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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标准化建设体系和科学运行机制，确保学生吃得好、住得好、学得好——

长治农村寄宿制学校温馨如家
本报记者 赵岩 高耀彬

教育奋进记

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
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 新闻
发布会上，长治市教育局作为全
国唯一的地市代表作了经验交
流，长治市成为全国农村寄宿制
学校建设典型。

宿舍暖，饭菜香，
诗书滋味长
阳光透过明亮的窗子照进室
内，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床单铺得
平平整整，毛巾搭成一条线……
走进壶关县百尺明德学校学生寝
室，感受到的是兵营一般的整洁
和家一般的温馨。
农村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
之初，长治市首先针对原有的标
准化建设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多科
室任务交叉、多头管理等“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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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每天上下午的课间操，
全校 1300 多名师生在操场上合
着音乐的节拍吟诵古诗词，场面
十分壮观。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百尺明德学校把 600 首古
诗词分别编入 6 套韵律操里，每
套 100 首，吟诗与做操结合，真
正起到了健身、健心的作用。
“我们不仅要让村里的孩子
们吃得好、住得好，更要让孩子
们学得好，接受更加优质的教
育。”该校校长李建清介绍，学
校还推行了周末家长公开听课
制，让家长参与到课堂、关注孩
子成长、提出具体建议，促进教
学质量不断提高。
近年来，周围越来越多的家
长选择了百尺明德学校。该校当
年第一次招生时只有 260 人、7
个班，现在共有学生 1349 人、30
个班，百尺明德学校已成为当地
家长口中连连称赞的“好学校”，
教学质量连续 10 年名列全县榜
首，2013 年荣获“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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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厨亮灶”的食堂、“水冲
式”厕所、热水澡“周周洗”、
“24 小时有开水”、宿舍“水暖
电暖”保供……过去，这样的条
件对于农村学校的孩子来讲近乎
奢望，但在今天，奢望已在山西
省长治市农村寄宿制学校变成现
实。
近年来，长治市积极构建农
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
设体系，建立有规可依的运行机
制。2017 年至 2018 年，全市共
投入资金 4.37 亿元，完成了 381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任
务，实现了全市农村学校食、
宿、厕、洗、饮、暖等六方面设
施全面达标，涌现出一批各具特
色的寄宿制学校。
2018 年 5 月，在教育部举
办的解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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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问题开刀，整合重组基教
培训+实践操作+技能测评+颁
科、财务科、装备中心有关标准
发等级证书”
方式，实现了人人持
化建设的职能，组建市级学生服
证上岗。采用公开考察招标办
务管理中心，核定编制 6 名，专门
法，考察食材企业 88 家，选定 40
负责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标
家；考察餐饮服务企业 12 家，选
准化建设工作。2017 年，市、县
定 9 家，并将审核后的合格食材
两级全部健全了专门管理机构，
企业名录、餐饮企业名录和“两
实现了定岗、定人、定责。同时出
员”名录全部录入学生服务电子
台《长治市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厕
管理平台，实现了食材招标、企业
所、饮水、洗浴、采暖标准》，从建
准入和人员招聘的公开透明。
筑布局、设备设施、卫生管理、安
百尺明德学校坐落在壶关县
全管理等方面明确标准。出台学
百尺镇，是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
校宿舍管理办法和学生宿舍标准
学校。百尺明德学校在食堂管理
化管理手册，为寄宿制学校建设
上将长治市有关规定细化为
提供了依据和标准。
“678”
管理制度，
“6”
就是 6 个一：
为确保寄宿制学校学生吃得 “一周天天不重样，一日三餐加一
好，吃得安全，长治市严格设定
点，一日一两肉，一日一个蛋，一
“两员”和大宗食材采购“两个门
日一袋奶，一日一个果”；
“7”就
槛”
准入标准，联合食药监和疾控
是把好采购、入库、储存、出库、加
中心等部门出台《学校食堂服务
工、留样、消毒“7 道关”；
“8”即非
人员及公寓管理人员准入制度》
供货食材、三无、过期、霉烂等 8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招标推荐企
种食材不得进入餐厅。记者注意
业 名 单》。 采 用“ 笔 试 + 技 能 测
到，配餐标准化、食品安全化、管
试+健康体检+合格证准入”方
理规范化、营养均衡化已成为长
式，招录合格人员 2143 名，清退
治寄宿制学校食堂管理常态。
不合格人员 738 名。采取“理论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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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退休教师、广西防城港市少先队总顾问黄永腾
广西防城港市，祖国西南
边陲，一栋家属院里，退休教
师黄永腾这几天有点忙，女儿
催着他去南宁检查身体、取
药。自去年以来，关节炎滑膜
炎困扰着他，习惯性脚抽筋，
耳鸣严重，失去嗅觉……这位
经历了 4 次手术、自称“四刀
不倒”的 80 岁老人，有时候也
不得不服老。
但一走进学校，黄永腾总
以意气风发示人。最近他在指
导华石小学、那良镇中心小学
设计少先队活动。家中客厅
里，挂着一幅定制的防城港地
图，他的目标是到每所学校都
走一次，少先队活动“一乡镇
一品牌”是他的愿望，还有几
个乡镇没有实现，他有点着急。
身边的人说“黄老师，你
的病就是因为太辛苦了”，黄永
腾特别不赞同，他觉得自己才
不辛苦，见到孩子就开心，谈
到“少先队”嗓门就变大。

一个守了 65 年的承诺
那良镇的一家米粉铺里，
每隔几天，临近中午，都会有
个“老仔”（客家话：老头儿）
光顾，布鞋帮上沾满泥，鞋面
有尘，看起来不像是本镇人。
“老仔”个头不高，身材单
薄，斜背着个旧帆布包，每次
吃完一碗米粉，匆匆就走。
有一次，
“ 老仔”刚走出来，
隔壁理发摊老板搭话：
“老板，看
你经常来，是来收山货的吗？”
“ 不 是 ，我 是 退 了 休 的 老
师。”
“现在收山货很赚哦。”
“我也有赚啊。
”
“你赚了什么？”
“我下来搞活动，教育了那
么多孩子。”
被误认为“山货老板”的
是黄永腾。1999 年，黄永腾退
休，不想无所事事，他找到离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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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腾给广西防城港市那良镇滩散小学护界碑队员讲解边界知识。
家八九十公里远、曾经工作过
黄永腾小学毕业后，父亲
的那良镇滩散小学。说明来
去世，家境贫困，每天一顿稀
意，校长表示欢迎，但有点为
饭都保证不上。在他最困难最
难：我们这里没有兼职少先队
无助的时候，国家每个月发给
辅导员，也没工资。黄永腾
他补助——8 块 5 毛。
说，我不取报酬，就是喜欢做
“数目不大，但是对我意义
这个工作。
重大，就是这 8 块 5 毛，让我小
从那以后，黄永腾就成了
学毕业后读上师范学校，当上
滩散小学的志愿辅导员，学校
人民教师。”1955 年钦州师范
每年给发个聘书。后来干脆发
学校毕业，16 岁的黄永腾怀着
给他一张“终身志愿辅导员” 最朴素的感恩之心，向组织许
的证书，这也成了他这辈子最
下承诺：到边境当一辈子老
看重的证书。为了不给学校增
师。他选择到当时属于“老少
加一丁点儿负担，每次下乡，
边穷”的防城港各族自治县
黄永腾都先去吃碗米粉，再去 “支边”，当上了一名边境乡村
学校。
小学的老师。
黄永腾也的确不是边境
那垌小学是黄永腾工作的
人，他老家在广西钦州。黄永
第一所小学。学校在一个破庙
腾自己也没想到，因为一个承
里，条件非常艰苦。当时的文
诺，就在边境当了一辈子教师。
化人并不多，当别的教师陆续
“我难忘的经历多，感动的
转校和离职，黄永腾还是留下
事情也不少，但最感动最难忘
来了，在边境乡村小学一教就
的是一个数：8 块 5 毛。”黄永
是 20 多年。工作中，他渐渐发
腾说。
现自己很爱跟孩子们打交道，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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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喜欢少先队工作。1981 年，
被调到防城镇二小时，黄永腾很
不乐意，有人劝他：
“ 你出来了，
也可以出去做山区辅导员嘛。”
被提为副校长后，他一个月都没
去过校长室，就泡在少先队室，
校长忍不住问：
“ 难道你是有意
见？”
黄永腾比谁都了解边境孩
子们的苦，其中一项：没什么课
外读物。在这个老人的家里，不
到 10 平方米的客厅，整齐地摆
放着上千本图书，孩子们课余时
间都可以来读书听故事。这间
家庭图书室成立于上世纪 60 年
代，黄永腾从每个月几十元的工
资里节省出来，自费买书。图书
最多时，
超过 8000 册。
黄永腾还让自己变成一个
“流动的书箱”。中越边境线上
的大山里，零星分布着大小不
一的教学点，尤其是偏僻的瑶
山小学没什么课外读物，黄永
腾就背着书箱，把书背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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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有好书看。从 1977 年
开始背书箱以来，超过 10 万名
孩子通过黄永腾的图书室和流
动书箱受益。这些年，随着学
校条件的改善，黄永腾家的图
书室才慢慢收缩。
“我觉得爸爸做到了孟子所
说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爸
爸像爱我一样，爱着山区里的
孩子。”黄永腾的独生女儿黄珊
珊说，有次爸爸买了一大捆红
绸布，用缝纫机做了几千条红
领巾，送给山区贫困的孩子
们。家里有块宅基地，爸爸卖
了 20 多万，全部给农村教学点
的小朋友买了书、学习用品，
给少先队辅导员买了教学用具。
曾有记者问黄永腾：“你送
给山区孩子这么多，共拿出多
少钱？”
“没统计过。
”
“为什么不统计？”
“从来没想过要统计。
”
黄珊珊知道爸爸咋想的，
他经常说：工资是国家给的，
够吃够用就可以了，拿点出来
为边境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
应该的。
从 1955 年到 2019 年，65 年
了，世事变迁，也许根本没人记
得黄永腾许下的承诺。
“ 这个庄
重的承诺，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黄永腾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我
的人生经历很简单，用一二三四
五就可以概括。”黄永腾说，
“一
个承诺；两种工作：班主任和辅
导员；先后换了三个学校；动了
四次手术；
退休后做
‘五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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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焦新） 近日，经
国务院同意,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
印发 《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 指出，在线教育是
教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在线
教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
教育组织形态，丰富现代学习方式，
为加快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服务。
《指导意见》 明确，到 2020 年，
大幅提升在线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
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更加广
泛、在线教育模式更加完善，资源和
服务更加丰富。到 2022 年，现代信
息技术与教育实现深度融合，在线教
育质量不断提升，资源和服务标准体
系全面建立，学习型社会建设取得重
要进展。
《指导意见》 提出，要扩大优质
在线教育资源供给。一是鼓励社会力
量举办在线教育机构，支持互联网企
业与在线教育机构充分挖掘新兴教育
需求，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二是推
动学校加大在线教育资源的研发和共
享力度，加快线上线下教育融通，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面。三是实施
“教育大资源共享计划”，建设一批高
质量在线课程，培育优质在线教育资
源。四是鼓励职业院校、普通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等密切合作，推进在线教
育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五是鼓励职
业院校、普通高校结合社会需要和办
学特色，加强相关专业建设和在线教
育人才培养力度，积蓄发展动力。
《指导意见》 强调，要构建扶持
在线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一是完善在线教育准入制度，建立规
范化准入体系。二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教
育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加快建设教育专网，到 2022 年实现所有
学校接入快速稳定的互联网。三是落实财政支持政策，指导各地
完善政府购买优质在线教育资源与服务的相关制度。四是鼓励金
融机构开发符合在线教育特点的金融产品，利用多种融资渠道，
支持在线教育发展。五是完善在线教育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立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指导意见》 要求，要形成多元的在线教育管理服务格局。
一是保护消费者权益，明确在线教育服务提供规则，畅通消费投
诉渠道。二是创新在线教育的管理服务方式，强化实时监测和风
险预警。三是加强部门协同监管，加大对在线教育机构的信息归
集和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力度。四是支持在线教育行业组织建
设，强化行业自律，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陕西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鼓励企业和院校共组师资队伍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记
者近日从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 保 障 厅 了 解 到 ，今 年 起 至
2021 年，陕西省将广泛开展各
类职业技能培训，预计培训人
次达 65 万以上。力争到 2021
年底，全省技能劳动者占就业
总人数的 25%以上、高技能人
才占技能劳动者的 30%以上。
为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陕西
省出台 《陕西省职业技能提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19—2021
年）》，重点面向企业职工、
就业重点群体、贫困劳动力和
贫困家庭子女，开展有针对性
的职业技能培训。
根据《方案》，陕西将全面
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
徒制培训。鼓励企业和院校通
过共组师资队伍等方式，培养

企业后备技能人才。同时面向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特别是新
生代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退
役军人等就业重点群体，持续
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
升计划、返乡创业培训计划以
及劳动预备培训等专项培训；
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提供免
费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贫困
地区培训资金倾斜力度，将适
合当地贫困劳动力就业的职业
（工种）列入本地区重点产业和
急需紧缺职业目录。
陕西将发挥企业在培训中
的主体作用，支持校企合作共
建培训中心等，支持职业院校
开展补贴性培训。明确建立陕
西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目
前全省已从失业保险结余基金
中提取 33.6 亿元，统筹用于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

超级点子王
其实，黄永腾“出名”是
在退休后，是因为一项特殊才
能。
（下转第三版）

扫码观看黄永腾
的护碑故事

日前，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们，
带着在实
践课堂上制作的花生糕、
花生酱三明治等食品，
来到学校附近的福
荣老年公寓，看望在这里居住的爷爷奶奶，为他们提前过重阳节。
图为老人为孩子们做的点心点赞。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鲍效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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