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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的亢
奋总会消失，但
已经依赖于外界
给予过度呵护甚
至娇宠的少年，
却难以回到正常
学习和生活的轨
道。

开门办教育 群众更满意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推动家校社会合作育人纪实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姚芳

近日， 记者在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海源社区采访， 活动室里传来阵阵优美
的歌声。 原来， 这是北竹岛小学的专业
声乐教师王斌， 正在这里以志愿者身份
指导社区居民合唱团练歌。 “这是环翠
区教育局‘智慧学堂’ 组织开展的‘圆
梦社区’ 免费送教活动， 我每周都来上
课， 帮助社区里的大爷大妈圆唱歌梦。”
王斌说。

社区免费送教只是威海市环翠区开
门办教育的一个缩影。“我们不仅要敞开
大门办教育，还要以开放的理念和心态，
积极主动地融入民众、融入社区、服务社
会，推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合
作育人。 ”环翠区教育局局长高军说。

开放校园 数字平台
家长进校成常态

开放校园， 让家长走进学校， 了
解、 参与和监督学校管理， 为学校的发
展出谋划策， 成为环翠区开门办教育的
第一步。 目前， 全区学校已建立班级、
年级、 学校三级家长委员会， 招募家长
志愿者6000余人， 家校携手让家长成
了学校教育的“同盟军”。

塔山中学每年都有“学校开放月”，
家长随时进学校， 参与并督查学生饮
食、 卫生、 安全管理。 威海五中每一位
学生家长可针对孩子的弱势学科， 填写
自主预约听课单， 走进校园听课， 与老
师沟通交流。 古寨中学在“家长驻校”

活动中， 收集了16条建议， 并根据家
长的意见建议， 实施午餐主食多样化、
升降课桌椅更换等举措。

环翠区还让家长走上“讲台”。 国际
中学打造家长版“百家讲坛”，开设了理
财、厨艺、青春对话等系列特色课程。 实
验小学邀请学生家长、 威海市民族管弦
乐团团长董德胜担任笛子校本课程的校
外辅导员。 统一路小学家委会组织开展

“超市导购员体验”等社会实践活动。
2012年， 环翠区教育局又建起了

“环翠数字校园”， 分设家教百花园、 学

科指导、 德育天地、 关爱行动等10多
个子栏目， 每个班级开通一个交流互动
平台。 全区共900多个班级平台， 班主
任当版主， 家长可以和班主任进行“一
对一” 沟通。 区教育局网管中心数据显
示， 80%的家长经常通过数字校园平台
浏览学校情况， 观看课堂教学视频， 和
任课教师交流。

环翠区还借助教育信息技术， 相继
研发了办公协作、 校车监管、 校园安全
及学校食堂安全监控平台， 所有公办学
校食堂监控与教育局安全监管中心实现

联网， 建起“透明食堂”， 设立“校园食
堂家长驻岗台”， 每周至少有1名家长志
愿者随时入校监督食堂加工、 出售、 消
毒、 服务全过程。

深入家访 培训家长
教师常进学生家

环翠区教育局建立家访责任制， 深
入推进区域“爱心行动计划”， 组织教师
家访专题培训， 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
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和家长一起
制定学生个性化成长方案。

城里中学有个“清泉润蕾之家”， 老
师们发现问题后， 定期家访帮助家长和
孩子们解决学习困难、 家庭贫困、 心理
自卑等问题。 初三学生美林因父母离异，
心理受影响很大， 叛逆情绪严重， 王在
玲老师通过多次深入家访谈心、 邀请家
长到校交流沟通， 逐渐打开了孩子受伤
的心结。

塔山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学生罹患癌
症， 班主任刘洁玉老师坚持每周五上门
家访， 为孩子送去特殊的关爱， 并召开
任课教师会， 共同关注孩子的发展状况。
刘洁玉还找了几个善解人意的女孩组成
“爱心联盟” 小组， 主动和这名学生交流
互助， 陪伴她一起度过最灰暗的时光。

（下转第八版）

环翠区围绕
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坚持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
依托教育资源优
势，大力推行“开
门办教育”，切实
让每名学生在家
门口便可享受到
优质均衡的教育
服务， 努力做到
学有所教、 学有
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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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4年投1.2亿元
发展特殊教育

本报讯（记者 曹曦） 黑龙江省第二期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特殊教育推进会近日召开。
近4年来， 该省财政投入资金1.2亿元发展特殊教
育， 有29所特殊教育学校通过省级标准化评估
验收； 建立40个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建设实
验区、 80所实验学校； 省级培训教师2000多人
次， 省级“医教结合” 实验学校已达20所。

黑龙江省要求，各地要坚持“全覆盖”、“零拒
绝”工作原则，对残疾儿童少年逐一作出安排，努
力不让一个残疾孩子失学。到2016年，该省视力残
疾、 听力残疾和智力残疾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
教育入学率要达到90%以上。

黑龙江省强调， 要按规定落实特殊教育学校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今年要达到4000元，2016年
要提高到6000元以上。 要抓好特殊教育教学模式
改革，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各地要严格按照
3.1∶1的生师比配齐教职工。 要加快推进学校标
准化建设，到2016年各地特殊教育学校都要达到
省级相关标准。

教育部追授魏玉川同学
“全国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 宗河） 2014年10月1日， 兰
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2013级学生魏
玉川，在途径兰州市黄河北岸西面滨河路时，不顾
个人安危， 纵身跃入湍急的河水中营救一名遇险
女孩，不幸被水流卷走，壮烈牺牲，年仅21岁。 为
表彰魏玉川同学的先进事迹， 教育部近日决定追
授魏玉川同学“全国优秀大学生” 荣誉称号。

教育部指出，魏玉川同学在人民群众生命受到
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不怕牺牲、挺身而出，用满腔
热血和宝贵生命诠释了当代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
和崇高使命。 他的英雄壮举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临
危不惧、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展示了当代青年学子
的精神风貌与优秀品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典型模范，是全国大学生的优秀代表。

教育部强调， 各地教育部门和各高等学校要
组织广大学生向魏玉川同学学习， 学习他挺身而
出、 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 学习他奋不顾身、 不
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学习他乐于奉献、 甘于献身
的高尚情操。 要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 深入研
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和大学生成长成
才规律， 服务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不断提高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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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瑞
昌 通讯员 陈光明） 今
年9月， 江苏农林职业技
术学院迎来“方源班”
的21名学生， 在这里他
们将“修炼” 3年， 最终
进入现代农场成为“农
场主”。 这是学院2013年
面向太仓市招收“农业
技术与管理” 专业55名
学生后， 再次通过财政
资助学费、 学成安排就
业的方式定向培养现代
职业农民。

江苏是经济大省， 也
是农业大省， 但农业的再
发展问题十分突出。 农业
科技人员和农业经营人员
匮乏， 农村从业劳动者年
龄大， 且多为外乡人来承
包种地， 本地年轻人基本
不从事农业生产。 针对这
样的现状， 江苏农林职技
学院根据现代农业发展需
求， 尝试与地方政府合作
定向招生、 适岗培养新型
职业农民。 这批学生入学
前与地方政府签订“定向
培养与就业协议书”， 学
费由财政全额补贴， 正常
毕业后由政府统一安排到
村镇农场工作。

“今年我们与江苏方
源集团合作进行订单式培
养， 面向应届高中毕业
生， 拿出正规招生计划，
通过4月的自主招生考试
择优录取了21人。 现在看来， 当农民也成了职
业选择的‘香饽饽’ 了。” 学院副院长简祖平告
诉记者。

“随着现代农业的迅速发展， 社会对具有良
好职业素养新型农民的需求越来越大。 搞农业不
仅仅是干体力活儿， 新型职业农民需要专门化培
养。” 简祖平说， 学院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岗位能
力培养目标， 多次与地方和企业商讨， 共同制定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构建以“农业生产技术、 农
业管理技术、 农业信息技术、 农业装备技术” 为
核心的现代农业课程体系， 编写课程标准和校本
教材， 设计教育与培养方式。

（下转第三版）

“小英雄”陨落不仅仅是自我迷失

■顾骏

雷楚年， 6年前的“抗震小英雄”，
当年全国抗震救灾英模报告团37个成员
中唯一的学生， 如今因涉嫌诈骗等多个
罪名， 等待着法院的宣判。 巨大落差让
人不能不反思在雷楚年身上发生的一切。

对于雷楚年的堕落， 流行的观点
认为他在获得英雄少年称号后自我膨
胀， 价值观、 人生观发生变化， 爱慕
虚荣， 不够踏实。 言下之意， “小英
雄” 陨落主要是自我迷失的结果。 这
种推断既没有反思， 一个15岁的少年
本身人格尚未定型， 哪来价值观、 人
生观转变？ 也没有追问， 令他迷失的

“迷雾” 又从何而来？ 更没有思考， 优
越学习条件何以未能让他健康成长？
当然， 在“小英雄” 蜕变为诈骗嫌疑
人的过程中， 雷楚年是有责任的， 但
至少在15岁到18岁这尚未完全成年的3
年中， 除了个人责任之外， 一定还有外
部因素影响了他的成长。

平心而论， 作为一个平时就胆大敏
捷的少年， 雷楚年奋勇回教室救助同学
的行为， 确实可圈可点。 但到底出于利
他天性， 即古人所言的恻隐之心、 侠义
之气， 还是明确的道德信念下的自觉选
择， 我们无法断定， 毕竟应该都有可
能。 人的行为动机是多层次的， 道德本
身的构成也是多层次的， 从朴素的道德
情感到理性的道德认知， 再到自觉的道
德意志， 对应着不同阶段的道德人格。
但“小英雄” 的标签一经贴上， 人物一
下被拔高， 再经过“英模” 巡回演讲的
反复强化， 危急时刻寻常少年无暇细想

的义举， 不但在公众眼里， 更在雷楚年
自己内心被固化为“高度自觉的道德抉
择”。 官方的奖励纷至沓来， 远远超过
这个年纪的孩子能够承受的程度， 让雷
楚年失去了对“自己是谁” 的合理判
断。

民间的好处也接踵而至， 更让雷楚
年从惊喜变得习惯， 从习惯变得依赖。
全社会的亢奋总会消失， 但已经依赖于
外界给予过度呵护甚至娇宠的少年， 却
难以回到正常学习和生活的轨道。 一次
义举就得到如海的鲜花、 掌声， 还有物
质好处， 让努力也未必能收获预期效果
的高中学习变得不可忍受， 这才更有可
能是他经常逃课的深层次原因。

更为可惜的是， 那所重点高中在如
愿录取“小英雄” 之后， 除了为他量身
定做教学计划外， 并没有针对一个心智
尚未成熟的少年所遭遇的环境突变， 专
门设计“心理干预”， 以增强他面对名利

膨胀的清醒和定力。 在家庭教育本来就有
欠缺， 社会又明显浮躁， 只有学校可能让
他摆脱多余的捧场和夸张的拔高， 重新知
道“我是谁” 之时， 不知学校有没有发挥
过这样的作用？ 从其后来人生轨迹不难看
出， 雷楚年在高中阶段最需要的不是学业
补课， 而是心理和人格的健全和完善，
“小英雄” 需要在道德成长上迈进一个新
阶段。 在前一个方面， 学校是有所行动
的， 而在后一个方面， 就没见任何报道。
在雷楚年最需要外界给予帮助的一个环节
上， 最可能也最应该给予帮助的学校， 显
然错失了机会。

初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在一片叫好
声中迷失自我从不鲜见。 帮助具有道
德潜质的个人尤其是青少年走向道德
自觉， 在实现其人生升华的同时， 为社
会提供一个持久的道德标杆， 是一个
期待更多道德模范的时代需要重点解
决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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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合作育人最大效益
威海市环翠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常红军

近年来，环翠区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依托教育资源优势，大力推行“开门办教育”，通过
优化城乡学校布局、加大农村及薄弱学校投入力度、强化优质
师资队伍配备、优化教育服务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切实让每名
学生在家门口便可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服务， 努力做到学
有所教、学有优教。

在“开门办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我们通过集中优质资源
办教育，最终让全区的学生、教师、家长及广大群众实现了共
同受益。 一方面，坚持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去”，组织广大教师
志愿者利用专业知识，深入社区，为广大群众提供贴心的教育
服务，使社区居民和家长在乐学爱学中享受多彩的业余生活；
另一方面，积极引进社会教育资源有益补充学校教育，通过学
校、家庭、社区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为学生搭建更为广阔的
学习成长平台，实现合作育人的最大效益。

学校自编宪法知识读本

11月4日，锦州市士英小学
学生有了宪法知识读本。 日前，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中小学纷
纷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知
识读本，作为法制课教材，让中
小学生从小识宪法、懂宪法。

李铁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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