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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彩林红叶彩林，，秋色给大山披秋色给大山披
上了美丽的外衣上了美丽的外衣。。行走在甘肃行走在甘肃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乡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乡野，，抬眼抬眼
皆是风景皆是风景。。这里是祖国西北的这里是祖国西北的
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处，，
是甘肃脱贫任务最重是甘肃脱贫任务最重、、攻坚难攻坚难
度最大的地区度最大的地区。。

当朝阳初升当朝阳初升，，这里的孩子这里的孩子
背起了书包背起了书包，，翻越一道又一道翻越一道又一道
山梁山梁，，坐到教室里坐到教室里，，读书声在读书声在
大山深处回荡之时大山深处回荡之时，，一切又都一切又都
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希望。。越穷的地方越需越穷的地方越需
要办教育要办教育，，越不办教育就越越不办教育就越
穷穷。。近年来近年来，，在临夏州在临夏州，，随着随着
教育脱贫攻坚的纵深推进教育脱贫攻坚的纵深推进，，
人人、、才才、、物物、、力力、、智源源不断智源源不断
汇聚汇聚，，教育的光芒正普照在每教育的光芒正普照在每
一个孩子的身上一个孩子的身上。。

万里奔波万里奔波，，只为只为
““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如今如今，，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坐在宽敞明亮的教
室里室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
拉族自治县小关乡唐藏小学六拉族自治县小关乡唐藏小学六
年级学生马丽艳年级学生马丽艳，，一直对那个一直对那个
突然出现在店铺里的高大身影突然出现在店铺里的高大身影
充满感激充满感激。。

马丽艳口中的店铺马丽艳口中的店铺，，指的指的
是距离临夏州是距离临夏州 25002500 公里的广公里的广
东省中山市的一家牛肉面馆东省中山市的一家牛肉面馆，，
开店的是马丽艳的父亲马哈比开店的是马丽艳的父亲马哈比
布布。。由于家庭原因由于家庭原因，，马丽艳读马丽艳读
完五年级就辍学了完五年级就辍学了，，跟着父亲跟着父亲
来到这家面馆当帮工来到这家面馆当帮工。。

““爸爸爸爸，，我想读书⋯⋯我想读书⋯⋯””很很
多次多次，，马丽艳准备向爸爸说起马丽艳准备向爸爸说起
这句话这句话，，可家庭的窘境可家庭的窘境，，让懂事让懂事
的她一次次把话咽了回去的她一次次把话咽了回去。。

20192019 年年 1010 月的一天下午月的一天下午，，
阳光照进店铺阳光照进店铺，，马丽艳趁着客马丽艳趁着客
少少，，刚刚坐下歇息刚刚坐下歇息。。突然突然，，门口门口
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来人正来人正
是临夏州积石山县小关乡唐藏村是临夏州积石山县小关乡唐藏村
党支部书记马正明党支部书记马正明。。马丽艳错愕马丽艳错愕
了了，，她揉了揉眼睛她揉了揉眼睛，，起身喊道起身喊道：：

““大大大大，，您怎么来了您怎么来了？？””
““我是来接你回家上学的我是来接你回家上学的，，

快收拾好东西跟我走吧快收拾好东西跟我走吧。。””马正马正
明喘了口气明喘了口气。。

从中山市到珠海机场近从中山市到珠海机场近 200200
公里的路上公里的路上，，马正明归心似箭马正明归心似箭，，

““看着手里的飞机票看着手里的飞机票，，似乎已经似乎已经
看到了马丽艳坐在教室里读书的看到了马丽艳坐在教室里读书的
场景场景””。。

现在的马丽艳现在的马丽艳，，成绩跟了上成绩跟了上
去去，，性格也更加开朗了性格也更加开朗了，，在一系列在一系列
的帮扶之下的帮扶之下，，马丽艳家也摘掉了马丽艳家也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贫困户的帽子。。她说她说：：““我不能辜我不能辜
负大家负大家，，一定会好好读书一定会好好读书，，以优异以优异
的成绩回报大家对我的关心的成绩回报大家对我的关心。。””

近年来近年来，，临夏州已经累计劝临夏州已经累计劝
返像马丽艳这样的义务教育失辍返像马丽艳这样的义务教育失辍
学学生学学生 11..55 万多名万多名。。各县各县 （（市市））
乡乡 （（镇镇）） 组建了动员小分队组建了动员小分队，，南南
下广东下广东、、四川四川，，东赴浙江东赴浙江、、江江
苏苏，，北上内蒙古北上内蒙古、、新疆新疆，，西进青西进青
海海、、西藏西藏，，把一个个辍学学生从把一个个辍学学生从
个体商铺饭馆个体商铺饭馆、、枸杞虫草摘挖现枸杞虫草摘挖现
场劝返回到了学校课堂场劝返回到了学校课堂。。

一张控辍保学的大网也渐渐一张控辍保学的大网也渐渐
织起来了织起来了。。临夏州教育局局长刘临夏州教育局局长刘
尚增介绍尚增介绍，，全州建立了控辍保学全州建立了控辍保学
长效机制长效机制，，实行州县乡村四级学实行州县乡村四级学
长制和长制和““八包八到位八包八到位””制度制度，，层层
层签订控辍保学目标责任书层签订控辍保学目标责任书，，进进
一步明确职责一步明确职责，，压实任务压实任务。。

甚至甚至，，为了劝返学生为了劝返学生，，临夏临夏
州还搞起了巡回法庭州还搞起了巡回法庭。。20182018年年33
月的一天月的一天，，法官马成福与同事们法官马成福与同事们
一起来到积石山县小关乡大茨滩一起来到积石山县小关乡大茨滩
村村，，以巡回开庭形式审理两起辍以巡回开庭形式审理两起辍
学案学案。。

案件原告是小关乡政府案件原告是小关乡政府，，被告被告
是村里两名辍学少年的父亲是村里两名辍学少年的父亲。。距距
离开庭的前几天离开庭的前几天，，这两位村民还固这两位村民还固
执地摇头执地摇头，，谢绝工作组的好意谢绝工作组的好意。。然然
而而，，在法庭上在法庭上，，他们都低下了头他们都低下了头，，当当
着众人的面表态说着众人的面表态说，，一定要送孩子一定要送孩子
上学上学，，小关乡政府当场撤诉小关乡政府当场撤诉。。

““巡回开庭更重要的意义是巡回开庭更重要的意义是
以案普法以案普法，，让大家认清不让孩子让大家认清不让孩子
上学就要承担法律后果上学就要承担法律后果。。””马成马成
福说福说。。

为了提高家长重视教育的意为了提高家长重视教育的意
识观念识观念，，东乡县还从东乡县还从 20182018 年年 99
月开始办家长学习班月开始办家长学习班，，每期学员每期学员
1010 至至 2200 人不等人不等，，学习天数学习天数 11 至至 33
天天，，重点学习义务教育法重点学习义务教育法、、未成年未成年
人保护法人保护法、、控辍保学政策等控辍保学政策等，，经过经过
短期培训学习短期培训学习，，提高家长的思想提高家长的思想
意识意识，，确保送子女上学确保送子女上学。。

夯实基石夯实基石，，确保义确保义
务教育有保障务教育有保障

临夏县临夏县卡家滩镇紧邻秦岭西卡家滩镇紧邻秦岭西
段余脉太子山段余脉太子山，，车子在大路上转了车子在大路上转了
个弯个弯，，拐进了一条山沟小路拐进了一条山沟小路，，四周四周
静了下来静了下来，，墙壁上的教育宣传标语墙壁上的教育宣传标语
在摇曳的格桑花下分外惹眼在摇曳的格桑花下分外惹眼。。

沿着小路行驶十余分钟沿着小路行驶十余分钟，，便便
来到了卡家滩镇海军希望小学来到了卡家滩镇海军希望小学。。
课间操时间课间操时间，，孩子们正随着音乐孩子们正随着音乐
节奏节奏，，在操场上舒展四肢在操场上舒展四肢。。抬眼抬眼
望去望去，，在苍翠的太子山脚下在苍翠的太子山脚下，，高高高高

飘扬的五星红旗飘扬的五星红旗，，赭黄色的墙壁赭黄色的墙壁，，
窗明几净的校舍窗明几净的校舍，，洋溢在孩子脸洋溢在孩子脸
上的笑容上的笑容，，与蓝天白云撞了个满与蓝天白云撞了个满
怀怀，，构成了另一幅美丽画卷构成了另一幅美丽画卷。。

““学校的土操场上学校的土操场上，，高过膝高过膝
盖的枯草在风中摇摆盖的枯草在风中摇摆，，教室墙壁教室墙壁
已垮掉一半已垮掉一半，，露在外的檩子直立露在外的檩子直立
着⋯⋯着⋯⋯””这是该校老教师刘尚杰这是该校老教师刘尚杰
日记中的一段话日记中的一段话，，他至今依然清他至今依然清
晰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初来任教时晰地记得二十多年前初来任教时
学校的旧样貌学校的旧样貌。。

20012001 年年，，海军某部队投入海军某部队投入
1818 万元对卡家滩小学校舍进行万元对卡家滩小学校舍进行
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同年学校更名为卡家同年学校更名为卡家
滩海军希望小学滩海军希望小学。。为了进一步解为了进一步解
决好附近孩子上学的诸多现实问决好附近孩子上学的诸多现实问
题题，，20182018 年年““全面改薄全面改薄””项目项目
为学校投入资金为学校投入资金290290万元万元，，建成建成
了了 88 间新教室和教师办公室间新教室和教师办公室，，硬硬
化了校园化了校园，，并新建围墙并新建围墙，，配齐了配齐了
各种功能教室和教学设备各种功能教室和教学设备，，学校学校
面貌焕然一新面貌焕然一新。。

““学校现在的软硬件建设在学校现在的软硬件建设在
学区同类学校中位于前列学区同类学校中位于前列，，适龄适龄
儿童入学率达到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100%%，，在校学在校学
生巩固率生巩固率、、毕业率毕业率、、升学率均为升学率均为
100100%% ，， 全 校 教 师 学 历 达 标 率全 校 教 师 学 历 达 标 率
100100%%，，学校越来越好了学校越来越好了。。””看看
到学校的变化到学校的变化，，校长马世英从心校长马世英从心
底里高兴底里高兴。。

从临夏县出发从临夏县出发，，一路向东一路向东，，
穿过蜿蜒盘旋的山路穿过蜿蜒盘旋的山路，，跨过沟壑跨过沟壑
万千的山脊万千的山脊，，便来到了东乡县布便来到了东乡县布
楞沟村楞沟村。。布楞沟在东乡语中意为布楞沟在东乡语中意为

““悬崖边悬崖边””，，大山在这里拧成疙大山在这里拧成疙
瘩瘩，，这里山高坡陡这里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沟壑纵横，，
曾是东乡县最偏僻贫困的村子曾是东乡县最偏僻贫困的村子。。

（（下转第三版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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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王康） 如果不是裘老
师，芳世魁可能已经在工地上搬
砖好几年了，但幸运的他成为了
今年全村唯一的大学新生。10
月13日是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新生入学报到的日子，来自贵
州农村的芳世魁下了火车，抬头
一看，等待他的正是8年前那张
亲切而熟悉的脸庞。芳世魁的
眼泪夺眶而出⋯⋯

2012 年，浙江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教师裘海璇主动来到贵
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
县黄冈村黄冈小学开展支教和
调研。那时的黄冈小学条件一

般，140多名学生的学校只有6位
任课教师，体育设施也只有一个水
泥乒乓球桌和两个破旧的篮筐。

条件虽差，但孩子们求学的
热情一点也不缺。在诸多学生
中，皮肤黝黑的芳世魁引起了裘
海璇的注意。为了奖励上课发
言，裘海璇特意准备了一些小礼
物分给大家，但芳世魁从来不
要，“努力学习是应该做的事，
这是不需要奖励的”。

裘海璇决定去孩子家里走一
走。来到芳世魁的住处，她惊呆
了：老木屋子经常漏雨，十几岁
的芳世魁还没有自己的床，不管
寒冬酷暑只能打个地铺。看着老

师诧异的眼神，芳世魁牵着她的
手，来到一处“精装修”前——
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这
是孩子的荣誉墙。

临走前，家长的一句话让裘
海璇心里一揪。“家里实在太困
难了，我们会尽力送他学习，今
后实在读不下去，只能让他去打
工了。”

就在那一刻，裘海璇决定与
四年级的芳世魁结对子，资助他
完成学业。

从此，裘海璇每年暑假都会
去贵州，给芳世魁送去学费和学
习用书。每当芳世魁长高一点，
裘海璇还会寄去新衣服、新鞋

子。考虑到芳世魁小学从未学习
过英语，担心他初中跟不上，英
语专业出身的裘海璇为他定制了
一套英语提升计划，从最初 26
个字母都认不全到能够用英语对
话，芳世魁在一点一点进步。

2017 年，裘海璇照例在暑
假去看望芳世魁，可找遍了整个
村子都不见人影。一打听，原来
为了帮家里挣钱，芳世魁跟着父
亲去深圳的工地上搬砖了。裘海
璇焦急地打电话给芳世魁，叫他
安心回来学习，钱的事情老师会
帮忙想办法。刚挂完电话，芳世
魁就要求爸爸给他买火车票回
家：“裘老师肯定又给我带来了

很多新知识，我想回去学习。”
这次经历，让裘海璇对支教

有了新认识。“大山里，有更多
孩子的命运需要人们去改变。”
在她的牵头下，学校成立了“启
梦支教队”，每年都有新教师和
学生加入，在黎平县开展爱心支
教活动，几年来累计支教100余
天，2.48万余人次参与，结对贫
困学生100余户。

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基
础课程外，支教活动还结合交院
特点，开设了消防、旅游、酒店
管理、航空等特色课程。孩子们
第一次感受到大学的新奇和魅
力，埋下了“读书深造，启迪梦
想”种子。

2020 年 7 月 25 日，芳世魁
拿到了高考成绩单——373 分！
离省本科线只差 7 分，超过专科
批193分。第一时间，芳世魁激
动地拨通了裘海璇的电话：“裘
老师，我可以上大学了，我想报
你的学校。” （下转第三版）

八 年 守 望 圆 梦 人
——一名大学教师和她帮扶的大学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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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光教育之光
照亮照亮““玻璃女孩玻璃女孩””

李兵兵李兵兵：：
回家回家，，教书去教书去

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卡家滩镇海军希望小学的学生正在上课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卡家滩镇海军希望小学的学生正在上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晓军尹晓军 摄摄

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风光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风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晓军尹晓军 摄摄

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讯 （记者
柴葳） 2020 中国国际教育研讨会全
体大会今天召开。会议以“教育全球
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主
题，研判新形势下教育国际合作发展
方向，探索构建全球教育未来新格
局。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会上分
享了中国政府教育优先发展和教育领
域疫情防控的做法，阐述了进一步推
动教育对外开放的考虑，提出了发挥
教育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
程的展望。

陈宝生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汇聚了各国人
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在全
球携手抗疫期间更加深入人心。他强
调，中国政府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
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
育。在非常时期采取一系列非常举措，
有效实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过去
一个时期，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增
强，教育对外开放工作高质量推进，教
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有了明显提升。

陈宝生表示，前不久，中国政府出
台了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
开放的政策文件，体现了中国主动增
进与世界各国互认互通的强烈意愿，
彰显了中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
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政府将更加着力
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深化中外
人文交流基础，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
源，鼓励全球范围的学生流动，推动全
球教育治理体系改革。

陈宝生强调，教育应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他
提出三点展望：一是关注当前，加强
高水平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搭建更
多更实的全球科技开放合作平台，释
放高校基础研究潜力，汇聚全球资源
和天下英才“合力解题”，以更加开
放合作的姿态应对全球共同威胁和挑战。二是聚焦变化，实现信息技
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促进学校教育教学
和治理方式变革，以更加开放创新的举措推动世界教育发展。三是开
创未来，深化教育国际合作，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以
更加开放共享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部长拿督斯里诺莱妮、希腊教育和宗教事务
部部长妮基·凯拉梅乌斯发表视频致辞，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拉惹·拿
督·诺希尔万·再纳阿比丁代表主宾国出席大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会长刘利民主持大会开幕式。

中国海南省省长沈晓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斯蒂
芬妮亚·贾尼尼做主旨发言。会议交流了高等教育全球化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创新思路、重点举措和成功经验，并发
布了会议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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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优秀孩子 重在人格塑造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10
月 20 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
长陈宝生以教育部办公厅第二党
支部党员身份与支部党员们一起
开展“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餐饮浪
费”专题党日活动，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系列论述，学习《带头制止
餐饮浪费 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致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干部职工的
一封公开信》，并与教育部办公
厅第二党支部党员座谈。

陈宝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
数。“大者”关乎全局、关乎长远、
关乎根本，而“国之大者”则事关
方向方位、事关关键要害。民以
食为天，粮食问题是天大的事。
教育战线要未雨绸缪，从国之大
者的高度，从粮食问题的极端重
要性出发，深刻认识“厉行勤俭节
约 反对餐饮浪费”的重要意义。
一是为人之大德。人类的进化发
展和粮食作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粮食的发现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重要标志。受自然和社会双重
风险影响，粮食生产“粒粒皆辛
苦”，这要求我们从人类自身发展
历程出发，深刻认识大力传承和
弘扬“节约”这个美德的重要性。

二是世界之大道。人类社会的发
展成果得益于节约和积累，减少
消费或把可用于消费的部分用于
生产，从而造就了今天的人类文
明，这要求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
的思想高度出发，深刻认识对粮
食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有效配置的
重要性。三是治国之大政。长期
以来，依靠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
我们才在中国这个 14 亿人口的
大国实现了今天的粮食生产规
模，这要求我们从治国理政的重
大需求出发，深刻认识粮食安全
的重要性。四是家庭之大事。以
粮食为代表的食物，是家庭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要素，这要
求我们从家庭组织发展要素出
发，深刻认识粮食供给和粮食消
费的重要性。五是今日之大考。
当粮食增产遭遇边际递减效应制
约，短期内扩大土地面积、培育新
品种存在难度，这要求我们从两
个百年交替的时代定位出发，深刻
认识粮食增产任务面临的艰巨
性。六是未来之大关。粮食短缺
是全球性问题，也是未来人类社会
必须共同面对的一道大关，这要求
我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
发，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深刻认
识人类共同推动解决粮食短缺问
题的重要性。 （下转第三版）

着眼国之大者
厉行勤俭节约
教育部办公厅第二党支部开展“厉行

勤俭节约 反对餐饮浪费”专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