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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西藏，是我这一生最坚定的选择。”借着国
家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
东风，2007年，扎西从西藏昌都来到2000公里外
的陕师大求学，成为一名免费师范生。毕业后，他
回到家乡从事农牧民子女教育教学工作，转眼间已
在藏东高原任教10年。

像扎西这样的免费师范生，陕师大至今累计招
收了32600余人，西部生源比例达到72%。17200
余名免费师范毕业生践行教育承诺，立身三尺讲
台，将青春奉献给了西部基础教育事业。

回西部到一线，践行向祖国许下的承诺

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陕西省榆林市横山中学
是陕师大首届免费师范生平竹玲逐梦和圆梦的地
方。毕业前夕，面对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平竹玲犹豫
过也徘徊过，但她最终踏上北归的列车，回到高中母
校。10年从教，她的信念更加坚定：“入学时签订的
服务家乡基础教育的协议，那是向祖国许下的承
诺。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还会选择免费师范生！”

2015年，张万霞从青海来到陕师大文学院。4
年大学，千日积淀，她像拔节生长的麦苗，练就了
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教学技能。毕业时，她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青海省湟源县高级中学，“当时这所学
校才开办4年，师资非常薄弱，我是国家资助培养
的师范生，就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018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
育实施办法》出台，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调
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在招生录取、人才
培养、就业履约等环节作出全面规定。

今年6月，陕师大有1400余名公费师范毕业
生带着一腔热血奔赴西部基层，投身教育事业。陕
西师范大学校长游旭群说：“建校77年来，学校为
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45.6万余人，其中30.6万服
务西部教育事业，他们用理想、信念和情怀，扛起
西部教育大旗。10年来，陕师大免费师范毕业生
紧握‘西部红烛精神’的接力棒，以初心铸魂，用
使命蓄力，铸起西部教育事业坚固的灯塔。”

“西部红烛”闪耀，谱写基础教育华彩篇章

“回首这10年，有太多的艰辛与欢笑……”2011年，陕师大首届免费师范
毕业生刘忠伟回到秦岭深处的岚皋中学任教。

即便大学学了很多教育理论，但站上讲台的时候，刘忠伟还是感到压力山
大：“整个班级学生学习成绩不佳，我心理压力很大，常常失眠，想要放弃时，
耳边总回响起大学老师的话：‘你们师范生都当不好老师，谁还可以呢？’”

于是，他更新教育理念，收集教学素材和优秀课件，认真编写教案，制作多
媒体课件，摘编测试题……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十年之功，将所教政治课打
造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这群毕业于陕师大的90后教师，如今很多已成长为学校教学骨干，他们奋
斗在西部地区教学一线，成为支撑当地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

“我是北海的浪花，她是齐齐哈尔的雪花，因为母校，我们相遇了！”翻看着
大学时的相册，陕师大2008级免费师范生宋科和妻子赵玉杰满眼幸福。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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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晓惠 通讯
员 况昌勋）日前，海南省委书记沈
晓明在海口市调研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树人，
打造特色印记，协同推进教育质量提
升和阳光快乐教育，争做“双减”优
等生。

沈晓明先后到海口市滨海九小西
海岸校区、秀英区长滨小学，了解

“双减”工作进展和特色课程、课后服
务、安全校园建设等情况，并主持召
开座谈会，听取校长、教师和家长代
表意见建议。

沈晓明强调，做好“双减”工
作，既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在学
科教育、文化知识灌输、教学时间上
做减法，在阳光快乐教育、文化底蕴
培养、教学质量上做加法，遵循教学

规律、紧扣课程标准、把握孩子身心
成长阶段，做好课程设置和作业设
计。既要完成好规定任务，又要在海
南特色上下功夫，坚持健康阳光快乐
教育理念。既要切一刀，又不能一刀
切，要实事求是推进“双减”工作。
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推进教育资源配
置、高考制度、小学“零起点”教
学、人事制度、教师待遇等方面改
革。既要在教育侧发力，又要动员全
社会，推动形成各方面关心支持学校
课后服务工作的浓厚氛围。既要发挥
教育部门的职能作用，又要发挥部门
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工作合力。

沈晓明要求，要强化统筹保障，
完善工作机制，做好正面宣传，加强
督促指导，确保“双减”见到实效，
使海南特色教育成为造福本地百姓、
吸引四方之才、积蓄发展优势的重要
抓手。

海南省委书记在海口调研“双减”工作

协同推进教育质量提升和阳光快乐教育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 日前，
河北省教育厅、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
发文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风险管
控，提出原则上12月15日前对全省
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部完成预收费
监管，并逐步将中小学生（含幼儿园
儿童）校外培训机构（包括线上和线
下）预收费全部纳入监管范围。

河北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教育
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校外培
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 精
神，凡此前与 《通知》 要求不一致
的，要按《通知》要求进行纠正。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全面

落实监管责任，指导校外培训机构采
取银行托管、风险保障金的方式，对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
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指导校外培
训机构自主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开
立预收费资金托管专用账户（培训收
费专用账户），将预收费资金与其自有
资金分账管理。

河北明确提出，各市相关部门要按
照《通知》要求，组织对本区域内校外培
训机构基本情况、预收费托管、风险保
证金和培训收费专户监管情况、是否存
在“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展开排
查整改并全面落实监管要求。

河北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风险管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
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
体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也是
江西省芦溪县教育人的不懈追求。

位于赣西山区的芦溪县，素有
“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说法，是一个
人口只有30万、财政收入处在全省
后1/3位置的典型农业县。

然而，就是这样的山区小县，却
打造了教育的绿水青山，办出了全省
一流的基础教育——

全省首批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县，被列为全省第一批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试点县之一；

2020年，芦溪在江西省高质量
发展考核评价“教育发展指数”中排
名第一，也是全省唯一连续六年稳居
前三名的县区；

入选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
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96.5%，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100%，公办园
在园幼儿占比72.6%，远超国家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指标要求；

……
山区小县何以办成了“大”教

育？带着问号，记者走进芦溪，探寻
这个赣西小县教育发展的密码。

最大一块“蛋糕”分给教育

连续三年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到全
县公共财政支出的20%以上，一般公共
预 算 教 育 经 费 投 入 年 均 增 长
10.65%……对于一年财政总收入不足
20亿元的县来说，是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作为山区农业县，芦溪发展经
济有着绕不开的天然瓶颈。农业发
展面临转型压力、工业发展基础较为
薄弱……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突围之
路在哪里？这是芦溪历届领导班子苦
苦思索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深入人心，芦溪县委、
县政府逐渐统一共识，从解决老百姓
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把教育作为最
大的民生工程来抓。”芦溪县委书记
黎增义表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在
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同时，也让芦溪
打响了知名度，提升了影响力，推动
了芦溪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在芦溪，教育绝对是党委、政府
的“一号工程”和“一把手工程”。
每年第一次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
会一号议题研究教育工作，是芦溪坚
持多年的传统。

在芦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聂志勇的印象里，县政府常务会议很
少有不涉及教育议题的，如果哪天没
去县政府大楼开会，同事们都会好奇
地问一嘴。

“芦溪县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教育经费优先保障、教育用地优
先保证、教育问题优先解决、教师待
遇优先落实‘五个优先’。”芦溪县委
副书记、县长龙萍说，这是历届县党
政班子达成的共识，也是芦溪教育发

展的“尚方宝剑”。
办教育，芦溪人是舍得投入的。

2016年，芦溪率先实施了城区教育扩容
提质工程。坚持城区发展与学校布局
相配套，芦溪五年来投资7亿多元，建成
了占地120亩的芦溪外国语学校、占地
100亩的濂溪中学和占地100亩的芦溪
小学，使城区网点布局更加合理。

“芦溪外国语学校所在地属于县
城黄金地段，周围都是县城房价最高
的楼盘，改为教育用地后政府直接减
少财政收入2亿多元。”聂志勇说，县
领导权衡后，果断选择了建学校。事
实证明，城区新建的几所学校有效解
决了大班额问题，提前达到小学 45
人、初中50人以内的优质均衡标准。

农村学校条件改善工程也加紧推
进，从“标准化建设工程”到“农村
中小学提升工程”，从学校绿化亮化
美化“三化”提升到教室功能室专用
教室“三室”建设，如今，义务教育

标准化学校达标率100%，农村最漂
亮的建筑是学校。

针对农村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
题，芦溪县、乡两级共计投入4.8亿
元用于幼儿园项目建设，按照“两个
优先”原则，优先在贫困村建设村级
园，优先建设乡镇公办中心园，实现
了全县常住人口2000人以上行政村
公办园全覆盖。

源南乡中心幼儿园园长刘玉丹没
有想到，过去幼儿园只能设在小学校
园里，如今5个花瓣造型的教学楼与
花蕊设计的六边形连廊合为一体，教
育空间大为拓展。

麻田中心学校校长朱志辉不会想
到，过去学生只能在临时搭建的简易

工棚里练习摔跤，如今标准化的摔跤
馆占地720平方米，具备了承接省级
摔跤比赛的条件。

芦溪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刘小清
更不会想到，过去学校长期缺少实践
教育基地，如今学生即将在新校园里
迎来属于自己的烘焙坊、咖啡厅。

为乡村“锁定”好老师

“以前，乡村教师都是想尽办法
往县城里调，教育局每年都要收到近
百份进城报告。”芦溪县教育局副局
长刘旭波说，教师大量往城里涌，乡
村学校剩下的都是老教师。

（下转第三版）

山区小县教育何以成为“高地”
——江西省芦溪县办好家门口的学校探索记（上）

本报记者 焦以璇 储召生 禹跃昆 徐光明 通讯员 曾宪瑛

云南大学出台的“最严体育校规”
在网上引发热议。要讲这个校规背后
的深意，先从该校的体测课说起。

11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记者
在云南大学田径场看了几堂体测课，
结果让人颇感意外。

立定跳远的大二女生多在1米6
线上徘徊（及格：1米51）；男生1000
米多在4分30秒前后撞线（及格：4分
32秒）；单杠前的一幕更夸张：如果没
有他人从背后抱着腰，自下而上送
力，杠上的男生竟一个引体向上也拉
不起来（及格：10个）！

有个班的女生正在跑800米。到

了最后50米，体育老师大喊着让她们
冲刺，女孩们冲过终点，然后一个个弯
下腰、佝着背，一手扇风，一手捂胸。
老师让她们慢慢走，不要停，更不要坐
下来。记者去询问体育老师这个班成
绩，她说大部分集中在4分半——及
格线附近。

记者查阅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1989年，大学女子组800米及
格线为3分 50秒，2014年为 4分 34
秒，降了44秒；大学男子组1000米60
分为3分55秒，2014年是4分32秒，
降低37秒。

2021年9月3日，教育部举行新

闻发布会，公布了第八次全国学生体
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其中提到了大学
生身体素质下滑等问题。

其实“大学体测挂科，拿不到毕业
证”并非云南大学首创，而是教育部规
定。

从2007年开始，教育部就出台相
关文件，其中提到：“《标准》测试的成
绩达不到50分者按肄业处理”。而到
2019年，要求变为“不能达到《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者不能毕
业”（注：此处的合格为60分）。从“50
分”到“60分”，不难看出，政策与现状
的关联性，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已到

了需用分数和毕业证约束的地步。
这样看来，云南大学只是在严格

执行国家规定，但为何该政策还会引
起如此大的关注？

这恐怕与多年来，相关规定并没
得到严格执行有关。目前大学体育课
不少是无强度、无难度、无对抗、不出
汗、不喘气、不奔跑、不脏衣的“温柔体
育课”，而多数高校体测仅占体育课成
绩不到20%，有的甚至没有分值，这根
本无法引起大学生重视。而云南大学
敢于动真格、出细则，确实让大学生们
开始更加重视体育锻炼。

（下转第三版）

云南大学出台“最严体育校规”引发热议——

“大学体测挂科，拿不到毕业证”背后有何深意
新华社记者 岳冉冉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决议》指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县域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
基础，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关乎人
民的切身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高低。

办好每一所学校，教育好每一
个学生，是老百姓最大的福祉。通
常，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与经
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对于经济总
量偏小、财政收入不足的地区来

说，办教育的难度更大。如何用有
限的财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成为摆在当地党政领导面前的一张
答卷，考验着领导的智慧和担当。

在江西芦溪，历任领导班子坚
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始终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
一马当先，强化“教育兴县”和

“人才强县”战略，形成了政府主
导、乡镇 （部门） 积极配合、全社
会共同关心支持的教育发展推进和
保障机制。

在芦溪，尊师重教已蔚然成
风。全面提高教师待遇，广大教师
安心从教、尽职尽责、立德树人，
学生学得扎实、学得快乐、幸福成
长，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年龄段、
每一类家庭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
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人民对教育的
满意度不断提升。

芦溪的经验表明，人口不多、资
源相对匮乏、经济总量不大的山区小
县，同样可以走出一条富有本地特色
的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突围之路。

走一条有本地特色的教育突围之路
本报评论员

江西省芦溪县芦溪镇第
二中心学校学生在开放式书
吧里阅读书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