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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入
收官决胜阶段，剩下的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疫情的发
生，使得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
难更为艰巨。要确保脱贫攻坚
如期推进、夺取脱贫攻坚全面
胜利，必须充分发挥教育定点
扶贫的优势，把教育部门的力
量凝聚起来，把高校的力量展
示出来，把教育战线的力量发
挥出来，把全社会的力量动员
起来。教育战线要抓住定点扶
贫工作的重心，切实巩固脱贫
攻坚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实现
定点扶贫工作从短期向长效、
从治标向治本、从摘帽向振兴
的转变，将定点扶贫工作进行
到底。

将定点扶贫工作进行到
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扶贫工
作的全面领导，把教育战线特
色优势与扶贫点发展短板相结
合，要重点解决好“谁来扶”

“扶持谁”“怎么扶”“如何
退”的问题。面对疫情影响，
更要统筹兼顾、迎难而上、凝
心聚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将定点扶贫工作进行到
底，首先要明确“谁来扶”。
巩固脱贫成果，要始终明确

“谁来扶”，在强化“战队”中
压实责任。要全面加强党对定
点扶贫工作的领导，强化政治
担当；完善扶贫工作机制，做
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

到人、考核到位。要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上来，高
标准、高质量地推进定点扶贫各
项工作。要把定点扶贫工作作为

“四个服务”的重要阵地，以党
建引领扶贫，以优势牵引扶贫，
以创新驱动扶贫，在推进脱贫攻
坚上做出示范、当好表率。

将定点扶贫工作进行到底，
要瞄准扶贫工作主战场，扶贫扶
对点。当前，我国还有 52 个贫
困县未摘帽、2707 个贫困村未
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
脱贫。新冠肺炎疫情给外出务
工、产业扶贫、帮扶工作等造成
不小影响，完成剩余脱贫攻坚任

务，要始终明确“扶持谁”的思
路，在掌握“战情”中坚定决
心，在找准“战场”中发起总
攻。要把 52 个贫困县作为教育
战线定点扶贫的主战场，把“三
区三州”作为定点扶贫的决战
地；充分发挥教育系统教学资源
丰富、师资力量雄厚等优势，持
续推进控辍保学专项行动，坚决
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努力克服
疫情影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
扶贫工作。教育战线要认准“扶
持谁”的问题，对扶贫对象实施精
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确
保扶贫到村、扶贫到户、扶贫到
人，把党和国家各项扶贫方针政
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下转第三版）

凝心聚力坚决做好定点扶贫工作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系列评论之五

本报评论员

乡村教育会衰落吗？怎样助
力乡村振兴？这些极具“乡愁”
的问题，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的背景下，格外引人深
思。

记者近日深入江苏徐州，探
寻这个拥有近180万基础教育人
口的教育大市，为乡村振兴作出
的努力。徐州乡镇及以下学校数
量约占全市基础教育学校总数的
73%，2018年江苏省义务教育
学业质量监测显示，徐州乡村小
学 教 师 对 工 作 的 满 意 度 约
95%，比全省高8.3%；初中约
86%，比全省高13.4%。

学生怎么教——
以生为本，深情

探索乡村教育哲学

“春是小虫子的脚，春是松
树上的嫩芽，春是孩子天真的
笑，春是一首诗。”近日，徐州
市贾汪区塔山镇中心小学的孩子
们追着春风跑到田间地头，书写
春的童诗。

该校1400余名学生，留守
儿童就有400名，其中父母双方
外出务工的约60%。因为亲子
分离、家庭教育欠缺或简单粗暴，
不少孩子性格暴戾，有的沉迷于
手机游戏，有的整日昏昏沉沉。

“这不应该是童年的状态。”
该校语文教师刘春娥希望孩子们
把内心感受表达出来，疏解封
闭、任性、消极、空虚的负面情
绪。诗人金波说，儿童是天生的
诗人。这句话启发了刘春娥用诗
歌来唤醒学生。

初试诗教心忐忑，儿童诗教
学面临挑战。适逢徐州“学进
去，讲出来”课堂教学方式改革
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学讲”计
划）开始推进，刘春娥参与集体
教研、备课，组建学习小组，探
索评价新方式，儿童诗教学自然
而然地开始了。从读诵、共读、
仿写、命题创作，到人人可以即
兴创作，再到带着学生写日记
诗，10年来她从未间断。

“每一声秒针的滴答/时间在
流逝/也在停止”“我真想摘下/
一片叶子/珍藏起/一个不老的童
年”……自然流出的诗句，表达

着孩子真实的内心。“写得好的
大多是留守儿童，可能是生活遭
际变成了一份礼物。”刘春娥说。

据徐州市教育局调研员李运
生介绍，以学生自主学、合作学
为核心的“学讲”计划，倡导学
生“讲出来、教别人、练言语、
重合作、学做人”。这一整体推
进、促进教育公平的行动，让乡
村教师受到了更多关注。慢慢
地，儿童诗教学从一个班拓展到
全校。

刘春娥在探索儿童诗时，睢
宁县王集镇中心小学美术教师朱
永早已开始儿童画教学。

睢宁县教育局局长彭燕说，
睢宁儿童画已有60多年历史，带
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体现着童心、
儿童思维方式和创造力。朱永是
睢宁儿童画第二代教师的代表人
物，38年“立足乡土，童画育人”，
学生画作多次获国际大奖。

按照朱永的理解，儿童画不
受技法要求，不受章法约束，是
儿童绘画时代的自然产物。“孩
子的画里有很丰富的意味，成人
要会‘听’画，让孩子讲画里的
故事。”朱永说，“农村孩子不比

城里孩子差，他们看的东西比城
里孩子多，想象力很丰富。自然
风光、丰收、劳作都是素材。”
朱永坚持多年带学生研学，用脚
丈量祖国山山水水。

朱永还发现，儿童画可以开
发想象力、提高注意力，改造内
心世界。10年前，五年级学生
李忠义撕了同学们展板上的画
作。朱永灵机一动，带着学生把
所有画作撕碎，然后拼贴成画，
李忠义拼得最专注。后来，李忠
义考取了一所著名艺术学院。

在这些乡村教师的呵护下，
乡村儿童茁壮成长。2005年，
邳州市邢楼镇耿庄小学教师郁雪
群自费创办家庭读书点，逐步在
村支部和小学发展了10个“向
日葵阅读点”，形成了“教师+
家长+会员”三位一体的公益助
学模式。2019年底，徐州市教
育局启动“彭城好爸妈”成长行
动，指导家庭教育，形成育人全
链条。

徐州市教育局局长石启红
说：“为了每个孩子健康成长，
我们鼓励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尊
重个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队伍怎么建——
内外结合，扎根

乡土破解师资难题

“嗨，老师好！”清脆的声
音，灿烂的笑容。这一城市学校
常景，能在丰县师寨初中出现，
校长张宗方下了一番苦功夫。突
破口是艺术课程。

“我校1000多名学生，留守
儿童占了近80%。学生往往腼
腆、不自信，现在他们的精气神发
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带到了文化
课上。”张宗方介绍，2010年，师
寨初中结合区域特点，围绕“体育
艺术2+1”项目，开设了麦秸画、
陶笛、跆拳道等8门课程。

农村学校教师结构性缺编是
老问题，音体美教师多是“半路出
家”。师资如何解决？张宗方说，
学校首先鼓励艺体教师承担相应
工作。在学校各种活动中，一些
文化课教师逐渐显露艺体才能，
于是，数学教师成了跆拳道教练，
英语教师客串麦秸画指导。其次
是借力校外资源，聘请艺术特色
学校教师团队定期指导，借助非

教育系统的专业力量培训教师。
除校内研修外，学校支持教师

外出学习。“一名骨干教师连续几
天甚至一个月在外培训，师资雄厚
的学校或许没太大压力，但对我
们就会有很大影响。尽管如此，我
们依然鼓励教师尽可能走出去。”
张宗方说。美术教师史经坤为学
生开设了国画课，近年来常利用假
期去北京的著名画室进修。快板
社团指导教师赵丽丽，专门找到山
东一位快板艺术家拜师学艺。

就是这样一群教师，支撑起
学校周一至周五坚持开设的社团
课程。这些课程不仅没有影响文
化课，反而提高了成绩，让学生
感受到了快乐和成长。“礼仪、
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
在跆拳道训练中，这些道义不断
鞭策着我们。”该校初三 （2）
班学生许佳慧说。

针对乡村师资短缺，“学
讲”计划配套举办了系列同道示
范班、“学讲”骨干教师提高
班、优秀人才下基层等培训项
目。近3年来，徐州共组织名优
教师下乡1000余人次，开设现
场优质课450节、专题讲座120
次，辐射全市百余乡镇，逾万名
乡村教师受益。此外，建成市县
两级乡村教师培育站104个，培
育骨干教师3000余人，6万余
名乡村教师参加了继续教育培
训。徐州也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教
师的政策扶持力度，如乡村教师
职称评审实行独立设组，近3年
来，全市1359名乡村教师被评
为中小学高级教师。

2019年10月，徐州市设立
“初心·坚守”最美乡村教师褒
奖制度，并纳入当地政府慰问范
围。全市4000余名乡村教师受
到表彰。

学校怎么办——
助力乡村振兴，

涵养乡村文化生态

“2015 年前后，全校只剩
300多名学生，四层教学楼空了
两层。”睢宁县官山中学校长彭
跃龙说，“学生都到城里去了，
家长走了，村子也空了。”

（下转第三版）

教育力量解“乡愁”
——江苏徐州推动乡村教育改革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杨桂青 李大林

▼5月4日，贵州省贵阳市第
十六中学初中学生在操场上举行
开学典礼。从5月4日至7日，贵
州省所有市州初、高中学生都将
陆续开学。此前，该省高三、初三
学生已于 3 月 16 日正式开学复
课。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贵州初中高中
学生陆续开学

【中教评论】

确保居家学习质量要回归学习本位
➡➡➡ 详见第二版

【区域周刊】

疫情催生教育管理新思考
➡➡➡ 详见第五版

1月3日，徐州市睢宁县庆安镇骑路小学学生在展示花样跳绳。 本报记者 单艺伟 摄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和
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
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
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一
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
近平总书记寄语新时代青年，为
广大青年提出目标要求、指明前
进方向，激励他们在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之年，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扎根基层一线 站稳
人民立场

深入村屯、深入群众，抓好
疫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38岁
的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七顶山
街道办事处主任吕其鹏一直坚守
一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站稳人
民立场，就是要求我们牢固树立
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思想，自觉站
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做
决策。”吕其鹏说。

吕其鹏介绍，疫情发生后，
当地生产的温室蔬菜和大樱桃一
度滞销。为此，他主动联系相关
销售平台，做好产销对接，为温
室蔬菜和大樱桃打开了销路。

“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把基层
工作做实做细做好，才能赢得百
姓的信赖和点赞。”吕其鹏说。

“只有在服务基层中经受锻
炼，才会让人民立场得到巩固和
升华。”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
行动指导中心主任张朝晖说，“人
民立场归根结底体现在对党的感
情、对人民的感情，这些都必须在
基层一线中脚踏实地去践行。”

来自湖北咸宁嘉鱼县的
“90后”电力职工周拓夫疫情期
间主动请缨做志愿服务，在老旧
社区为独居老人代买药品、蔬菜
水果等。“居民有需求，我们有
行动。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我
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用点滴服务与奉
献，展现当代中国青年的担当。”周拓夫说。

贵州毕节市威宁县石门乡团结村“90后”村支书胡钧溥，
则将人民立场写在脱贫攻坚一线。

“身为青年扶贫干部，围绕贫困户实际困难和需求不懈努
力，是我们坚持‘站稳人民立场’的实际行动。”胡钧溥说，通
过精准帮扶，目前全村还剩余14户46人未脱贫，为如期实现全
县脱贫摘帽，各级干部正全力以赴投入脱贫攻坚战中。

胡钧溥表示：“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扎根基层，将自己最美好
的青春年华融入贫困山区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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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5 月 4 日电
（记者 梁建强 黎昌政）今
年暑期，武汉市计划适当缩
短中小学的暑假时间。这是
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夏春胤4
日在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的消息。

夏春胤说，为弥补武汉市
中小学春季延期开学导致课时
不足的问题，武汉市将从两个
方面应对：一是学校分批复课
前，坚持通过实施“空中课

堂”保证停课不停学；二是学
校分批复课后，根据教情、生
情、学情以及天气情况，酌情
对教学时间进行“两个延长、
一个缩短”的调整。

据介绍，“两个延长、一
个缩短”是指适当延长教学时
间，计划每周增加一天；适当
延长每天教学时间，计划每天
增加一课时；适当缩短暑假时
间。同时，教育部门及学校还
将为有需求的学生继续提供线
上辅导和答疑。

武汉中小学暑假拟适当缩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