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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太阳，火般炙烤。
“马上就要脱贫摘帽了，得去
学生家里走走，将那些半辍学
的孩子劝回来。”近日，湖南
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
唐孝任、副局长鱼宗肆，东田
中学校长曾少华、涔天河中心
小学校长何班金一行，直奔涔
天河镇务江冲村建档立卡户半
辍学状态学生盘小平 （化名）
家，开展暑假劝学家访。

今年 14 岁的盘小平，是涔
天河库区移民子弟，因厌学半
辍学在家里，平日里不是看电

视，就是和父亲到木材加工厂
做些苦力。父亲无数次让他到
学校读书，盘小平都不愿意。

听说盘小平去了木材加工
厂，唐孝任一行又顶着烈日，
直奔加工厂。正在做工的盘小
平，满头大汗，见到局长、校
长，他慢慢走了过来，但并不
言语。

“我们今天来，就是请你
下学期到学校读书的！”唐孝
任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对盘小
平说。

男孩只是默默地听着，没

有正面回答，仿佛唐孝任说的事
与自己无关。

见简单的沟通无效，唐孝任
换了方式。他招呼小盘和自己并
排坐下，关切地问：“朋友多吗？”

“不多。”沉默数秒后，小盘
嘴里挤出两个字。

“就是呀，不读书就没有同
学，朋友自然少了。读书或多或
少能学到知识、交到朋友。没有
朋友，以后的人生路将会越走越
窄。”一番交流后，唐孝任摸准
了小盘的心思。

他开始与盘小平谈理想、谈

人生，大道理、小道理，全都托
盘而出。

“对！读书总比不读好。就
拿我弟弟来说，他也是到广东打
工一年后，意识到读书的重要，
才又回来读书的，现在不是比他
同龄的过得好吗？”鱼宗肆讲起
自己弟弟辍学又返校的故事。

“人生的许多想法，就是要
通过读书不断实现的。你放心，
你到学校读书，不用交一分钱，
初中毕业后，还推荐你读技术学
校，让你学一技之长，这样才能
阻断代际贫困。”唐孝任一边说

一边拍拍盘小平的肩膀。
“对，读书的人生，路越走

越 宽 ， 反 之 ， 则 会 越 来 越 狭
窄。”鱼宗肆一边说，一边用手
比画着，希望能再次触动盘小平
的心。

“他就是厌学。校长来了无
数次，可总是劝不动。相信你们
这次一定能触动他的心。”临走
时，盘小平的父亲感激地说。

今年是江华脱贫摘帽的攻坚
年。为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
学，从去年起该县财政单列 700
万元设立贫困教育助学专项资
金，所有建档立卡学生享受平安
保险费、生活费和校车费等教育
资助，确保“零负担”入学。同
时，在实行“政府+学校”双线
控辍和师生一对一结对帮扶的基
础上，创新“心理疏导+四声校
园”保学模式，确保不让一个建
档立卡家庭孩子因贫辍学。

教育局长劝学记
通讯员 唐世日 本报记者 赖斯捷

2017 年，新疆阿克苏地区
温宿县招聘了756名新教师，其
中 2/3 分配在乡镇学校工作。这
些教师到岗至今，没有一人流
失。温宿县是用什么办法治愈了
西部乡镇学校留人难之“痛”的
呢？记者日前进行了采访。

城里有免费教师公寓，
乡镇有教师周转房——

城乡各有一个“家”
“您瞧，这电视机、电冰箱、煤

气灶、锅碗瓢盆，都是学校为我们
准备好的，太周到了。”张得秀一
脸幸福地对记者说。

张得秀是温宿县吐木秀克镇
第一中学教师，她的家就在校园
旁边，窗外是花园般的美丽校
园。从周一到周五，张得秀住在
这里，周五下午她便回到 40 公
里外的县城，在那里，她还有一
个家——教师公寓。

“城里的教师公寓条件也很
好，什么都有，我当时就是带着
行李入住的。两个家之间往返，

县里每个月还给 500 元交通补
贴。”张得秀说，“没想到县委、县
政府对我们这些新老师这么好。”

2017年张得秀大学毕业后通
过考试，招聘到温宿县成为一名教
师。“学校派人去车站接我们，安排
我们住进教师公寓。进门一看，这
里什么都有，米面油蔬菜，甚至牙
膏牙刷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一下
子就感到特别温暖，仿佛回到了自
己的家。”张得秀说。

一年过去，张得秀已经爱上
了学校和这里的孩子们。“我在
这 里 很 幸 福 ，很 开 心 ，月 工 资
5100元。才工作不到一年，我已
经成为学校的副教导主任了。”张
得秀说，她正劝读研究生的男朋
友，毕业后也来这边工作。

去年温宿县招聘了756名教
师，90%来自四川、河北、河
南、陕西、甘肃等地。为了给新
教师营造一个温暖的家，温宿县
投入 4000 多万元为教师们建设
了700多套教师公寓，县教育局
花了 800 多万元为 700 多名教师

配备了生活设施，全县乡镇学校
投入800多万元为新教师每人提
供生活设施完善的周转房。

“有了家的温暖，我们的心
也就安顿下来了。”张得秀说。

父母来探亲，政府买单
路费——

双向探亲解乡愁
远在他乡，思念亲人怎么

办？过去，政策规定，教师异地
探亲，未结婚的教师可以一年一
次，报销路费。然而，如果这名
教师一时回不去探亲，这个政策
就无法享受了。

温宿县规定，如果教师不回
乡探亲，教师的父母来疆看望子
女，县财政也对其父母的来回路
费给予报销。这些新政策被称为
双向探亲报销制度。

“对新进教师人性化服务，是
我们能留住教师的重要举措之
一。”温宿县教育局组织人事股长
杨峰告诉记者，“仅报销700多名
教师来疆参加招聘考试的路费，

县财政就拿出了130多万元。”
不仅如此，去年冬天，由于担

心南方来的教师对北方的寒冷冬
季难以适应，温宿县专门派出工作
组，对所有乡镇学校一所所进行排
查，现场办公，被褥薄的当场添加
被褥，暖气温度不够的立即配置电
采暖设备。“每名教师都照顾到了，
没落下一名。”杨峰说，“只要有困
难，不管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
的，都第一时间解决好。”

今年春天，温宿县委组织
部、团委、妇联等单位组织了一
场青年联谊会，350 名单身青年
教师和300多名其他行业单位的
单身青年参加了这场“相亲会”。

“在乡镇基层学校工作，接
触面小，认识的人也少，找对象
确实是个问题。”温宿县副县长、

教育工委副书记加尔肯·努素别
克告诉记者，“我们希望通过举办
青年联谊会，给青年教师们搭建
一个平台，希望他们能找到心仪
的对象，最后在温宿安家立业。”

200多新教师走上学校领
导岗位——

搭建广阔事业平台
“像张得秀一样，不到一年就

成了学校干部的新进老师还有很
多。”杨峰说，“县教育局为新教师
搭建平台，鼓励想干事，能干事
的教师成长。今年，县教育局从
去年招聘的756名新教师中，选
拔了 200 多名教师，进行培训后
担任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中层干部等，大胆把这些教师用
起来。” （下转第二版）

新疆温宿县新招聘756名教师，2/3在乡镇学校，没有一人主动流失——

乡镇学校教师无一流失的秘密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本报讯 （记者 赵岩） 记
者日前从山西省教育厅获悉，
截至 2018 年春季学期末，山
西 高 校 共 有 本 科 专 业 1392
个，2018 年秋季学期实际招
生专业 1160 个，招生专业中
包含新增的新兴应用型专业
66 个。不安排招生专业 232
个，其中撤销 85 个、停招 97
个、实施间招 19 个，因办学条
件等因素暂缓招生 31 个，另
有77个陈旧专业方向被取消。

据了解，自 2017 年 12 月
山西省高等教育本科专业优化
调整工作全面启动以来，该省
教育厅按照“余量消减、存量
升级、增量优化”部署，多措
并举，推动专业优化调整工
作，促进山西高校向“内涵发
展、特色发展”目标迈进。

此次高校专业优化调整，
山西省教育厅积极引导高校对
所设置专业进行分类定位，通
过统计分析，掌握了全省高校
专业设置中存在的与办学方向
符合程度低、与办学定位不一

致、办学同质化等问题。据统
计，全省本科专业生源质量低
的专业 236 个，占比 18.21%；
就业率低的专业 190 个，占比
14.66%；生师比高的专业 232
个，占比17.90%。

在摸清底数、提高认识、
做通思想的基础上，山西省教
育厅要求各高校成立学校专业
优化调整领导组，以“低质过
剩错位”为红线，提出专业调
整意见，把撤停专业的突破口
放在与办学定位符合程度中等
以下的专业上，为特色发展争
取空间。

山西省教育厅还印发了本
科专业增设指南，提出了鼓励
增设与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产业、煤层
气、信息化产业、医疗健康、
公共服务等 12 个产业领域相
关的 94 个专业。下一步，山
西省教育厅将继续深入开展专
业优化调整工作，建立专业优
化调整与招生计划、专业新增
联动机制。

山西高校本科
专业“瘦身强体”
撤停缓招232个专业 新增66个新兴应用专业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福建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等部
门近日下发通知决定，乡村教
师 （含各地纳入的边远镇区）
除享受乡镇工作补贴外，还要
享受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补助
额度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 。
2018 年全省乡村教师生活补
助标准由过去每人每月平均不
低 于 300 元 提 高 到 400 元 ，
2019年起提高到500元。

福建鼓励有条件的市、县
扩大实施范围，将边远镇区所
在地教师纳入补助对象。各地
要针对省定补助标准出台差别
化补助办法，不搞平均主义。
根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充分
考虑学校距离城区远近、交通

状况等因素分档确定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标准，重点向海岛、
山区等条件艰苦地区倾斜，向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
学校倾斜。

福建强调，已实施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政策但补助标准低
于新标准的县（市、区），应按照
新标准开展补助工作；高于新
补助标准的县（市、区）不得降
低。各地要建立以身份证信息
为基础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申
领信息库，实行实名制管理，对
补助人数、补助标准和发放情
况等进行动态监控，防止虚报、
冒领、套取补助资金。要加强
资金管理，补助资金要按时直
接发放到教师个人工资账户。

福建大幅提高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标准
2019年起每人每月不低于500元

本报讯 （记者 刘盾） 近
日，广东高校“校地结对 实
践育人”计划启动仪式暨首批
结对单位签约仪式在华南师范
大学举行。会上，华南农大、
华南师大等首批参与广东高校

“校地结对 实践育人”计划
的 28 所高校，与新兴县等 28
个县 （市、区） 政府签订结对
合作协议书。各方将聚焦乡村
振兴战略、推进高校实践育人
等，展开一系列合作，推进高
校、县 （市、区） 政府共建共
享、合作共赢。

“粤东西北地区为高校强
化实践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提供了优质平台。校地

结对共建实践育人基地，也为
县 （市、区） 政府借力高校人
才、智力、科研等资源，推动
本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
更好的机会。”广东省委教育
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副
书记、副厅长邢锋说。他希
望，高校、县 （市、区） 政府
要精准梳理好需求和资源清
单，拟定合作项目，坚持近期
与长远相结合，建立稳定的长
效工作机制。

广东省教育厅将积极发挥
首批结对单位的示范、引领和
辐射作用，推动省内高校与粤
东西北全部县 （市、区） 结
对，助力广东乡村振兴发展。

校地结对 实践育人

广东28所高校“智领”
28个县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 讯 员 薛 丛 川 应 于 波）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新朋
友，我们一起画画，学英语，
练书法，还去城里坐地铁，可
开心了。”这个暑假，宁波市
鄞州区塘溪镇中心小学副校长
周妙亚在家里办了一个公益暑
托班，10 名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和两名本地的留守儿童在她
家过暑假。在周妈妈家待了
10 多天后，小帆觉得充实而
有意义。

小帆是塘溪镇中心小学二
年级学生，一直随种菜的父母
住在田头的大棚里，每到放
学、放假，他就在地里帮妈妈
干农活，很少有机会看看外面
的世界。

周妙亚在家访时发现，学
校里有一批像小帆这样的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条件困
难，不仅没有书桌、台灯，有
的甚至连床也没有。平日里，
家长忙于生计，很少有时间看
管孩子。

“等放了暑假，这些孩子
怎么办？”这个问题一直萦绕
在周妙亚的心头，于是，她决
定暑假自办一个免费的托管

班，并确定了 12 名特别需要
帮助的孩子作为暑托对象。

7 月 5 日，暑假放假的第
一天，周妙亚的公益暑托班开
班了。周妙亚家有两层楼，她
专门把一楼 70 多平方米的空
间腾出来，并给孩子们安排了

“课程表”，除了有美术、书
法、英语、阅读等常规项目，
还有健身步道游玩、沙氏故居
做小义工、坐地铁游城市、到
海洋世界游玩和参观博物馆等
社会实践活动。

她的爱心举动得到了家人
全力支持。周妙亚的丈夫华远
军是一名数学教师，放暑假在
家的他成了孩子们的厨师和司
机；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女儿，成
了孩子们的书法和美术教师；
今年 9 月即将成为一名小学英
语教师的外甥女童倩，也提前

“上岗”给孩子们教起了英语。
来自安徽的学生张雨露第

一天来就爱上了这里：“在周
妈妈家，我的字练得好看多
了。”来自湖南的学生彭莤菲
则感叹：“菜真多，真好吃！”

不仅负责课业，周妙亚还
负责孩子们的吃喝，在她家的
餐桌上，肉类、蔬菜、海鲜、

牛奶、水果样样不缺。“虽然人
多，但孩子们胃口不大，就是添
双筷子的事。”周妙亚说，孩子
们开心，就是她最高兴的事。

其实，周妙亚无偿办暑假班

已经持续 6 年了。2012 年，她担
任塘溪镇赤堇小学校长的时候就
考虑到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暑
期无人照看的问题，就把孩子接
到家中辅导作业。2016 年下半

年，赤堇小学撤并到塘溪镇中心
小学，但她把在暑假接孩子回家
的举动保留了下来。“希望能有更
多的人关心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
留守儿童。”周妙亚说。

宁波市鄞州区山区教师周妙亚：

连续6年家中自办公益暑托班

周妙亚带着暑托班的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认识各种植物。 史久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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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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舞台唱响高职“中国声音”
➡ 详见第四版➡➡

【职教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