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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30放学时间，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师范附小校门口空无一人，
并没有赶过来接孩子的家长。此时学
校的操场上，十几个孩子正热火朝天
地踢着足球。而各个教室里的孩子
们，正在教师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
开展非洲鼓、葫芦丝、快板、剪纸、
围棋、版画、书法等各种社团活动。
和齐齐哈尔师范附小一样，中小学开
展课后服务后，家长不再为接送孩子
而发愁，在黑龙江已成为常态。

“孩子们放学后，得有人接得住
啊。”6月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
西宁考察时指出，“首先这件事要由
学校来办，学校不能把学生的课后时
间全部推到社会上去。”

在黑龙江，孩子放学后，学校不
仅接得住，而且有效地推进了“双
减”工作：将课后服务与学生作业等

“五项管理”有机结合，有效减轻了
学生作业负担；吸引孩子在课后时间
回归校园，切实减轻了学生的校外培
训负担。4月下旬，一项有45.3万人
参与的调查显示，黑龙江中小学课后
服务满意度达90.19%。

黑龙江的中小学课后服务是如何
助力“双减”的？为什么会有这么高
的满意度？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
了深入采访。

小支点撬起大民生——
强化顶层设计着力解决

百姓“急难愁盼”

今年春季开学，黑龙江省政府将
课后服务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一项重大突破在全省铺开，并将课后
服务纳入规范办学行为重要内容，纳
入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指标体系。

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赵国刚告诉
记者，目前全省13个地市全部印发
了中小学课后服务的文件，开展课后
服务学校2767所，占应开课学校总
数的95%以上；参与学生达到201.3
万人，占应参与学生总数的 94%；
参与教师达到16.3万人，占教师总
数的70%，基本实现了有服务需求
的学生全覆盖、区域全覆盖和中小学
学段全覆盖。

“2017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

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当时我们就意识到，开展中小学
课后服务势在必行。”黑龙江省教育厅
副厅长姜同河解释说，“这既能解决家
长‘三点半’接孩子的尴尬，又能弥补
差异化学习的不足，加强对学有困难学
生的辅导和学有余力学生的指导，对社
会、学校、家庭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
的。”

课后服务看似简单，实则是群众
“急难愁盼”的重大民生问题。2017年
3月，时任齐齐哈尔市市长、现任市委
书记李玉刚就主导开展课后服务，提出
要解决“三点半”放学后家长（特别是
双职工）接送孩子难题，当月该市就启
动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在哈尔
滨，城区各小学也按照市委、市政府

“尽快办”的重要批示，自2017年10
月10日起启动课后服务，以实际行动

“为民服务解难题”。
作为全国较早启动课后服务的省

份，课后服务到底怎么开？如何才能获
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同？对此，黑龙江省
教育厅在省内的多个地级市进行座谈和
问卷调查，重点了解家长的关键需求。

“我们的家长大部分在矿区工作，
一大早就去上班，很晚才回家，有的甚
至不回。调查显示，我校98%的家长
都表示需要课后服务。”大庆一中党委
书记郭运育介绍。

“我们在调查时发现，高中学生家
长对课后服务的需求特别大。”黑龙江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一处处长王晓霞介
绍，这让黑龙江决心在高中阶段也开展
课后服务，而不局限于义务教育阶段。

在广泛听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
群众意见之后，黑龙江省教育厅对课后
服务进行了精心设计：小学阶段突出
兴趣爱好、特长特色等目标引领；初
中阶段突出“五育”并举、特长培养
等学业质量；高中阶段突出生涯规划指
导等。

在课后服务时间上，黑龙江原则
上规定为正常上课日的下午放学后，
结束时间不早于17：30，毕业年级可
以适当晚一些，并且探索开展弹性离
校做法，课后服务时间内家长可以随
来随接，努力做到与家长下班时间相
适应。

（下转第二版）

课后服务涵养育人好生态
——黑龙江省扎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践探索

本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神州行”融媒体报道组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
望。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教育发
展、关怀青少年成长，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走进各级各类
学校和课堂，走近师生身边倾心畅
谈，殷殷嘱托“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
就要扣好”。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人民对教育
的期盼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多年
来，黑龙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发扬“三牛精神”，弘扬龙江

“四大精神”，在教育领域精耕细作，
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
全面推行“四零承诺”（零择校、零
择班、零择位、零指定），成为基础
教育管理新规范、新常态，致力于从
根上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坚
持“五育”并举打造红绿蓝金银（红
色基因传承、绿色生态文明、蓝色高
新科技、金色现代农业、银色冰雪文

化）“五色教育”的社会实践大课
堂；从小切口入手，进一步拓展全省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外延，制定减负方
案、出台指导意见，整治、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推动了教育热点、难点问
题逐一、逐步解决，营造了既清风习
习又暖阳高照的优良教育生态环境。

教育民生问题没有一件是小事
情。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目
标。黑龙江教育系统“刀刃向内”，
敢于作为、勇于担责，列出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的系列“方程组”，以
推进课后服务为突破口，分步解析，
探究多解，有序破解了课后看护、作
业管理、睡眠管理、读物管理和体质
管理等教育生态问题，将课后看护、
托管服务上升为系统的课后教育“一
把手工程”，使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
力补充、营养补给，贯通家校合作

“最后一公里”，有效形成青少年成长

成才教育闭环，产生了良好的辐射效
应，赢得学校、师生、家长、社会的多
方认可。

学生报需求，家长提要求。黑龙江
课后教育在形式和内容设计上不做花样
拼盘，不做“一锅炖”，而是静下心来
精挑细选、提档升级，本着遵循教育规
律、学生成长特点、个人爱好特长，从
本地实际、校情实际出发，精心调配、
定制，做到校校有特点、班班有亮点，
一桌桌营养大餐有色有味，热热乎乎，
称心可口，回味无穷。

精准服务是黑龙江课后教育的灵
魂，既遵循了教育本质、青少年成长规
律，又是集素质教育、实践教育、安全
教育于一体的系统工程。顶层设计起步
早，政策体系健全，措施可为、有为，

实现了省域 13 地市全覆盖，参与教师
16.3 万人、学生 201.3 万人、小学初中
高中学段全落实，多元化、高品质的服
务与教育教学深度全融合，以立德树人
为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化发
展，以制度机制为关键完善保障措施，
确保安全健康发展。调研数据显示，
94%的家长认为能够帮助学生及时高效
完成作业，减轻课业负担、家庭负担，
家 长 对 课 后 服 务 工 作 满 意 度 达 到
90.19%。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快乐的氛围
中，课后教育让孩子们的眼睛亮起来、
身体动起来、精气神抖起来。下一步，
黑龙江将加大监督监管力度，不断完善
服务措施，调整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
务水平，真心把课后教育这一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确保广大群众充分享受
教育发展成果，真正从内心深处得到满
足、感到满意。

（作者系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常务
副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抓实抓好课后服务 切实满足群众期盼
赵国刚

黑龙江省大庆油田黑龙江省大庆油田。。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左图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欧洲新城经纬小学校学生在课后服务时间练习篮球。 学校供图
右图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小学学生在课后服务时间学习沙画。 学校供图

为打好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攻坚战，广
东引导高校抓住毕业生就业关键期、冲刺
期，通过市场就业拓展行动、粤东西北人
才支撑行动、国有企业就业引领行动等就
业创业十大行动，打出扩渠道、促创业、强
服务、提能力等“精准滴灌”组合拳。

“一把手工程”为毕业生保驾护航

广东财经大学将就业工作作为“一
把手工程”强力推进，学校党委书记郑
贤操、校长于海峰靠前指挥，谋划搭建

“学校统筹、学院为主、部门配合、全
员参与”的学校就业工作体系。

据广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广东引导省内高校成立主要负责同志任
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的就业工
作领导小组。广东更把毕业生就业工作
纳入省委、省政府重大教育决策部署督
察，将其作为各地履行教育职责评价、
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等重要内容，督促高
校严格落实就业机构、人员、场地、经
费“四到位”要求。省内各地各高校不
但将毕业生就业工作列入领导班子重要
议事日程，抓实抓细，还层层分解目标
任务全员关心关注就业。

广州大学统战部、学生处、招就
处、各学院协同作战，共同建设好3支专
兼职就业工作队伍，构建齐抓共管、资
源汇集的大就业工作格局。广州大学还
与各学院签订年度就业工作任务责任
书，各学院书记和院长作为第一责任人
部署督促，分管院领导作为直接责任人
抓好落实，千方百计拓岗位。

广东省内高校直面就业岗位需求与
供给这一主要矛盾，多措并举做增量。
例如，东莞理工学院与大型企业、优质
企业强化联络对接，努力挖掘更多优质
就业岗位。

拓岗位办法能用尽用，广东通过给
予经费政策支持等方式，引导省内高
校、科研院所、省实验室及企业等开发
设立更多科研助理岗位，并增强岗位吸引力。

为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广东主动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与社会
投资对接平台，开展创业创新扶持行动，对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
发放最高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对其中带动5人以上就业的，最
高贷款额度可提高至50万元。

多措并举促进就业资源互通共享

广东省2021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活动（东莞地区专场）日
前在东莞理工学院举行，该校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小李到现场后直奔自
己心仪的企业。而这得益于东莞理工学院就业系统借力大数据等新技
术，为大四学生精准匹配招聘信息、精准推送专业对口岗位信息、一键
投递简历，努力帮他们更快地找到心仪的工作。 （下转第二版）

广
东
推
出
就
业
创
业
十
大
行
动—

—

﹃
精
准
滴
灌
﹄
助
毕
业
生
高
质
量
就
业

通
讯
员

黎
鉴
远

张
紫
欣

本
报
记
者

刘
盾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近
日，山东省教育厅在关于做好中
小学生暑假学习生活安排的通知
中强调，假期期间，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和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组
织学生集体到校或通过网络上
课、补课或统一组织自习，不得
以任何形式参与、组织学生参加
各类辅导培训班，禁止学校联合
或将校舍租借给社会力量办学机
构用于开办补习班、培训班。

山东省教育厅明确要求严格
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指导学校严
格执行假期管理规定，各市设立
监督举报电话并在政府网站公

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存
在违规行为的学校，按照《山东
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
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有关规定严
肃处理。要指导家长在做好疫情
防控前提下，教育引导孩子加强
体育锻炼、开展文艺活动、强化
劳动实践、做好近视防控等，避
免家长盲目送孩子参加辅导培
训，减轻学生培训负担。

山东要求，学校要掌握假期
期间学生家庭监护情况，假期中
每个学生至少安排一次家访，了
解学生的假期学习生活状况，科
学指导学生假期生活。

山东：

暑假不得组织学生参加辅导培训班

关注大学生就业

本报讯（记者 董鲁皖龙）
6月 18日，清华大学举行自强
计划实施10周年总结会。10年
间，清华大学通过自强计划认定
1380人，录取688人；通过国
家专项计划录取1940人，连续
多年超额完成教育部高校专项和
国家专项招生计划。考入清华园
的寒门学子来自全国28个省份
的733所中学。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自
强计划不仅是清华大学的一项招
生计划，也是清华大学在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中，
和广大贫困地区县域中学共同努
力，朝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目标，共同推进的一项计划。通
过自强计划考入清华的这些学生

勤奋学习，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
的努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强
不息的深刻含义。

“自强计划是清华大学已经
坚持了10年的计划，更是一项
清华还将坚持100年的计划。清
华大学将努力实现社会责任的担
当和促进教育公平的引领，努力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邱勇说。

据悉，自强计划主要面向边
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及县以
下高中招收自强不息、德才兼
备、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
学生，旨在通过机会补偿，给予
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成长环境的
优秀考生公平进入清华学习深造
的机会。

清华：

自强计划实施10年助寒门学子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