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5 邮发代号1—10 微博：@中国教育报
ZHONGGUO JIAOYUZHONGGUO JIAOYU ＢＢＡＯＡＯ

2016年8月 日 星期四25
农历丙申七月廿三 第9774号 今日四版

公众号：中国教育报

网站：www.jyb.cn

●值班主编：张晨 ●值班编辑：钟伟 见习编辑：杨三喜 ●设计：白弋 ●校对：唐晓华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688

育改革发展动态教教

据新华社石家庄 8 月 24 日电 （记
者 齐雷杰） 530 名从高校定向招录的
选调生经过岗前培训后，日前奔赴河北
各地到岗工作，这其中包括100名清华
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生。近年来，河北
大力从全国一流高校定向招录选调生，
并将其作为加强全省干部队伍源头建设
的基础性工程、培养未来高素质执政骨
干的战略性工程。

河北探索建立了面向清华、北大等
院校定向招录选调生工作机制，吸引重
点院校优秀毕业生入冀工作，2014
年、2015 年已定向招录 151 名。在继
续招录选调生到乡镇、县、市工作基础
上，今年河北省首次拿出191个省直机
关职位定向招录选调生，涉及省委办公
厅、省委组织部等 37 个省直机关，实
现省、市、县、乡四级党政机关全覆
盖。在选调中，河北坚持“菜单式”招
录，确保其专业对口、人岗相适。招录
之后，加强对选调生的重点培养、跟踪
管理、监督服务，确保引得来、留得
住、干得好。

打通名校毕业生
入冀“绿色通道”

新疆

本报郑州 8 月 24 日讯 （记者 李
见新） 要足额落实今年特殊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 6000 元标准；确保到今年底全
省视力、听力、智力三类残疾儿童少年
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0%以上。这是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河南省特殊教育提升
计划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上获得的信
息。

自 2014 年河南省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实施以来，全省建设独立设置的特殊
教育学校144所，在校残疾儿童2.01万
人 ， 三 类 残 疾 儿 童 入 学 率 达 到
86.16%。全省 30 万人口以上的县、市
全部实现建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目
标。

河南提出，要建立联动机制和工作
台账，入村到户，一个人一个人调查统
计，真正摸清未入学残疾儿童的底数；
要对所有未入学的适龄残疾孩子采取合
适的教育安置手段，全部纳入学籍信息
管理系统，实现零拒绝、全覆盖；要认
真开展残疾儿童少年入学鉴定工作，能
随班就读的，要尽可能安排随班就读。
此外，该省还将加强普通学校资源教室
建设，为残疾孩子就近入学、随班就读
创造条件，在山区和边远贫困的农村地
区重点支持一批普通中小学附设特教
班，接收残疾孩子就近入学。

残疾少儿义务教育
入学率要达90%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开除患
病教师的事件，尽管家属等来了恢
复劳动关系和补发的工资，但并未
舒缓舆论对校方的激烈批评。原因
很简单，无情开除一个患重病的教
师，突破了作为教育机构的诸多底
线，触痛了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

博文学院不但破了一般的道德
底线，在法院判决“开除决定无效”
后拒不执行，也突破了法治底线。为
了一点小小的利益算计，就敢在法治
底线面前肆无忌惮，且毫无愧怍之
色，这种事情发生在学校，就不仅是
一个事关劳动纠纷的法律问题，更是
一个严肃的教育问题。不久前，教育
部刚刚发布了《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
治 宣 传 教 育 的 第 七 个 五 年 规 划

（2016—2020 年）》，为求得良好的法
治教育效果，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法治
教育提出了很高要求。不知道博文
学院是否考虑过，无论形式上多么重
视法治教育，这个藐视法院判决的
事实，是不是对法治教育的自我否

定呢？不要说这个事件和教育的核
心价值无关，在学生眼里，学校的
一切行为都是教育，而且是产生效
果最快的教育。在一个连法院判决
都视若无物的校园里，学生如何能
感受到法律的尊严，法治信仰又从
何 谈 起 呢 ？ 这 真 的 是 一 堂 恶 劣 的

“公开课”！虽然在舆论、行政力量
的施压下，校方道歉了、补偿了，
可这堂课的恶劣影响已深矣。

博文学院虽然是所有民办色彩
的独立学院，虽然可能有生存发展的
特殊难处，但既然办教育，就无法回
避舆论审视教育的目光。在中国的
文化传统里，人们更习惯于用“春秋
责备贤者”的目光看教育，今天也是
这样。不管是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
育，只要是在办教育，就承载着比其
他行业更多的道德期待。对身患绝
症的女教师，不但没有最起码的人文
关怀，反而将其推入绝境，这类事情
出现在大学，当然会触动社会的敏感
神经。舆论的震惊，原因就在于以一

般的社会评价标准看，学校不但是
传授知识的地方，更应该是代表社
会文明水准的所在，不能让市侩势
利裹挟校园。任何一个把患病员工
逐出门外的单位，都是为社会道德
所难接受的，何况是一所大学针对
一位患病教师。无论怎样表白自己
的 无 奈 ， 无 论 怎 样 表 达 自 己 的 歉
意，无论做出何种解释，恐怕都很
难挽回其受损的声誉。

“传不习乎？”要传授给别人的道
理，自己真信吗？自己践行过吗？先
哲曾子的自我追问，是一个教育者的
自我审视，同样应该是每一所学校每
一位教师都要面对的追问。事实上，
无论整个社会，还是具体到学生和家
长，都可能会用这样的标准来审视今
天的教育，审视教育者的一言一行。
要求学生接受的道理，教育者躬行在
先，方能取得更理想的教育效果，古
今中外的教育理论恐怕都得认这个
理儿。相比于患病女教师欲求续交
医保而不得，在同一座城市里，兰州

城市学院救助贫困新生的故事令人
感动。在这样的环境里，无须多少爱
心说教，学生的爱心一定会在充满爱
的环境里潜滋暗长。

良好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
如果没有必要的示范和行为感召，
就很可能沦为空洞无物的说教，倘
若说一套做一套，更可能变成被学
生嘲讽的对象。在今天的舆论环境
下，学校也好，教育工作者也罢，
所有言行都可能是晾晒在太阳之下
的“公开课”。面对公众的目光，面
对复杂的舆论，教育者尤其时刻不
能忘记自己的职业定位，不能忘记
教育担负的巨大社会责任。如果说
一个人是在“三省吾身”中获得精
神成长，那么教育精神的成长，同
样需要在不断反思中完成。

开除患病教师是恶劣的“公开课”
钟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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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了 ， 广 秀 ！”“ 年 轻 人 的 榜
样，一路走好！”

曾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全
国最美大学生村官”张广秀，因病情复
发于 8 月 21 日下午 4 时在山东省临沂
市去世，生命定格在30岁的青春年华。

最坚强的村官
“工作投入、做事踏实、意志坚

强，是广秀留给我的深刻印象。”鲁
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广秀的班主
任孙明告诉记者。

2009 年 8 月，张广秀从鲁东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思想教育专业毕业
后，被录取为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福
新街道办事处村官，担任垆上村主任
助理、团支部书记。在垆上村工作的
400 多天里，张广秀全身心投入到基
层工作，从大学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

“村民”。

翻开张广秀的日记，几乎每天都
有“替村民跑腿”的记录。从医疗保
险，到水费电费，只要是村民需要做
的，哪怕再小的事，她都乐意去做。

2010 年 8 月，垆上村接到通知，
要在 4 天内填写全村居民的健康档
案。全村有 760 人，一人一表，时间
紧，工作量非常大。白天张广秀在办
公室填表，晚上就抱着表格回宿舍接
着填。

就是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透支
了张广秀的健康。从 2010 年 9 月起，

“疼”这个字眼就不断出现在张广秀
的日记里：“疼得直不起腰来”、“钻
心般地疼”、“夜里疼得睡不着”⋯⋯
一旦身体不舒服，张广秀就给自己打
气：农村孩子不能这么娇气，不能

“怠慢”了村官工作。
在 2010 年 9 月 11 日的日记中，

张广秀这样写道：“连续两周不敢动

脖子、不敢写字，真是折磨人。这股
疼痛是我这么多年未曾体验过的，想
起以前连吃药、打针都数得清次数的
人，现在每天都疼得直流眼泪。”

为了激励自己战胜病痛而不耽误
工作，张广秀在日记的边角上写下了
密密麻麻的自勉警句：“疾病并不能阻
断我的工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疼得实在受不了，她就反复
吟唱一首自编的歌曲《明天会更好》。

不久，张广秀到医院检查，被确
诊为急性白血病 。“就在住院前一
天，广秀还跟我谈着明天要做的工
作，晚上加班到9点多才回去。”垆上
村村支书兼主任王子龙哽咽地说。

最贴心的村民
“她是我们村民最贴心的人，我们

平时都喊她‘闺女’。”垆上村的王大娘
抹着眼泪说。把自己融入到村民中，

“做最贴心的村民”，是张广秀生前的
一贯追求。

她在日记中写道：“作为大学生
村官，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作为农民
的一份子，虚心向农民学习，先当

‘村民’后当‘村官’。”
在前后当村官的 7 年间，张广秀

用自己朴实热情的工作态度，感染着
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住院前的一年多
时间里，她走访了垆上村大部分村
民，并经常和村民攀谈、聊天。

2014年新年一上班，重返工作岗
位的张广秀就挨家走访村里的老人
们，关心他们的生活。细心的她有个
习惯，就是常常揭开锅盖看看饭菜热
不热。

在年过七旬的李树汉老人眼里，
张广秀就像自己的孙女一样，乖巧、
肯干。李树汉是垆上村以前的老会
计，对村子的历史和发展情况很了

解。每当遇到不懂的问题，张广秀总
会去向老人咨询。“她经常跑到我家
里来问些问题，还帮着家里干点活
儿，我们之间一点距离感都没有”。

张广秀经常主动到樱桃园里帮村
民干活儿，樱桃熟的时候，还帮着大
家卖樱桃。“小姑娘干活儿特勤快，
和老百姓很贴心，经常来跟我们老人
唠嗑，她这个村官干得有模有样。”
说起张广秀，村民都满口夸赞。

对于工作，张广秀格外认真。每
天上班，她都会提前20分钟到岗，把
所有办公室打扫一遍，在同事们眼
中，她总是踏踏实实的。“广秀回家
治病的日子里，我们还真不适应，这
个孩子好学、能干。”王子龙告诉记
者，张广秀参与完成了垆上村几乎所
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福利发放
等工作，不管工作有多难，她都尽力
保质保量完成。 （下转第二版）

无悔的青春 有根的生命
——追记“最美大学生村官”张广秀

本报记者 张兴华

河北

河南

本报喀什 8 月 24 日讯 （记者 蒋
夫尔）“要深入推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精准资助，建立健全从学前教育到研究
生教育阶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新
疆教育厅厅长帕尔哈提·艾孜木今天在
喀什地区教育脱贫工作座谈会上表示，

“要确保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
学。”

记者从会上获悉，新疆将建立与扶
贫部门和民政部门联动的学生资助体
系，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积极推进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针对
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建
立完善资助管理跟踪系统，根据学生升
入不同的学段，妥善做好资助工作，确
保资助管理科学规范。

自治区要求，新学期各县市要仔细
梳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升学情况，充分
实施好国家、自治区和援疆省市政策，
给学生足够的温暖和关怀，不让一个学
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家庭困难学生
将获“精准资助”

8 月 23 日，许强华教授在“张
謇”号上查看诱捕笼。

古语说，“临渊羡鱼，不如退
而结网”。在新不列颠海沟，我国
万米级载人深潜器科考母船“张
謇”号上的“彩虹鱼”项目团队许
强华教授已经“结”了很多网，但
因深渊太深，仍然还在“羡鱼”。

许强华是来自上海海洋大学的
一位女海洋宏生物学家。此行她主
要是想探寻海洋 6000 米以下的深
渊极端环境下，生活了哪些宏生
物，它们如何适应高压黑暗的深海
环境，有哪些特殊的适应机制以及
深渊宏生物与近缘种有何区别等。

所谓海洋宏生物，是与海洋微
生物相对应、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海
洋生物。与这一专业的科学术语相
比，在“张謇”号上，大家都将许
强华的采样工作简称为“抓鱼”，
她也时常笑称自己是“渔夫”。

一路上风浪颠簸，许强华吃够
了晕船之苦。“吃尽千辛万苦我都不
怕。不过，宏生物是深渊中的高等
生物，目前在世界深渊研究中，采到
样品的概率都很低。但也正因为如
此，才更有科学研究价值。”许强华
说。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文/摄

深海“抓鱼鱼””的女教授的女教授

教育部提醒大学新生：

谨防以发放助学金
等名义的欺诈恶行

本报北京 8 月 24 日讯 （见
习记者 刘亦凡） 教育部今天发
布消息，8 月 24 日上午，教育
部注意到网上出现关于“山东女
生近万元大学学费被骗走”的消
息，郑重提醒大学新生，谨防骗
子以发放助学金等为名的欺诈恶
行。

教育部强调，国家建立了完
整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大学
新生而言，有助学贷款、奖助学
金、困难补助、勤工助学和“绿
色通道”等。只要有经济困难，
政府和学校都会给学生提供合适
的资助。

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学生尤
其是大学新生，无论是哪个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资助，不应要求学
生到 ATM 机或网上进行双向互
动操作。如有类似要求的，请先
向老师和当地教育部门咨询，千
万不要擅自按照对方要求操作转
账，以免上当受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