性。 学
生及家长在选择民办初中时对于学校升学率高低的重视程度
已 经 连 续 两 年 下 降 ， 从 2012 年 的 51.9% 下 降 到 2014 年 的
37.9%。 更多的学生家长意识到应该更加重视孩子综合素质
的培养。

宁波设首个特殊教育学前班
4名残疾儿童上了幼儿园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池瑞辉） 新学期， 宁
波达敏学校开设宁波市首个特殊教育学前班， 4个孩子成为
该班的第一批学生。
宁波达敏学校校长刘佳芬告诉记者， 7岁前是人类大脑
发育的黄金时期， 尤其是3岁前， 人体的各种潜能在此阶段
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 残疾儿童更是如此。“多年前，我
就想创办一个学前班，因为师资力量、教育设施、体制等因素，
一直没‘迈开腿’。 ”刘佳芬说，现在政府越来越重视特殊儿童
学前教育问题， 随着达敏学校新校舍的落成， 学校终于走出
了这一步。 在特殊教育学前班课程的安排上， 学校主要以培
养孩子的习惯和行为训练为主， 引导他们与其他孩子融合，
挖掘他们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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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江西理工大学：

跟班式推进预就业实习

留守儿童
警营七天乐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通讯员 安桂焕 田野）
“今年
暑期的实习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不仅实实在在地跟班学习
了一个月，还拿到企业发的600元生活补助，我非常高兴。 ”江
西理工大学材料学院金属材料工程2011级学生唐储伟说。
今年， 江西理工大学材料学院的学生在实习上有了更多
的自主权。学院将所有拟安排的实习企业全部“晾晒”，学生可
根据自己将来拟从事的专业方向、 企业所在区域等因素进行
自主选择，实习也就变成了“预就业”过程；在实习人数安排
上，严格按照“小班化”规模，每个实习企业安排15人左右，最
多不超过20人；全部实行“跟班式”，将学生根据企业车间或
工序分成若干小组，每组2-4人定期轮换，在企业技术师傅的
指导下，以实习员工身份学习和参与实际操作。

北京联合大学：
朝鲜族小学生在警营训练场上
荡秋千。 国庆期间， 吉林省公安边
防总队集安边防检查站启动“留守
儿童警营七天乐” 活动。 当地留守
儿童来到警营体验部队 生活 和 训
练， 学习国防知识， 玩小游戏， 度
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
管清江 摄

做一个文明的旅行者
■种潼薇
去年“十一” 黄金周时， 我
曾到北京八达岭长城游览， 在人
海中看到 这 样 几 个 不 一 样 的 身
影， 他们穿着亮眼的橘色工作
服， 背着装有垃圾和塑料瓶的袋
子下山。 “天啊， 怎么这么多垃
圾”、 “这得多重啊” ……一路
上， 不时传来身边游客的惊诧之
语。 迎着落日的余晖， 一步一

步， 他 们 带 走 了 堆 积 成 山 的 垃
圾， 留下了略带沉重的背影。
他们是八达岭长城景区的清
洁工， 在黄金周的数天里， 他们
清理了109吨垃圾。
这些清洁工们成为了景区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 他们用实际行
动向我们展示了乱扔垃圾给他们
带来的庞大工作量。 但游客的反
应似乎没有改善， 有些人把垃圾
丢到地上， 看到清洁工人那么辛

苦， 也只是尴尬地笑笑就走了； 有
些人觉得不好意思， 就丢到远处的
树丛里。 其实他们不知道， 丢得越
远捡起来越困难， 更加增大了清洁
工工作的难度和危险性。 随手带走
自己的垃圾， 举手之劳， 却少有人
能够做到。
作为一名游客， 看到辛勤劳动
的清洁工们， 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感到羞愧、不好意思，却难以弯下腰
把自己留下的垃圾捡起。 我们并不

新生军训演练反恐防暴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近日，北京联合大学2014级5000
余名新生在北京昌平盛华军训基地参加军训。 该校创新大学
生军训模式，逐步实现了主题军训、双语军训、素质军训。
近年来， 该校在军训中大力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在军训内容、 形式和过程中不断融入新理念。 该校把时政形
势与军训结合起来， 将国防教育特定主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结合起来， 2012年和2013年军训主题分别为“海
军与国防安全”、 “空军与国防现代化”。 在今年“反恐防暴
与国家安全” 的主题军训中， 突出武警训练科目擒敌拳、 匕
首操、 反恐防暴综合演练、 学生特训营， 锻炼学生配合相关
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并紧急处置的能力。

■

/八/面/来/风/
是没有随手带走垃圾的意识， 我们
缺少的是带走垃圾的行动。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行不一，
思过本该是改过的起始， 但若是改
正只停留在口头， 甚至所有的否定
都指向他人，却独独放过自己，那么
这种指责就变成一种集体的诿过。
带走什么， 是一种行动， 带走
的是应该自己负责的垃圾； 留下什
么， 是一种态度， 留下的是做文明
中国人的决心。 明确了态度， 更要

付诸行动， 只有真正地做到才是真
正地改过。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把自己的
垃圾带走、 扔到该扔 到 的 地 方 做
起， 做一个文明的旅行者。
（作者系北京市京源学校学生）

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

主动担责认真履责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华中师大共建教育数字出版联合实
验室 根据协议约定， 双方将围绕学习资源数字出版、 信息
技术学科教学应用、 云端一体化学习服务开展一系列关键技
术研究和资源、 工具开发， 并联合培养学习资源数字出版方
（
程墨 汪亮亮）
向的青年骨干人才。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线路设计决赛在陕西铜川
举办 大赛由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等主办。 进入决赛的10支队伍将爱国主义教育
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旅游活动中， 以当代大学生的视角， 体
现了对革命精神的传承鼎新和对中国梦的追求。
（李雪）
●“中国书写文化研究中心” 在中国传媒大学成立 该
中心以“中国书写”为核心理念，重视“中国书写”的传播文化
内涵与审美文化特质，强调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书写”的工
具文化和审美文化价值，将招收和培养国内外硕士、博士研究
生，接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访问学者。
（宣萱）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姜斯宪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
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 是我们党
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严格党要
管党、 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和要
求。加强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对
上海交大来说， 关系到学校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全面深化改
革、 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全
局，关键是要加强制度体系、监督
体系和责任体系“三大体系”建
设，强化责任落实，从严、做细、求
实， 不断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和反
腐败工作迈向新的格局。
一、强化制度建设，让制度管
根本、管长远
注重学校治理顶层设计，坚
持以责任制为龙头， 健全学校党
风廉政与规范管理制度体系。 建
立完善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领导小组、 宣传教育领导小组等
工作机制，党委（常委）会定期专
题研究部署，加强分析研判、组织

协调和落实督办， 确保反腐倡廉
工作与学校重大改革举措、 各年
度重点工作同步谋划、同步部署、
同步推进。 推进内部控制体系建
设，逐步建立完善学校预算管理、
内部审计、 风险防控等一系列内
控制度，并以新核准颁布的《上海
交通大学章程》为契机，加快完善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
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 进一
步明晰学校管理体制与管理机构
的“职、责、权、利”。定期实施制度
的规范性、廉洁性清理，推进“立
改废”工作，构建学校治理规范化
制度体系。 规范各级领导班子决
策管理， 在全校二级单位全面推
进党政联席会议决策机制建设，
以综合预算改革为核心推进“院
为实体”综合改革的契机，制定落
实院系“三重一大”制度，建立健
全内部议事决策规则和民主参与
程序， 定期组织开展执行情况专

项检查。
二、强化监督检查，风险防控常
抓不懈
坚决从严执行 《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各项规定，针
对领导干部办公用房、公务用车、出
国出境、“三公经费” 管理等整改重
点任务一抓到底，明确执行标准、细
化整改方案、着力建章立制、公开整
改结果。 加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廉
政风险防控，针对高校考试招生、科
研经费管理等违纪违法问题易发多
发领域，规范和监控关键部门、关键
岗位、关键环节的权力运行，坚持把
制度约束和防控措施具体落 实到
位。大力推进校务、院务公开和党务
公开， 建立并深化学校信息公开制
度， 充分利用学校主页、 校情通报
会、 党风廉政情况通报会等沟通平
台。
三、强化责任落实，鼎力支持纪
检监察部门履职尽责

健全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
系， 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强化自觉
履责意识，带头落实“四个亲自”。校
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贯彻“一岗双责”
要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有分工、落
实有项目、日常重督办，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主体无缺失、责
任全覆盖的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 体
系。完善协同配合机制，加大监督执
纪力度， 加强办信查案工作的组织
领导， 注重发挥各部门在信访举报
和案件查处中的工作合力。 涉及重
大案件由分管校领导与纪委牵头协
调相关部门， 共同研究确定案件查
办的方案和途径， 建立学校财务管
理、 资金使用等信息的互通共享平
台。 重视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
设，配齐配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注

重干部选聘和选拔输送。 紧紧围绕
管理重心下移， 抓紧推进二级单位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建立纪检
监察干部业务培训年度规划， 推进
“上海交通大学廉政治理研究中心”
的筹建， 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干部和
学校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研究水平。
作为高校党委书记， 要不断增
强“第一责任人” 意识， 真正把落
实主体责任放在心上、 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 切实肩负起党风廉政建
设的政治责任， 进一步提高学校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效
应和科学化水平， 为创建与时代发
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
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坚强的 组 织 保
障。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笔谈

长郡中学110周年校庆公告
湖南 省 长沙 市 长 郡 中 学 定 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 隆 重 举 行 110 周 年 校 庆 典 礼 ， 特 此 公 告 ， 敬
祈周知。
长郡中学全体师生期盼海内外校友及曾
经在学校工作过的领导、 老师回 “家” 团聚。
长郡中学 110 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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