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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东省青岛市崂山二中
教师刘晓玲的家，客厅最显眼处
的墙上贴着一张奖状。奖状的主
人不是刘晓玲，而是她远在万里
之外新疆的学生古丽胡玛尔·瓦
哈甫。

这张奖状的背后，是一份跨
越时空的民族团结情。

爱哭的孩子，找到了
成长的自信

日历翻回到 16 年前。2001
年 8 月，新疆阿图什市第一中学
初中毕业生古丽胡玛尔，考上了
崂山二中内地新疆高中班。

从未出过门的古丽胡玛尔既
高兴又担心，陌生的环境和遥远
的距离让她带着复杂又纠结的心
情来到了崂山二中。

开学后，读预科的古丽胡玛
尔的初试成绩不理想，排在班里
倒数第二名。她上课不会用电
脑，也听不大懂老师说的话。

“她来的时候，黑黑的、矮
矮的、小小的。”这是崂山二中

新疆班教师刘晓玲对古丽胡玛尔
的第一印象。

性格较犟的古丽胡玛尔感觉
学习跟不上，想回家。虽然没有
说出口，但她的小心思被刘晓玲
看在了眼里。为了接近不爱说话
的古丽胡玛尔，刘晓玲选择找她
帮忙——“你教我维吾尔语，我
教你汉语”。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古丽胡
玛尔说：“她是老师，完全可以
找我去谈话，但刘老师没有这样
做，让我很感动。”

一边学习维吾尔语，一边用
普通话聊天交流，谈天说地中，
古丽胡玛尔终于笑了。刘晓玲想
要一个维吾尔族名字，古丽胡玛
尔送了个“阿依古丽”给她，是

“月亮花”的意思。
之 后 ， 刘 晓 玲 想 了 很 多

“招”，慢慢打消了古丽胡玛尔放
弃学业回家的想法。在校园里，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形影不离的两
朵“月亮花”。

两个月后的期中考试，古丽

胡玛尔的成绩突飞猛进，进入班
里前十名，爱哭的她找回了自
信。刘晓玲发现，古丽胡玛尔跑
步速度很快，就鼓励她参加学校
运动会，100米和 400米比赛都拿
了第一名。高一时，她考了全年
级前40名，插班到当地班学习。

刘晓玲不再是古丽胡玛尔的
班主任了，但对她的关心从未减少。

“刘妈妈”的爱，伴随
她一天天成长

到了高三，古丽胡玛尔的心
思一度没有完全放在学习上，成
绩大幅下降。距离高考还有 3 个
月，一天中午，她发现枕边有一
封信，是刘晓玲写给她的。

看完这封信，她冲出门，流
着泪扑在刘晓玲怀里说：“我可
不可以叫您一声妈妈呢？”从那
天起直到现在，她都叫刘晓玲

“刘妈妈”。
“当一名警察是我从小的理

想，但碰到刘妈妈后，我改变了
想法，想当一名刘妈妈这样的老

师。”古丽胡玛尔说。高考后，
她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在大学
里入了党，还成了一名热心公益
的志愿者。

2009年大学毕业，古丽胡玛
尔接受刘晓玲的建议，回到南
疆，在阿克陶县第一中学当了一
名教师。

“要懂得感恩。”古丽胡玛尔
记住刘晓玲的话，回到家乡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了支持
她，刘晓玲从青岛寄去了募集到
的 42 箱衣服，给班里有需要的学
生。古丽胡玛尔像刘晓玲一样，
给学生讲故事，让学生爱上自己，
爱上她的课。 （下转第二版）

青岛教师刘晓玲和新疆内高班学生古丽胡玛尔亦师亦友16载——

一张奖状背后的“民族团结情”
本报记者 蒋夫尔

8月13日，学生和市民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向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当日，全
民族抗战爆发 80 周年暨“八一三”淞沪抗战 80 周年纪念活动在上海市的淞沪抗战纪念
公园举行，各界代表缅怀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英烈。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日前，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
校推进“万师访万家”活动常
态化制度化，以家访活动为主
渠道，组织广大教师主动上门
宣讲防溺水、防交通事故知
识，通过家校携手、校社联
动，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2016 年 5 月，江西在全
省中小学 （含中职学校） 部署
开展“万师访万家”活动，得
到了全省教育系统的积极响
应。截至今年 5 月，全省共有
15.8 万余名教师家访了 284.3
万 户 家 庭 ， 征 集 家 长 意 见
220.7 万条，家长满意度反馈
达90分以上。

江西把“万师访万家”活
动与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
式、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相结合，引
导党员教师把党性锻炼有机融
入“万师访万家”活动中，全
面提升中小学党组织建设水
平。同时，把“万师访万家”
活动与落实教育精准扶贫、与
关爱留守儿童、与加强和改进
师德师风有机结合，各地各校
紧密结合教育精准扶贫要求，
全面准确掌握学生家庭情况、
学业和思想变化情况，建立完
善贫困学生档案，扎实做到不
漏一户、不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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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柴葳）“调
查发现，家长普遍对校外辅导机
构教师的专业性和流动性存在担
忧，对教师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技
能存在疑虑。”日前，在中国教
育学会举办的“新政策·新趋
势·新技术 学术引领服务升级
——2017 年中国教育学会会员
日”活动上，中国教育学会项目
办公室学术部研究员杨森发布了

《2017 年辅导教育行业教师专业
发展现状与培训诉求调研报告》。

此次调查分别针对 2056 个
家长样本和702个校外辅导机构
管理者、教师样本展开。调查显
示，在校外辅导机构教师学历构
成方面，本科以上学历占绝大多
数，其中不乏名牌大学毕业生。

在教师应聘前培训、岗前培训、
在岗培训方面，大多有师范院校
背景的教师接受过以应试为目的
的教师资格考试培训，参加过以
学科知识和教学方法为主的机构
内部培训和以集体讨论为主要形
式的在岗培训，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校外辅导机构对教师培训的关
注度。

“当前校外辅导机构竞争激
烈，对辅导机构及教师提出了更
高要求，但合格教师的培训周期
相对较长。目前，辅导机构教师
培训者以机构内部优秀教师为
主，主要内容集中在学科培训，
培训内容设计不合理，缺乏系统
化培训课程，对调查中反映出辅
导机构教师在教学方法、教育

学、心理学、职业规划等方面的
强烈需求关注不够，专业性难以
保证。”杨森说，这些问题的存
在构成了校外辅导机构教师流动
性大的部分因素，也是调查中家
长担忧的一个核心问题。

调查显示，受适应性和认可
度影响，任职 6 个月以内的教师
离职率最高，达36%。任职3年
至 5 年的教师位居第二个离职高
峰，而 81%的校外辅导机构教
师教龄不满 5 年。以 3 年至 5 年
教龄群体为例，离职率与教学积
极性成正比，这部分教师大多为
教学积极性降低下的主动离职，
职业规划不清晰、薪资福利增长
不明显、职业发展遭遇瓶颈成为
这部分群体主动离职的主要动

因。
目前校外辅导机构教师培训

模式主要包括先培后筛、先筛后
培、培筛同步三种，均需面对培
训效率偏低、参训积极性不高、
培训成本偏高等短板，亟待建立
系统化、细分化、多层次的校外
辅导机构教师培训体系。

好未来教育科技集团人力资
源高级总监陈体銮坦言，辅导机
构内部教师管理数据相对简单粗
放，评价标准完全依赖市场，而
缺乏对教师全方位、多层次的科
学评价。奥鹏教育副总经理任强
则认为，校外辅导机构教师评价
标准亟待完善，从评价标准出
发，同时面临着辅导机构教师培
训升级换代的巨大需求。

培训形式单一、内容设计不合理、专业性难以保证，调查显示

校外辅导机构教师培训亟待升级

本报讯 （陈晓东） 日前，宁
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召开党组会
议，专题研究教育精准扶贫工作
并制定全区2017年推进教育精准
扶贫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宁夏将完善教育
精准扶贫工作信息库，建立全区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信息库，
将贫困家庭中正在接受教育的各
学段学生进行全面登记造册，建
立档案，动态管理。对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享受资助情况进行
全程跟踪，因情施策，确保其获
得有效资助，完成学业；建立

“两后生”信息库，各县区将做好
初、高中毕业生摸底工作，建立
本地初中毕业生未升入高中、高
中毕业生未升入大学学生名册并

采取积极措施，因人施策，引导
其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或参加职业
技能培训，组织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和未升学
的高中毕业生到中职学校免费接
受职业教育或职业技术培训，并
优先保障“两后生”在就业前景
好、待遇优的专业就读。

同时，宁夏鼓励和支持中、
高等职业院校面向贫困地区和建
档立卡贫困户开展职业培训和技
能鉴定；建立普通高校定点帮扶
机制，遴选区内 9 所公办普通高
校定点帮扶贫困县区，充分发挥
高校学科优势、科技优势和智力
优势，为贫困地区在人才培训、
区域规划、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等方面提供帮助与服务。

宁夏推进教育精准扶贫
遴选9所高校定点帮扶贫困县区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记者
近日从陕西省西安市人社局了解
到，西安出台全链条保姆式政策，
吸引和扶持大学生在当地创业。

根据政策，毕业学年高校毕
业生可申请参加创业培训，享受
不超过 2000 元创业培训补贴。5
年内取得毕业证书或年龄小于 35
周岁的大学毕业生 （含研究生），
可申请参加创业实训，享受每月
1000元创业实训补贴，享受期最
长不超过 3 个月。毕业两年内大
学生或在西安市初次创业在校大
学生实现自主创业的，给予3000
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对获奖项目
落地西安、正常经营半年以上
的，给予一次性无偿资助 5 万—
20万元。

针对大学生不同创业时期，

西安建立以创业担保贷款为龙
头、大学生创业贷款为特色、劳
动密集型企业贷款为补充的“三
位一体”政府金融扶持体系。高
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或合伙创业
的，自有资金不足部分，可申请
创业担保贷款，最高10万元，每
增加一名合伙人增加10万元，最
高不超过 50 万元。近 5 年毕业或
年龄小于35周岁大专以上高校毕
业生创办的小型法人企业，创业
项目资金不足或扩大规模均可申
请大学生创业贷款，最高 50 万
元，期限一般为两年，财政 50%
贴息。大学生创办的劳动密集型
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请最高
不超过 200 万元的劳动密集型企
业贷款，期限不超过两年，基准
利率财政全额贴息。

西安全链条扶持大学生创业
建立“三位一体”政府金融扶持体系

刘晓玲 （右） 与古丽胡玛尔亲密合影。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资
助政策像阳光照亮了我的生活，
我拥有了追求梦想的力量。”杨会
芳2012年考入邯郸学院、毕业后
成为曲周县幼教特教中心幼儿教
师，是河北省学生资助政策的获
益者之一。

10 年来，河北省坚持以“精
准资助与资助育人”为导向，不
断提高学生资助水平，已实现所
有学段、所有学校和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全覆盖。自 2007 年以来，
河北省结合本省实际，建立健全
省、市、县三级组织机构设置，
资助体系逐年完善，资助对象逐
年增加，资助内容逐年丰富。全
省共出台近30个相关文件，不断
加强对学生资助全过程监督和管
理，强化责任追究，确保助学金

发放公平、公正、公开。
据统计，自 2007 年至 2016

年，河北省已累计资助中职学
校、普通高中、义务教育阶段、
学前教育、大学教育学生近 1454
万 人 ， 累 计 资 助 金 额 近 296 亿
元。年资助金额由 2007 年的近 7
亿元迅速增长至 2016 年的近 50
亿元。截至2016年底，河北省共
下达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省级补助
资金 1382 万元，资助学生 3.3 万
人；享受中职建档立卡资助政策
学生5861人，下达中职学校建档
立卡省级补助资金 91.6 万元；资
助高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5639 名，共免除学费 2491.8 万
元，免除住宿费 372.8 万元，免
除书本费 195 万元，本专科生共
发放助学金1774万元。

河北10年资助学生296亿
惠及各学段学生1454万人

“截至 8 月 12 日下午，涉及
已录取震区学生的16个学院，对
四川、新疆震区的 2017 级 268 名
新生进行一对一电话沟通，全面
了解新生及家庭实际情况。当前
尚无两次地震涉及地区新生人身
伤亡报告，学校已经提前启动了
相关资助工作，确保新生顺利入
学。”8 月 13 日，哈尔滨师范大
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姜玉洪表示。

“8 月 8 日晚得知四川九寨沟
地震的消息后，学校各层级连夜行
动，分头联系四川籍学生，进行排
查。”姜玉洪说。第二天一早，新疆
精河县发生地震后，120 名辅导员
迅速按照名单逐一打电话、发微信
了解学生情况。从上午 8 点一直

到下午 3 点半，学校与四川籍、新
疆籍641名在校生全部取得联系，
确认人身、财产安全。

“我家在阿坝州茂县雅都乡雅
都村，地震时有强烈的震感，但家
人都安全，财产也没有损失。接到
辅导员慰问电话那一刻，我非常感
动，感激学校对我们的惦记，几千
公里阻断不了这种情谊。”2014级
美术学院学生杨晓超说。

“在地震影响范围内的哈师大
师生、校友，母校牵挂着你们的
安全，请通过微信公众号向母校
报个平安，学生请向辅导员老师
及时报个平安！”几天来，哈师大
学工处公众号连续发布的多篇推
文牵挂着灾区，也感动了学子。

“感谢学校对我的惦记”
——哈尔滨师大7小时确认全部641名震区学生安全

本报记者 曹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