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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城乘车出发，在崎岖蜿
蜒的山路上行驶半个多小时后，
记者来到了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岷
县西北部的西寨镇田家堡教学
点。抬眼望去，一栋崭新的二层
教学楼矗立在校园里，鲜艳的五
星红旗随风飘扬，孩子们正欢快
地做游戏。

过去，田家堡村有一个教学
点，是在村头戏台院里盖的几间
土瓦房，没有围墙和校门，课桌
椅和门窗也破烂不堪。2016年8
月，该校校长肖冬强来校时，学
校 只 有 两 名 老 教 师 和 19 名 学
生。“现在，我们有 8 名教师，
47 名一至三年级学生和 66 名幼
儿班孩子，新学校建好了，年轻
教师也有了，教学质量年年提
升，在镇上就读的学生又回来
了。”肖冬强高兴地说。

和田家堡教学点一样，西寨
镇还有一个教学点和 4 所村小，
也都实现了教学质量和学生数量

“双回升”。这得益于近年来岷县
在脱贫攻坚中，坚持把“义务教
育有保障”作为教育脱贫攻坚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推进实施
的一系列教育工程，使得农村薄
弱校在学校发展、教师专业成
长、学生学习方式改变上都找到
了新的路径。细算一下，这些举
措背后有4本温暖的“民生账”。

算好经济账——

穷县也能办出“大教育”

岷县位于甘肃省南部、洮河
中游，地处青藏高原东麓与西秦
岭陇南山地接壤区，是甘肃省
18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也是我
国尚未摘帽的 52 个国家级贫困
县之一。这里生态环境脆弱，自
然灾害多发，贫困程度深，脱贫
成本高。截至 2019 年底，岷县
未脱贫人口还有 4800 户、1.43
万人。

教育发展不均衡是多年来岷
县教育面临的老问题，尤其是地
处偏远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
点，由于办学条件差、生源流失
严重，教学质量无法保障，这些
难啃的“硬骨头”长久以来制约
着当地教育发展。

眼前的现实逼着岷县县委、
县政府下定决心：下大力气抓教
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县里克
服很多困难，把最好的土地给教
育，想方设法‘挤’出资金投入
到教育上。”岷县教育局局长徐
进说，岷县新建或者改扩建学校
所需的地皮都是政府无偿划拨
的，基本上没花钱。

洮河西岸，一栋红白相间的
建筑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醒
目。这是岷县西江镇中心小学
2015 年秋季投入使用的一栋新
教学楼。“新校舍宽敞明亮，还
有多媒体教室，教育教学环境一
点儿也不比城里学校差。”谈及

学校的变化，校长后治新脸上乐
开了花。

据统计，近 3 年，岷县投入
3.86亿元，先后新建、改扩建学
校 264 所 。 仅 2019 年 至 2020
年，就规划“两类学校”建设资
金 7201.76 万元，其中寄宿制学
校 48 所，涉及资金 5879.24 万
元；小规模学校 21 所，涉及金
额 1318.15 万元。“资金来源一
是靠争取项目资金，二是靠县级

配套，三是靠社会各界捐助，
‘多条腿’走路为教育优质发展
抢得了先机。”徐进介绍。

算好均衡账——

下活城乡教育“一盘棋”

长期以来，由于教师留不
住、教学质量下滑、学生流失严
重，许多农村学校逐渐成了“空
心校”。

“ 岷 县 农 村 教 育 在 解 决 了
‘有没有’的问题后，还要面对
‘好不好’的问题。”在岷县教育
局副局长李鑫看来，农村教育的
质量直接决定着全县教育均衡发
展的水平。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岷县给出的答案是：组建联

盟共同体，盘活教育资源，实现
城乡学校优势互补、合作共进。
2016 年，该县以城区优质学校
为核心，辐射乡镇农村学校、城
区薄弱学校，成立了 16 个教育
联盟共同体，覆盖全县幼儿园至
高中各个学段，并确定 8 所学
校、幼儿园开展一体化办学试
点。

联盟共同体着力推进管理、
教研、师资、学生 4 个层面的建
设，形成了“理念共享、资源共
用、优势互补、合作共进”的协
作机制，有力推动了农村学校和
薄弱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高。通
过定期举行公开课、示范课、研
讨课等，使其成为农村学校教师
专业成长的“孵化器”和“助推
器”。

在联盟共同体的驱动下，中
寨初级中学与岷阳初中“搭”上
了线，教育教学工作实行捆绑式
考评。“城区优秀教师不断来

‘传经送宝’，我们的教师也不定
期去城里学校跟班学习，教师们
的观念转变了，教学方法更新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厚了，教
育质量上升很快。”中寨初级中
学校长蒋宗平说。

在此基础上，岷县还构建了
“高效课堂+片区教研中心、教
育联盟、送培送教”的“1+3”
教育教学协作机制，着力推动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同时，城区
学校的音乐、美术、体育、信息
技术等专业教师以“走教”形式
支援农村学校，促进了教师流
动、师资共享，下活了教师队伍

“一盘棋”。

算好安全账——

师生和家长的心踏实了

2015 年，马睿被任命为岷
山九年制学校校长。在此之前，
他是岷县三中的副校长。尽管有
着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但到任
岷山九年制学校的第一天，马睿
就被眼前的景象“唬”住了。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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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14 日讯 （记
者 施剑松） 北京市教委今天发
布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开学安
排。全市中小学将按照先中学、
后小学，先起始年级、毕业年
级，后其他年级的顺序梯次开
学。

中小学开学之后，北京全市
幼儿园分两批开园，按照先大
班、中班，后小班的顺序分两批
开园。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即日
起可向审批机关书面申请，经批
准后，恢复线下课程和集体活
动，但必须满足防疫的标准和要
求。

高等学校 （含高等职业院
校） 自 8 月 15 日起，具备校园
疫情防控条件的高校，结合小

学期安排，可组织学生分期分
批、错时错峰返校和新生报到。
其中，疫情低风险地区学生可
持健康绿码返校，中风险地区
学生可持 7 日内核酸检测报告
返校，高风险地区学生暂不返
校。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
处长寇红江介绍，市教委建议
大学生核酸检测在本地进行，
费用由学校负担。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
奕说，北京高校类型层次多样，
京外生源比例较大，各校招生工
作节奏差异大。因此拉长学生返
校报到的战线和时间，既能够确
保开学工作稳妥有序进行，又
能够分散进京人流，避免形成
进京返校短时间内的大人流。

目前，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
教委已经对各高校每日返京学
生人数作了详细的统计规划，
在前期健康监测、接站、入校安
排等环节做了充分准备。

新学期，北京市教委会同卫
生部门明确了校园防疫标准。制
定完善了三级应急响应级别下,
各学段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及开学条件评估要点,指导各级
各类学校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
做好校园防疫工作。

与此同时，北京仍要求大、
中、小学师生员工在校期间坚持
佩戴口罩，严格落实师生员工手
卫生措施。校内户外活动在不聚
集、不接触的前提下，可不戴口
罩。

北京发布学生梯次返校计划
制定新学期各学段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今年初春，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让中国开始了一
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育
实战。

这是教育部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充分
考量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现
状后的果断决定。只有熟悉
中国教育家底的人才明白这个
决策背后的分量，这将牵动着
数十万所学校、两亿多大中小
学生、千万余名教师走上一条
他们完全没有走过的路，对教
育信息化的硬件、软件，对教
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乃至家
长如何配合，都提出了全新
的严峻考验。

半年多的实践证明，中国
教育顶住了此次疫情给在线教
育教学带来的巨大压力，不但
交出了一份较为满意的答卷，
还化危为机，通过此次在线教
育理念的“启蒙”运动，促使
全社会达成了大力推动教育信
息化的空前共识，为中国教育
的深层次、系统性变革埋下了
伏笔。

基础网络有保障，
在线平台资源丰富

考验首先来自教育信息化
的硬件设施和基础网络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
快推进以“三通两平台”为核
心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全国中
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 25%上升
到 98.4%；多媒体教室比例从
不到 40%增加到 92%。在农村
地区，行政村的光纤和 4G 的
覆盖率都已超过了 98%，农村
及偏远地区学校网络接入条件
不断改善，但盲点依然存在。

疫情期间，教育部协调工
信部以及电信运营商，共同做
好学校和各级教育平台网络服
务保障工作，为疫情防控期间
线上教学有效开展提供网络带
宽、云服务、免费手机流量等
高质量的服务保障。

2 月 10 日，处于当时疫情
中心的武汉市中小学生启动在
线课程教学。经过一系列努力
和优化，武汉“空中课堂”顺
利开课并平稳运行 5 个多月，

总体情况持续向好。一个人口
基数庞大的省会城市，能在短时
间兼顾和实现全市百万中小学
生“停课不停学”，实属不易。

但是，各地在实施在线教
学过程中也暴露出网络支撑能
力不足的问题，更进一步凸显
教育专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 5 月底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16 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加快教育专网建设步伐。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工信
部，联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
尽快建成一个快速、稳定、绿
色、安全的教育专网，通达各
级各类学校和农村教学点，为
每个孩子提供平等获取优质教
育资源的机会。”

良好运行的在线教育平台，
以及丰富多彩的教育资源是在
线教学实战的基础。国家中小
学网络云平台是国家在疫情期
间重点打造的在线教育资源平
台。这个开通于2月17日，能同
时容纳5000万人在线的网络云
平台，提供了包括课程学习和电

子教材在内的海量在线学习资
源。根据 5 月初的统计，该平台
浏览次数达20亿。

而在高校，除教育部面向
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全部优质在
线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
源外，作为全国高校基础网络
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还专门发布了全
球学术资源共享服务 CARSI，
覆盖了国内外19万种期刊、超
万种实验视频、1300多万篇学
位论文。

值得称道的是，我国多年
积累的慕课资源成为这次实战
中的实力担当。教育部持续推
动慕课及慕课平台的建设与开
放共享，以1291门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和 401 门国家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为引领的4.1
万门优质在线课程，为此次在
线教学提供了优质资源和协同
教学支持。教师们采用慕课与
SPOC、 录 播 课 、 直 播 教 学、
线上答疑辅导等方式，运用多
种在线教学平台开展教学模式
创新。 （下转第二版）

疫情期间，我国面向两亿多大中小学生开展大规模在线教学——

奏响在线教育变革序曲
本报记者 黄蔚

送教教师再次来家里时，吕
斌（化名）一听见动静就冲过去
搂住对方。“说不出的幸福感顿
时化解了送教上门的心酸和劳
累。”为吕斌送教上门的河南周
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盛和小
学教师韩冰说。

吕斌今年 8 岁，智力残疾
一级，生活不能自理。他从来
没有像正常孩子一样体验过校
园生活。

送教上门第一天，韩冰就被
吕斌满是渴望的眼神打动了。
全面了解孩子及家庭情况后，她
本着注重帮吕斌发展潜能的原
则，以提高其认知能力和适应能
力为目标，针对他的生理、心理
特点和残疾类别，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教学计划，分阶段、有重点、
循序渐进地对吕斌进行运动、感
知等能力训练。

吕斌的动手能力比较弱，在
培养他生活自理能力过程中，韩
冰将动作分解，每一个动作都一
遍遍反复演示，手把手训练，她
还暗暗告诫自己要耐心、细心，
不能急于求成，要像陪伴自己的
孩子一样帮助他成长。每当吕
斌取得点滴进步，“你真棒！”“你
能行！”“真乖，让老师奖励一
下！”等鼓励的话语几乎成了韩
冰的“口头禅”。

在韩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
帮助下，吕斌的性格慢慢变得
开朗，良好的生活习惯逐步养
成，对学习也越来越有兴趣。

“说实话，刚接到送教上门
任务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既
高兴能有机会为残疾孩子奉献
爱心，又担心他们太难教。最
终，责任和使命感战胜了压
力，我决定用自己的爱心来抚

慰孩子的心灵，陪伴并引导他
向着阳光前行。”谈起承担上门
送教任务之初的感受，韩冰动
情地说，“现在，看到孩子身上
的变化和成长，我感到非常自
豪。”

目前，在周口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像吕斌这样无法随
班就读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共
有 32 名。为解决好困难家庭子
女上学难问题，做好教育扶
贫，助力脱贫攻坚，从2019年
起，该区教体局加大工作力
度，按照“一校一案”“一生一
策”的原则，做好残疾儿童入

学安置，让所有适龄儿童有学
上、有书读；对于生活不能自
理、无法随班就读的重度残疾
儿童少年，从全区选拔64名有
责任心的优秀教师担任助残送
教责任教师，开展送教上门服
务，确保他们能正常接受义务
教育。

日前，周口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教体局局长朱放哲在不
到一个月时间里，前往全区 32
名无法随班就读的适龄重度残
疾儿童少年家走访，并和助残送
教责任教师逐一分析、讨论，确
定“一生一策”送教上门帮扶方
案。“做到精准帮扶和精准送教，
才能切实解决每一个家庭的实
际困难。”朱放哲说。

“本来觉得孩子没有一点希
望，但在老师的辛勤教导下，
他各个方面的变化都非常明
显。太感谢区教体局的送教上
门和韩老师的辛苦付出。”吕斌
的母亲感激地说。

“用爱心抚慰残疾孩子的心灵”
——河南周口为32名特殊儿童送教上门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见新 通讯员 丁玺 张新中

8月13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文苑小区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展示吃干净的碗、盘子。当日，该园开展“勤俭节约 从小做起”主题教
育活动，引导孩子们爱惜和节约粮食，树立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意识。 吉喆 摄

聚焦基础教育普及普惠巩固收官战聚焦基础教育普及普惠巩固收官战
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