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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次入户劝返之后，
阿妮的母亲终于同意让女儿上
学了。

阿妮的家位于云南省怒江
州福贡县阿打村，那里曾是深
度贫困村。5 年前，阿妮的父
亲遭遇车祸瘫痪在床，为了帮
助母亲照顾父亲和年幼的弟弟
妹妹，已到上学年龄的阿妮从
未去过学校。

在阿妮第一次踏入校园的
那一天，劝返小分队带阿妮一
家在县城享用了一顿大餐，随
后载着爱心人士捐赠的生活物
资和儿童玩具送他们回家。在
小木屋的火塘边，劝返小分队
用刚买的鼓风机教阿妮的母亲
吹了一灶旺旺的火，仿佛预示
着一家人红红火火的新生活。

在崇山峻岭中执着地找
寻，在茫茫人海中不放过一丝
蛛丝马迹，在一次次“闭门
羹”后不抛弃不放弃⋯⋯在云
南，为了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
一支支劝返工作队的出现，让
许许多多像阿妮一样的孩子，
走出大山，改变了命运。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教育
是治本之策。对于集边疆、民
族、山区、贫困于一体的云南
省来说，如何打赢控辍保学攻
坚战？云南劝返工作者们用实
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迷途
找到阿普的时候，他正在

昆明的一家地下停车场里洗
车。

“你们来干什么？我不是说
了吗，我不读书，你们不要来找
我。”隔着巨大的水声，阿普朝前
来劝返的工作队队员吼道。

今年 15 岁的阿普本该上
初三，然而从初二开始，阿普
就辍学了。

“这孩子从小父母离异，
一岁就被父亲送到爷爷家抚
养。爷爷常年酗酒，在哪里喝
醉就睡哪里⋯⋯”对于阿普的
情况，楚雄州禄丰县高峰初级
中学教师冯晓琴一清二楚，她
曾前往阿普家中劝返20余次。

过去，“不读书也能有出
路”的思想在村里蔓延开来。
从小得不到家庭关爱的阿普无
比向往外面的世界，几次逃学
之后，他再也没有返回校园。

“孩子，你还小，跟我们
回去读书吧，有困难找学校，
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回去好好读书，考个技
校，有一技之长才能有出路。”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说

着，阿普心中的防备一点点瓦
解。

“我跟你们回去。”终于，
阿普的语气软了下来，泪水从
他的眼角滑落。

每年，冯晓琴都要参与劝
返像阿普这样辍学打工的孩
子。她发现，近年来因家庭经
济困难导致的辍学大为减少，
厌学已成为学生辍学的主要原
因。

统计数据也支撑了这一观
点。云南全省厌学、打工务农
辍学学生占比较高，两类辍学
人 数 占 全 省 辍 学 总 人 数 的
75.54%。

每个周六的清晨和学生一
一告别后再离校，周日晚上充满
期待地迎接每一名学生返校，这
是常年带班的弥勒市第五中学
教师李发明养成的习惯。

周日的晚读铃声响起，李
发明大步走进教室，教室里散
发的阵阵清香让他心情舒畅，
这是学生周末新洗的校服散发
的特殊味道。环顾教室的每一
个角落，一个空荡荡的座位显
得尤其扎眼，那是李强的位子，
李发明的心顿时沉到谷底。

孩子的学业一刻都耽误不
得。当晚，李发明决定去李强
家里走一趟，在漆黑的山路上
颠簸了一个半小时后，一行人
来到了李强的家中。

李强的妈妈指了指客厅进
门左手边的一间卧室，房门紧
闭，从里面反锁，怎么呼唤都
没人应答。

“每次回家都这样，把门
锁起来，只会玩手机。我们都

在外打工，平时也没时间照看
他，他自己也不争气。”李强的
妈妈抱怨道。

从李强家回到学校已是凌晨
一点，校园笼罩在一片静谧中，
李发明却思绪万千。“在李强身
上，网瘾导致厌学进而又导致辍
学表现得非常明显。”李发明总
觉得，孩子的教育是一个漫长而
细腻的工程，部分家长只追求经
济收入而忽视了孩子的教育，在
孩子出现问题后又责怪孩子，从
不反思自己。

很多时候，控辍保学工作要
面对的，不仅是空间距离上的遥
远，更有群众观念上的阻隔。在
云南，受到多民族地区早婚早恋
传统习惯影响，早婚辍学的情况
也并不少见。

楚雄州彝族姑娘阿珍曾经是
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可是初二
下学期，她与邻村的小伙儿相恋
了，再也没有到校上课。

这可急坏了大姚县三台综合
初级中学教师王家安，不愿看到
阿珍因早婚毁掉美好前程，王家

安和同事毅然踏上了劝返之路。
陡峭的白草岭高耸入云，一

行人一路向上攀登，遇到没路的
地方只能抓住山草一点点往上
挪，气喘吁吁地到达山顶，就被
扑面而来的冷风吹得浑身发抖。
走到半路腿上开始痒痛，王家安
掀起裤脚一看，好几只蚂蟥吸血
正欢⋯⋯

在阿珍家中，从不喝酒的王家
安为了做通阿珍父母工作，第一次
端起了酒杯与家长彻夜长谈。

“您是春日的一抹阳光，为
我前行的道路指明方向，让迷
失的我从此不再迷茫⋯⋯”复
学后的阿珍在给王家安的信中
这样写道。

劝返
“你为什么不来学校？今天

你吃过饭没有？你知不知道段老
师有多担心你⋯⋯”见到小君的
那一刻，德宏州陇川县清平乡中
心小学教师段树芹抑制不住眼中
的泪水，她一把搂住孩子，焦急
地问个不停。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学校推迟到 5 月份复课，清
平乡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小君却
迟迟没有报到。学校经多方联
系、入村寻找，仍无法得知他的
消息，班主任段树芹心急如焚。

5 月 8 日一早，段树芹通过
村干部得知，小君和他的父亲最
近好像在大山里居住，段树芹立
马约上了学校其他几名教师一起
进山寻找。在崇山峻岭间艰难跋
涉一个多小时，一行人终于在大
山深处找到了小君。

原来，小君一岁多时，母亲
抛下年幼的他和父亲离家出走。
患有精神疾病的父亲带着小君白
天在山里放牛，晚上睡在山上的
窝棚里。如今，小君已经回到学
校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他不仅学
习成绩不错，还特别擅长体育，
喜欢踢足球。在学校举办的冬运
会上，他还获得了仰卧起坐第一
名的好成绩。

每一次成功劝返的背后，都
有一颗颗沉甸甸的爱心和责任
心。 （下转第二版）

为了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
——云南省控辍保学攻坚记

本报记者 焦以璇

民间艺人在云南砚山县平远镇第二小学指导学生演奏二胡。该校开设 30 多门文化教育课程，培养学
生文艺修养，打造健康快乐校园。 新华社发

正月里，晚上 9 点多，忙
碌完一天的工作，天津市崇化
中学新疆学生管理处主任赵伟
回家休息。从去年寒假到今年
寒假，他一天也没完整地休息
过。全部的时间都是和新疆

“内高班”的孩子们在一起。
而该校“内高班”学生纷纷表
示：“正是因为有老师们的陪
伴和精心安排，我们在天津过
年挺好的！”

“内高班”全称为内地新
疆高中班。为了实施教育援
疆，自 2006 年至今，已有近
1200 名来自新疆的高中学生
从崇化中学毕业，走进全国各
地高校深造。

春节这几日，“内高班”
活动异彩纷呈：大年三十上
午，校领导去学生宿舍拜年，
中午为孩子们分发新春慰问
品，下午为学生准备年夜饭，
晚上给他们发糖葫芦，一起看
春晚；大年初一又和孩子们一
起观看“我在崇化过大年”活

动，大年初二开始又进行了篮
球联赛、羽毛球联赛和足球联
赛⋯⋯

“今年学校的 467 个新疆
孩子在校过年，其中还有 20
多名受疫情影响暑假也未能返
疆的学生，今年过年又不能回
家了，有些孩子因为想家而闹
情绪。”赵伟坦言，“但从全校
新疆班师生的整体安全角度出
发，我们不得不留孩子们在天
津过春节。我逐一给孩子们做
了思想工作，给家长一一打了
电话，讲明道理。孩子家长也
都纷纷表示理解，全力支持学
校工作。”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寒假生
活，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每
年春节，崇化中学都要为能歌
善舞的他们举办“我在崇化过
大年”活动。

相声、小品、民族舞蹈、
街舞、独唱⋯⋯精彩的背后是
师生的默默付出。该校舞蹈社
社长、维吾尔族女学生迪丽努

尔·麦麦提敏说：“今年是我在
崇化过的第三个春节了，每年从
节目的筛选、服装的配备，到音
乐的选择、舞台的布置，都由学
生唱主角。每次我把在学校表演
节目的照片和视频发给家里人看
时，他们都非常高兴，我在崇化
过得很快乐、很温馨。”

2021 年的这个寒假，“内高
班”学生活动格外充实：滨海新
区网红图书馆、极地海洋世界、
自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及中国
女排展览⋯⋯已连续忙碌了一个
来月的赵伟，每天都和“内高
班”的孩子们一起度过。

“人生若只如初见，你早已
是家人。”“教诲如春风，师恩似
海深⋯⋯感谢您对我们这些新疆

‘小红柳’的灌溉。”采访时，赵
伟从办公室抽屉里取出了大大小
小的贺卡。“每年毕业前，学生
都给我写，感动！自己的辛苦付
出学生都记在心里，既是师生情
又是浓浓亲情。”说话时，赵伟
的脸上写满幸福与自豪。

“我们在天津过年挺好的！”
本报记者 徐德明

2月22日，小朋友走红毯进入幼儿园。当日，江苏省如皋市如
城街道光华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小朋友们通过国旗
下讲话、走红毯、观看牛年书画展、许愿墙上贴祝福等形式，开启
2021年春季新学期校园生活。 徐慧 摄

日前，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北京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引发全国教育系统干部师生热议。

读懂党史这部最好教科书

上海市委讲师团“四史”专家宣讲团
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
研究中心主任彭勃表示，中国共产党在百
年辉煌历程中，致力于人民幸福、民族复
兴，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
他认为，正确学习党史，要认真总结执政
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学习好党
在不同历史阶段取得伟大胜利的规律性、
经典性重大战略与工作方法，将党的成功
经验和发展规律与当今发展新阶段的实践
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西北大学党委
书记王亚杰说，学校将党史教育与爱国主
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紧密结
合，充分发挥人才和学科优势，创新教育
方式，多维度、多学科、多视域开展党史
学习、研究和阐释，力争产出一批高质量
学习研究成果，高质量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

唐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英认为，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党史教学的主渠
道、主课堂，党史教育主要体现在“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为
此，学校将进一步加强党史研究和党史学
科建设，将中共党史学科作为一门对党的
历史、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的特殊科
学，保持其相对独立性，把党史研究最新
成果及时充实到教学中。

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淮南师范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玉才倍感振
奋：“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要切实讲好
党史故事，准确把握主题主线、主流本
质，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党史观，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深刻理解党
因何而生、红色政权从哪里来、新中国怎
样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让
大学生读懂党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

让党史学习教育扎根校园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中央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教育和引导广
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对进一步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刘宇辉表
示，下一步，北京教育系统将把党史学习教育纳入各学段教育教学全
过程，与德智体美劳教育紧密结合，努力培养能够堪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推进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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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22 日讯 （记
者 赵秀红）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
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在今天举行
的第十场最高检厅长网络访谈活
动中表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制度实施不到一年，成效
明显。截至 2020 年 9 月，各地
通过强制报告立案并审查起诉的
案件近500件。大量发生在家庭
内部的监护侵害案件因医务人员
按规定报告得以及时发现。

史卫忠说，近年来，未成年
人受到侵害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
注，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一
直是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为及时有效惩治侵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2020 年 5
月，最高检、国家监察委员会、
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门印发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
明确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
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
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
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强制报告制度是发动社会
力量，构建未成年人社会综合保
护体系的重要内容。《意见》 印
发虽不到一年，但成效明显。”
史卫忠说，黑龙江建三江虐童
案、山西怀仁虐童案、北京门头
沟伤童案等得以及时发现。尤其
是发生在北京的这起伤童案，儿
童医院医生发现 3 岁女童可能遭
受家暴果断报案，使侵害行为受
到依法惩治，女童及时得到救
助，实现了伤害后果最小化。

强制报告制度的刚性体现在

强制性。根据 《意见》 规定，隐
瞒不报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
依规追究责任。史卫忠表示，目
前，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的违反
强制报告规定涉嫌违纪违法的均
受到了相应处罚。如湖南某小学
教师强奸、猥亵学生案件，涉事
学校负责人员隐瞒不报，检察机
关对该校正副校长以涉嫌渎职犯
罪提起公诉，已被追究刑事责
任。

目前，全国各地持续深化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
落实。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
区公安分局创新工作方式，联合
开发运行“强制报告 APP”，进
一步畅通了快速发现、报告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渠道，为各部门合
力保护未成年人搭建了平台。

史卫忠表示，除了强制报告
制度，去年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
安部印发了《关于建立教职员工
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
的意见》，建立了国家层面的入职
查询制度，将“大灰狼”堵在校门
之外。目前，这两项制度都被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

他表示，在实践中，规定的
查询范围更广，一方面将查询的
范围扩大至所有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单位。除了中小学 （含中等职
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学校）、幼儿
园新招录的包含教师、行政人员、
勤杂人员、安保人员等在校园内
工作的教职员工，还包括儿童福
利院、儿童医院，甚至一些短期的
夏令营、冬令营、晚托班、暑托班
等。另一方面将查询的范围扩大
至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
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实施不到一年立案审查起诉案件近500件

强制报告制度强力保护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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