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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特别报道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写好教育奋进之笔笔

如何办好农村学校，解决
“城市挤，农村弱”，“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近日
来到了太行深处的河北省涉县。

从县城出发，沿着一条蜿蜒
曲折的山间公路颠簸了 50 多公
里，记者终于到达冀豫晋交界处
的后池村，这里正在举行后池新
愚公希望小学落成启用仪式。

在校门口，70 多岁的刘大
爷看着欢天喜地、欢声笑语的孩
子们，眼里含着泪花对记者说：

“10年了，10年没看到这么多孩
子一起嬉闹了，好多年没有听到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了，这个‘死
去’的山村‘复活’了！”

2016 年，时任涉县县长，现
任涉县县委书记的汪涛给教体局
局长陈旺生出了一个“必答”题：
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对
老百姓来说，教育的供给侧就是
政府，政府要改什么，怎么改？

后池小学的“复活”，正是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布局：一个都不能少
县域教育的终极目的不

是 “ 为 了 把 学 校 办 得 更
好”，而是为了“让人民群
众享受更优质的教育”。如
果人民群众享受不到，即使
学校办得再好也没有意义。

距后池村约一公里，还有一
个村叫前池村，两村总人口约
2400 人。2007 年前，两个村都
有完全小学，其中，前池小学在校
生有 100 多人，后池小学有 80 多
人。由于办学规模小，教师不能
专任，教学质量一直不高。为了
让这里的孩子接受更优质的义务
教育，从 2007 年开始，涉县逐步
将学校四、五、六 3 个年级撤并到
15公里外的前岩小学。

按照涉县教体局布局调整规
划，撤并后的前岩小学应该形成
一所覆盖 10 个行政村、30 多个
自然村，在校生规模达1000余人
的寄宿制小学。涉县投入近千万
元改善了这所小学的办学条件，
但出人意料的是，合并后到前岩
小学上学的学生不到500人。以
前池、后池两个村为例，应该有
120 多名学生到前岩小学读书，
但实际却不到应到人数的一半。

更出人意料的是，两个村本
来每年一年级和幼儿园可以各招
生 30 多人，自从高年级撤并、
低年级“轮流办学”后，两个村
的一年级每年甚至只能招五六名
学生，幼儿园干脆一名也招不上
来了！

孩 子 们 从 山 村 里 “ 消 失 ”
了！

孩子们去哪儿了？
在后池新愚公希望小学启用

仪式上，来自县城优质小学——
新北关小学的校长韩海河看着这
所崭新的学校，一块长期以来压
在他心中的“大石头”落了地。
近年来，随着农村学校撤并，新
北关小学平均班额越来越大，从
2009年的50多人增到目前的80
多 人 ， 最 高 班 额 达 92 人 。 今
年，该校准备招生 10 个班，据
初步摸底调查，仅片内学生就有
近800人。据此初步估计，今年
的一年级班额将达到100人！而
去年以来，省、市各级严令控制

“大班额”，如何才能控制班额？
这让韩海河寝食难安。

韩海河告诉记者，前池、后
池两个村在该校上学的学生就有
20 多人，现在后池新愚公希望
小学高标准建成了，县教体局还
从县城选派了一名优秀校长，从
今年秋季开始恢复五年级，明年

恢复六年级。以后，随着更多高标
准农村学校的建成和办学水平的提
升，来自农村学生的招生压力就会
大大减轻。

放下心中“大石头”的并非韩

海河一人，涉县县城内，每所学校
都有大量来自农村的学生。

在新北关小学门前，二年级
（2） 班学生史一航的母亲刘艳花
正给远在山西平遥某煤窑打工的丈

夫打电话。刘艳花家住后池，史一
航和姐姐到了上学年龄后，后池小
学高年级撤并，夫妻俩心一横，带
着两个孩子来到县城读书。

（下转第四版）

一场县域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河北省涉县努力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纪实

本报记者 杨占苍 通讯员 卢占平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 减负减负减负，地方在行动③

3 月 21 日一早，湖北省武汉
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门口引来了大
批市民驻足围观——该校学生身穿
不同样式的睡衣，有说有笑、成群
结队地走进校园。原来，当天是世
界睡眠日，为了唤起社会对中小学
生睡眠不足问题的关注，学校组织
活动让学生穿着睡衣来上学。

当前，大量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睡眠不足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 2016 年发布的调
查数据，2005 年至 2015 年，全国
近六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国家规定
的9小时。

2017 年 12 月 ， 教 育 部 印 发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首次全
面系统梳理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管理的基本要求，明确提出“家校
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10小时、初中
生 9 小时睡眠时间”。为了保证学
生睡眠时间，各地也纷纷结合自身
实际出台了一系列落实的举措。

推迟上学时间，让学生
多睡一会儿

近日，多地出台了相关政策，

要求推迟早晨上学时间，以保证学
生睡眠时间。

今年 2 月 23 日，浙江省教育厅
出台了《关于在小学施行早上推迟
上学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省内各
地各小学可根据年段、季节等因素
灵活调整上学时间，要求小学一、
二年级学生早上最迟到校时间不得
早于8：00，冬季还应适当延迟。

此前，浙江省宁波市、江山
市、杭州市拱墅区等地先后实施了
小学早上推迟上学政策，受到学
生、家长、教师和社会各界的普遍
欢迎和好评。

“推迟上学不仅仅只是在时间
上做个调整，而是应该以此为契机，

积极推进课堂改革，科学合理地设
置和优化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新课
程。”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说。

2 月 24 日，黑龙江也推出了
推迟上学方案，覆盖面铺得更广，
除小学外还涵盖了初高中。黑龙江
要求从 3 月 1 日新学期开学起，全
省小学生、初中生早晨到校时间不
得早于 8：00，高中生早晨到校时
间不得早于7：30。

3 月 9 日，福建省教育厅发布
了 《关于推迟中小学早上上学改革
的相关举措征求意见》 的公告，公
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 3 月 9 日至 5
月 31 日，公众提出的具体意见可
通过福建省教育厅网站提交。

记者通过查询还发现，湖南、
江苏、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和学校
也已进行过或正在推出类似改革。

合理布置作业，减轻学
生课业负担

日前，在微信朋友圈里，杭州
市拱墅、上城两区学生“作业晚上
10 点做不完可以不做”的新闻引
发热议。

2017 年底，拱墅区教育局向全
区初中生家长发出倡议：晚上10点
后，老师布置的作业没写完，孩子可
以不做；家长布置的作业，孩子也可
以说“不”！只要签上字，第二天交
给老师即可。（下转第三版）

推迟上学时间 合理布置作业

各地打响中小学生睡眠“保卫战”

后池新愚公希望小学举行升旗仪式。 （资料图片）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必须
解决好“城市挤”和“农村弱”
这个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怎样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
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河北涉
县在县域内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
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
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启发。

涉县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之所以能扎实推进，成效显
著，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当地党
委、政府能充分认识到在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的主体责
任，并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自我加压，强化对主
体责任的担当。事实证明，没有

地方主要领导对教育改革发展的高
度重视和亲力亲为，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无论是学校布局的调
整，还是教育质量的提升，都很难
达到真正令人满意的结果。“对于
老百姓来说，教育的供给侧就是政
府，政府要改什么，怎么改？”正
因为涉县主要领导有这样的问题意
识，并不断在实际工作中寻求破解
之道，“城市挤”和“农村弱”这
个难题才得以逐步化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
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这正是人民群众对教育最大
的刚性需求。涉县的教育供给侧改
革，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力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教

育工作的方向和灵魂，是一切教育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事实证
明，只要能从这个基准出发，教育改
革发展就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

为了推动教育的优质均衡，涉
县一方面统筹规划，调整布局，大
力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逐步实
现农村学生生源回流，有效缓解了
城区学校的大班额压力；另一方面
扎实推进学校教育质量管理的全面
提升，办好每一所学校，尽力把优
质教育资源送到每个孩子的家门
口。涉县的教育改革，既注重调整
布局，又注重内涵发展，从而在总
体上提高教育质量的工作思路，抓
住了老百姓对教育最迫切、最现实
的利益需求。这种推进工作的思

路，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
的问题导向，他们发现问题的敏
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
自觉，值得很多地方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强调，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
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教育是民
生之首，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入研究
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在教育工作中
的表现形态，从供给侧、需求侧和
思想认识等层面分析问题，以更大
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在新的层次
上、更高水平上，把教育公平推上
新台阶，就一定能补齐短板，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更优质的教育
本报评论员

中央宣传部近日追授
钟扬“时代楷模”称号。

钟扬生前系复旦大学
教授、博导。他长期致力
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
护，率领团队跋涉青藏高
原采集了数千万颗植物种
子；他艰苦援藏 16 年，
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史一
系 列 空 白 ； 他 从 教 30
年，潜心培养了一批少数
民族科研骨干。

连日来，钟扬的事迹
经过宣传报道，在社会上
引起热烈反响。广大科技
工作者、教师和青年学生
表示，钟扬是忠于祖国奉
献人民、不懈探索追求的
杰出科学家，是立德树
人、教书育人的优秀教
师，也是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先锋模
范，要以钟扬为榜样，坚
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人民至上，勇担复兴大
任、争做时代新人，在为
国为民建功立业中书写人
生华章。

用生命诠释爱
国报国人生理想

“钟老师的故事已经
讲了太多遍，但每参加一
次他的事迹宣讲活动，我
都会重新受一遍教育。”
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
生态学学科带头人拉琼
说，从前只看到钟老师在
西藏大学所做的工作，而在宣讲中，才第一次有机会在
其他人的讲述中梳理出老师生前完整的生活和工作轨
迹。“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我们以为是他精力
旺盛，实际上是他工作太多做不完啊！”

“在青藏高原采集植物种子标本，需要极大的勇
气、耐心和体力。”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
张才喜说，“钟扬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而不顾个人安
危，把保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当作毕生追求的事业，
作为同行我非常钦佩，非常感动。”

不少钟扬生前的同事感叹，钟扬对科研的爱是深入
骨髓的爱，对边疆事业的情是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说，来过西藏的
人都知道高原反应的厉害，钟扬每次来也有多种高原反
应，但他却坚持了十几年。他不是来办几次讲座，做几
个项目，而是把最新最好的科研和学识毫无保留地输送
到边疆地区。“他是耕耘在科技、教育战线的孔繁森，
是真正的爱国者，这种至诚热爱，让他矢志不渝，拼尽
全力。”

看到钟扬“留学回国时没有携带国内稀缺的家电，
而是为单位买回计算机、复印机等设备”这一细节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周晔深受感动。“正
是怀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使命担当，钟扬才做了许
多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创造了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时代
的业绩。”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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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台

本报讯 （记者 李见新） 近日，河南省公布了
“2017年度河南省职业教育示范院校和特色院校建设行
动计划项目院校检查验收结果”，全省 100 所职业院校
通过项目验收，3 所职业院校延迟项目验收，7 所职业
院校被取消项目建设资格。

延期验收的项目院校有商丘商贸学校、汝州市高级
技工学校、中铁十五局集团技工学校等 3 所特色院校，
两年内取消其职业教育相关专项资金申报资格，同时要
认真整改，提高项目建设质量。

兰考县第一职业中专、遂平县职业教育中心、平舆
县中等职业学校、孟州市技工学校、舞钢冶金高级技工
学校、新乡县职业教育中心、新乡县技工学校等7所院
校因违反有关规定，被取消职业教育特色院校建设资
格。这些院校两年内同时取消职业院校建设相关专项资
金申报资格，扣减中职免学费补助资金抵顶省财政已拨
付的职业教育特色院校建设资金。

河南要求，通过验收的院校，要主动强化后续建
设，充分发挥品牌示范院校和特色院校的示范、引领作
用，带动本地区、本行业其他职业院校的改革发展，增
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河南七院校被取消
职教项目建设资格

【读书周刊】

童书搭建丰盈的童年世界
4 月 2 日是国际儿童图书节，也是中国儿童阅

读日。本报邀请3位专家探讨童书创作与出版。

➡ 详见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