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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战未摘帽贫困县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秋季是动物重大疫情的高发季
节，要相信科学、做好预防，及时为
羊、猪、牛、鸡注射疫苗，避免造成
损失。”8 月 31 日，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喜德县冕山镇小山村农民夜校
里，喜德县农业农村局驻村农技员拉
马伍沙结合村情，用彝汉双语为村民
讲授动物养殖知识。

教室中，村民踊跃提问，请农技
员多多支着儿；院子里，村民三两围
坐，交流遇到的种植养殖问题，空旷
的大山深处呈现了一派热火朝天的学
习景象。

虽名“小山村”，但这里的山并
不小，平均海拔 2500 米，最高海拔
4150 米，高寒气候导致此地的物产
并不丰富，村民只靠种土豆无法保证
收入。如何让村子脱贫？当地干部首

先想到的是发展养殖业。
几年前，小山村部分农户买回了

猪仔，尝试发展养殖业。然而，由于
地理、气候原因，再加上不懂技术，
养殖户的猪仔成活率很低。村民们遭
遇文化、技术等瓶颈，急需一个能够
获取大量知识、增强致富本领的平
台。

2016 年 7 月，四川省第一所农
民夜校——小山村农民夜校挂牌成
立。农民夜校以“学文化、学政策、
学技能、树新风”为主要内容，实行

“菜单式”培训，农民“点菜”，夜校
“下厨”，围绕农村实用技术、移风易
俗、就业技能等，灵活安排学习时
间，每月不少于两次，每次从 45 分
钟到两个小时不等。除了集体培训，
夜校还带村民外出参观长见识。

殷小兰是小山村幼教点教师，也
是农民夜校的师资队伍成员，她为村
民上过文化培训、移风易俗等方面的
课程。今年 8 月，四川省防灾减灾教
育馆讲师王琼玉来这里讲授森林防
火、地质灾害预防及逃生知识。四川
省应急管理厅挂职干部曾思明是驻小
山村第一书记，也是农民夜校校长，
他多次组织村民学习普通话、宣讲控
辍保学政策等。

如今，农民夜校组建了以县帮扶

宣讲团、致富带头人、民间“德古”等
为主体，70 多人的教师队伍，为全村
332 户 1340 人提供各类培训。1500 余
人次参加烹饪、彝绣、农业技术、机械
操作技能等 100 多期培训，200 多人取
得了特种作业资格证，增强了致富能
力。

夜校教室红艳艳的优秀学员展示墙
上，“勤劳标兵”吉木尔的莫、“文化标
兵”皮特伍呷赫然在列。

（下转第三版）

农民夜校办起来 彝村百姓富起来
本报记者 余闯 单艺伟 王强 赵彩侠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

走进威县走进威县宣讲行宣讲行宣讲行···送教行送教行送教行

本报讯 （记者 林焕新 徐越）
9 月 12 日，中国教育报刊社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宣讲行送教行”大型公益
活动，走进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为当
地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带来了先进的
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

2012 年，威县被确定为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同年成为教育部定点
扶贫县。在教育部协同各方力量的支
持下，该县于2018年成功脱贫摘帽。

根据当地教育发展实际和教育管
理干部、教师的现实需要，首都劳动
奖章获得者、北京市课程发展专业委
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杨碧君作了题为 《新时代

“三新”背景下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考
与实践》 的主题报告；北京市优秀教
育工作者、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国家视导员、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
管杰作了题为 《新时代学校管理——

打造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学校》 的专题报
告；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教育部

“国培计划”首期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
导师、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副校长张
海宏以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古诗词三
首》 为内容上了示范课，并作了题为

《统编教材背景下古诗词教学的实践与
探索》 的语文教学辅导报告。威县教育
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全县各级各类学
校校长、业务副校长和骨干教师代表
500 余人，到现场参加活动。全县 16 个
学区 800 余名语文教师通过网络直播，
同步观看了示范课现场的精彩内容。

此次活动是中国教育报刊社“宣教
行送教行”大型公益活动的第 20 站，
也是进入教育部定点扶贫地区开展宣讲
送教的第二站。活动由中国教育发展基
金会、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
字总会事业发展中心、明远教育基金、
作业帮教育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提供
支持。

相关报道见三版

中国教育报刊社“宣讲行送教行”走进河北威县全国教全国教书书育人育人楷楷模模
走近走近20202020年年

秋日的马栏山区群峦叠嶂、青
翠欲滴。金色的阳光洒在陕西省旬
邑县马栏齐心九年制寄宿学校崭新
的校舍上，静谧如画。得知被评为
2020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53 岁
的丁海燕落泪了：22 年的民办转
公办，再从马栏山区一路走到北
京，回望走过的路，这位普普通通
的回族女教师说得更多的是感恩：

“荣誉属于千千万万人民教师，我
只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爱是最好的教育
马栏山区是革命老区，山大沟

深，交通不便，彭德怀、习仲勋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
和战斗过。

1986 年，初中毕业的丁海燕
被推荐到村小当了一名代课教师。
刚走上工作岗位，她就和自己“约法
三章”：学校交给的任务，必须无条
件完成；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
做到；告诫学生不做的，自己坚决
不做。这一坚持就是大半辈子。

丁海燕爱教书、爱孩子，从教
30 多年，她一直吃住在学校，每
天从一睁眼忙到熄灯，满眼满心都

是学校和学生的事儿。
因为爱，丁海燕身上看不到老师

的“架子”。她和学生一起做游戏，
抢着打扫卫生。看到一些学生受不
良 因 素 影 响 ， 行 为 懒 散 、 语 言 粗
俗、不讲卫生，她利用品德课、语
文课及班队活动开展行为习惯养成
教育，还抓住个别不讲卫生的“顽
固分子”，强行给洗头、洗脸。在她
的教育引导下，孩子们身上的“野
气”渐渐少了，说话文明了，行为规
范了。

在学生们眼中，丁海燕是老师，
更像妈妈。马栏山区冬天特别寒冷，
一下雪就有年龄小的孩子逃学。为了
让学生按时上学，每天放学前丁海燕
都会和他们约定：“老师明天会把火
炉生得旺旺的等你们，要是谁鞋湿
了，老师给烤干，要是谁手冻疼了，
老师就给捂暖和⋯⋯”她还买来小零
食、文具等作为奖励。就这样，她哄
来了一茬又一茬学生，又把他们一个
个送进更高学府。

爱也需要能力。面对一双双求知
若渴的眼睛，特别是听了优秀教师展
示课后，丁海燕感到压力和差距。她
如饥似渴地自学教育学理论，还报名

参加函授学习，有段时间连走路也捧
着书看。苦学 3 年，她如愿取得了函
授中师毕业证。

与丁海燕相识 30 多年，她的认
真让督学马正录印象深刻：教书不惜
力、教学讲方法。她以唱儿歌、做游
戏的方式教学生识字和算术；她把一
篇篇课文编成课本剧，让学生在表演
中加深理解；她关注每一名学生，在
校及时点拨、激励，节假日翻山越岭
去家访。虽然她的右手因病发抖，备
课要比别人多花一倍的时间，但教案
永远写得工工整整。

由于患间质性肺炎不能接触粉
尘，近两年，丁海燕转代体育课。她
上网听优质课，向专业教师请教，对
着教学视频一遍遍练习⋯⋯备一节课
常常要花两三天时间。她设计教具、
把技能学习和游戏活动结合起来，激
发学生运动兴趣。学校只有中学生篮
板，小学生个子低不好投篮，几下投

不中就没兴趣了。她便和学生比赛，
玩到后面学生耍赖，对她又是推又是
拉，师生笑成一团，命中率却从开始
的只有一两名学生投中，提高到一大
半学生都能投中了。就这样哄着带
着，一年后，学生们的体质明显提
升。时任校长张平说，“丁海燕的体
育课比专业教师教得还好。”

（下转第三版）

大山深处大山深处““丁妈妈丁妈妈””
——记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齐心九年制寄宿学校教师丁海燕

本报记者 冯丽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按照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党组统一部署，教育部
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近日通过开展党组织书记讲
党课、“不忘初心、弘扬优良家风”主题党日、
聚焦“五问”开展党情研判党性分析、“学党
史、铸信仰”青年诵读等系列重点活动。

开展主题党日，在弘扬优良家
风中践行初心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
教和家风建设作出系列重要论述，特别强调领导
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
风政风，要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
要内容。近日，教育部党组成员及各单位党员领
导干部纷纷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

“不忘初心、弘扬优良家风”主题党日活动，共
话教育系统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

“重家教、育家风，历来是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重要的基础性内容。教育系统党员干部要
带头建设文明家庭、开展科学家教、传承优良家
风。”7月2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作
为办公厅第二党支部党员，与支部同志们一起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他对党员干部提出 6 项要求：

“一是学铸魂、忠诚为核，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二是学立志、人民为
本，立志以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为己任，为百姓
做实事、为国家做大事；三是学做人、谦和为
道，敢于坚持原则、揭露错误，把主要心思和精
力放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事业上来；四是学干
事、担当为先，以奋斗者的姿态在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中留下印记；五是学为政、清廉为范，讲
规矩守纪律，让规矩意识成为清正廉洁的金刚不
坏之身；六是学齐家、勤俭为要，继续发扬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精神，确保教育经费的每一分钱
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孙尧参加了规划司
党支部主题党日。他强调：“要从发挥教育的基
础性作用着眼，从发挥教育先导性作用着手，从
发挥教育全局性作用着力，努力将优良家风建设
和家庭教育融入到编制教育‘十四五’规划等重
要工作中，更好更全面地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和社
会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净化党内政治
生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重要意义。”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直属机
关党委书记田学军与国际司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
交流时强调，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深刻
认识家庭教育对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在工作中
更加重视加强家庭教育。

6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 《共
产党宣言》 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
信，勉励广大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
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
为中践行初心使命。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
铁慧在参加思政司党支部主题党日时，就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认真学习“四史”提出要
求：“作为教育系统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四
史’作为坚定党员理想信念的内在要求，作为学
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途径，作为做好高校党建和思
想政治工作的宝贵财富，把对党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转化为行
动自觉。”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钟登华与科技司党支部同志们观看了 《弘扬主旋
律、传承优良家风》 专题视频。他强调：“良好的家风是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精
神支柱，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用优良家风涵养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以好家风带动好民风，以好党风带动好政风。”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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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焕新

她耕耘职教一线 27 年，屡次
带领学生斩获全国冠军，创造世界
纪录；她既注重技能培养、就业创
业，更注重学生可持续发展，让
400 多名中职学生成为本科生⋯⋯
印在职教道路上的一串串足迹，见
证着她成长为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的学者型、专家型教师。

1993 年，魏亚丽从山东省潍
坊商业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初
为人师时的懵懂相比，从教 27 年
的魏亚丽早已成为学校一流专家型
教师，荣获全国教学大赛一等奖，

带领学生夺取职业技能大赛全国金
牌，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和
青年教师。近日，她又当选 2020 年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作为一名普通的
中职教师，她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匠心’和‘传承’。”魏亚丽说。
当记忆的指针从27年前开始重演，“匠
心”和“传承”就成了魏亚丽辛勤耕耘
中职讲坛的关键词和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
样需要关爱”

在 9 月初忙碌的开学季，魏亚丽
为迎接 2020 级的 850 余名春季高考
班和“3+4”中职本科贯通培养专业
的学生忙前忙后。“教师这个职业最
大的魅力就是传承，传承教书育人的
初心，践行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
在 2019 年学校“青蓝工程”新老教
师传帮带座谈会上，魏亚丽说，“为
学生传授知识技能，传承工匠精神，
为年轻教师像金庸先生笔下的侠者风
清扬一样，毫无保留地将自己 20 多
年的育人经验传授给他们。”

魏亚丽有很多这样感人的故事。

已经毕业的学生李真给魏亚丽打
电话聊工作生活时，仍然改不了口，
和上学时一样，叫她“魏妈妈”。

原来，李真的情况有些特殊，上
学时曾有轻度的抑郁症，经常封闭自
己，与同学、老师很少交流甚至“零
交流”。魏亚丽了解情况后，在日常
学习生活中更加留心关注李真。然
而，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2017 年初春的一天，李真因为
一个小小的问题，情绪莫名其妙地崩
溃，失控后自我伤害，幸亏没有生命
危险。魏亚丽得知后，第一时间赶到
医院，垫付医药费，陪同检查治疗，
如母亲般安抚李真的情绪。李真的家
长赶到医院后，她也没有离开，继续
陪在病床边。

“幸亏当时有‘魏妈妈’的温暖
关怀，才把我从那夜的窒息和自我封
闭中解救了出来。”李真说。就这
样，魏亚丽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时常与李真谈心，引导她放下戒
备，打开心扉，在她的心灵深处种下
阳光的种子，直到彻底将李真从抑郁
中拉出来。到毕业时，李真走出了阴

霾，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如今，李
真已是潍坊一家大型商业集团的优秀
店长，事业、家庭双丰收，生活幸福。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同时我也
是一个母亲。”魏亚丽说，“中职学生
处于关键的青春期，离开父母来校求
学，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需要倾
心关爱、热心帮扶，我既要专心指导
学习，还要帮他们排忧解难，让孩子
们不仅学习好、技能优，还要健康快
乐、阳光自信地成长。”

今年 4 月 15 日，参加春季高考
的学生返校，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
魏亚丽主动申请留校。“关键时刻，
我们就该顶得上、拼得上，师生同心
共克时艰。”魏亚丽带领老师们坚守
教学一线，成为“最美逆行者”。

“像‘工匠’一样切磋琢磨”
“要为学生的成才梦筑基，首先自

己要有足够的实力，成为专业上的行
家里手。”魏亚丽直言。为不断提升自
己，她积极参加教学业务比赛，先后斩
获教学业务比赛省赛一等奖 3 次、国
赛一等奖2次。（下转第三版）

精 益 求 精 传 匠 心精 益 求 精 传 匠 心
——记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教师魏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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