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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美丽的浙江
乡村，记者撞见了不少

“新鲜事”——
乡村小规模学校不仅没被撤并，反

而办出了让城市家长都羡慕的特色；
许多教育发达地区难以落地的教师

规模流动，在山区26县却早已深入人
心；

不少来自省会杭州的学生，因父母
工作调动转学到县中甚至镇中就读……

“山区不是包袱，而是发展的希望
所在。”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萌发地，浙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以标准化学校建设为基
石，以教师流动机制为抓手，以城乡教
育共同体为突破，努力办好美好乡村教
育，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贡献力量。

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最美
的风景在课堂——

城乡教育差异小

上学意味着什么？多彩的课堂，还
是热闹的操场？几年前，对于常山县芳
村小学的孩子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点让人难为情——憋尿！

仔细一问才知道，解放前就建校的
芳村小学校舍破旧、场地“袖珍”，孩
子们走在校园里很容易“撞车”，上厕
所更是紧张。六年级学生小李阳（化
名）不好意思地说：“以前上厕所要排
很长的队，有时候还没轮到我上课铃就
响了……”

“多少年来，常山经济差，教育更
差。生源流失最严重的3年里，常山人
在本地购买房产仅1863套，而到衢州
市区购房2277套，多数是为了小孩读
书方便。”回忆过往，常山县教育局党
委副书记、副局长王文卿感慨万分。

经济“后进生”，教育“吊车尾”，
父母只得带着孩子外出打工、求学，农
村空心化愈演愈烈，乡村振兴缺少生力
军……这曾是常山的发展困境，也是许
多山区县跳不出的“怪圈”。毫无疑
问，如果不能为乡村留住孩子、留下未来，乡村振兴的
美好愿景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

2005年，浙江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总体
目标，着力实施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对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投
入，力度多大都不为过。

以此为开端，浙江拉开了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
的大幕：从“改水改厕”到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从初中
补短提升行动到“教育强县”“教育现代化县”“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县”创建评估，全省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得到
持续改善，优先发展教育更是成为常山等多个市县的

“一号工程”。
2021年9月，记者走进芳村小学，只见校园面积扩

大了两倍，塑胶跑道、足球场、体艺楼、教师公寓等设
施一应俱全，孩子们终于能在新校园里欢呼雀跃、畅快
奔跑。曾经苦于没有场地开设的书法、舞蹈等社团课，
都有了单独的教室。科技感十足的信息技术实验室，已
经有了第一批学员……

王文卿激动地说：“为了异地新建学校，县政府投入
5000多万元，镇政府让出50余亩规划用地并搬去学校
旧址办公，教师家长们更是为了拆迁和规划绞尽脑汁，
终于让学校成为全乡最好的建筑。”

终于，农村的孩子也坐进了窗明几净的教
室，他们的课堂又会是怎样的风景？在浙
江景宁的山沟沟里，记者见到了许多

“因小而美、因材施教”的特色课堂。
单看人数，全县八成乡村学

校是一两百人的小规模学校，半
数乡村教学班是15人以下的微

班。但考虑到山区交通不便，景宁没
有大规模“撤点并校”，而是投入5000
余万元校园改造资金，创设“一校一
品”校园环境，保障多媒体设备等硬
件全覆盖。

“我们学校只有16名学生，教师们
能细致地了解每一名学生的特点，精
准实施个性化教育教学，足以让许多
城市家长羡慕。”毛垟乡中心小学校长
柳荣水认为，只有保留并办好小规模
学校，方能打牢乡村教育地基，促进
教育公平。

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特色化
发展，是浙江全域实现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缩影，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截
至2021年7月，浙江全省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达标率已达98.04％，校际差
异系数控制在0.3以内，真正实现了城
乡之间、学校之间“硬件”的均衡配置。

初任教师学在城里，优秀
教师干在农村——

为有优秀教师来

“爷爷奶奶教小学，哥哥姐姐教中
学”，这曾是浙江许多区县农村教师队
伍结构不合理的体现：乡村中小学里
或是年龄偏大、知识结构陈旧的老教
师，或是刚刚师范毕业、教学经验欠
缺的新教师，严重制约了乡村教育高
质量发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优秀教师
来！

“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15 年 4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 通 过 了 《乡 村 教 师 支 持 计 划
（2015—2020年）》，为新时代振兴乡
村教育指明了行动方向。习近平总书
记这份关心，是巨大鼓舞，更是有力
鞭策。在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
衡”的奋进道路上，浙江坚持以教师
流动机制为抓手，对山区26县超常规
实施教师队伍质量提升工程，深入推

进城乡教育“软件”资源配置均衡。
因为教师交流试点改革，嘉善县丁栅中心学校的师

生竟然迎来了一名“大咖”教师——县音乐学科带头人
孟雅琴。“丁栅中心学校是非遗‘嘉善田歌’的传承基
地，那里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这让我既能接触新的事
物，又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孟雅琴说。

不到3年，孟雅琴极大地提振了这里的音乐教学，
还带领孩子们在全市完成了一场精彩汇报演出，教师交
流结出了硕果。

这曲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田园牧歌”，很快在浙江
大地上传唱——

既有“交流动真格”的“交响曲”。以嘉善、嵊州等
地试点为基础，浙江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
流制度和“县管校聘”管理改革，2017年至2020年推
动全省2323名校领导、6426名骨干教师向农村学校和
薄弱学校流动，交流人数超过6.5万。

又有“待遇有保障”的“奏鸣曲”。浙江全省18万
名农村教师享受任教津贴，12万人享受农村特岗教师津
贴，形成了越往基层待遇越高的激励机制；每两年评选
一次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每次选出100人，每人奖励
5万元。

更有“职称设特区”的“变奏曲”。浙江规定，在地
理位置特别偏远、条件特别艰苦的学校任教满

30年的教师，表现优秀且仍在农村任教
的可单列评聘高级职称，不占所在

学校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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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开化县以教育共
同 体 为 单 位 开 展 同 步 课
堂。 本报记者 高众 摄

重大典型报道教改先锋教改先锋教改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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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常
山县芳村小学
新校园（左）和
旧校址。

学校供图

新华社北京12月 20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我
们党历来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注
重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
治党，严格执行党章，形成比较完善
的党内法规体系，制度权威性和执行
力不断增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
显著成绩，积累了新的重要经验。要
增强依规治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
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
治责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继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发挥
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进新时代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方面的重大作用，确保党在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12月 20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
深刻阐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管党治
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
的重要地位，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显著成绩，就
深化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提出明确要求，为新征程上做好党
内法规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使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
善、制度执行更为严格、制度优势更
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王沪宁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长期执政和国家
长治久安，创造性提出党既要依据宪
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依据党内法规
管党治党，对加强新时代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作出许多重要论断和深刻论

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
要论述，全面阐述了坚持依规治党、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问题，
深化了对党的建设和党长期执政的规
律性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征
程上，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提高党
内法规工作质量，推动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

丁薛祥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
要指示并主持会议。杨晓渡、陈希、
郭声琨、黄坤明出席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
家机关工委等地方和部门负责同志作
交流发言。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办公厅
负责同志，有关高校党委负责同志等
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设分会场。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

王沪宁出席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并讲话

本报北京 12 月 20 日讯 （记者
高毅哲）今天，“汉语桥”二十周年庆
祝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教育部
部长怀进鹏出席活动并致辞。教育部
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
任田学军，多米尼加驻华大使加拉维
托、西班牙驻华大使德斯卡亚以及莫
桑比克、马达加斯加、俄罗斯、蒙
古、日本、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等国
驻华使节，与线上线下的历届“汉语
桥”比赛优秀选手、导师、合作机构
代表和中外师生们参加了庆祝活动。

怀进鹏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高

度重视、大力支持“汉语桥”品牌建
设和项目实施。“汉语桥”项目架起体
验中国之美的桥梁，推开了解真实中
国的窗口，打造开启人生精彩成长的
钥匙，助力世界各国青年体验“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世界范围
内无与伦比、富有魅力的语言项目。
他指出，“汉语桥”将砥砺前行、开拓
创新，在继续办好夏令营团组、世界
大中学生中文比赛的基础上，推出世
界小学生中文比赛，支持全球中文学
习者、爱好者自发设立“汉语桥”俱
乐部，实施“中文星计划”，为世界各

国朋友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于
2002年创办，20年间，“汉语桥”系
列中文比赛共吸引了全球160多个国
家的150多万名外国学生参与海外预
选赛，7000多人参加全球决赛，每年
观看“汉语桥”比赛的全球观众达上
亿人次。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主办、中国传媒大学承办，
是“2021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最后
一项重要活动。

“汉语桥”二十周年庆祝活动在京举行
20年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150多万名外国学生参与

本报西安 12 月 20 日讯 （记者
冯丽）记者从今天下午召开的西安市
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获悉，从今天下午起，西安市中小
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将全面停
课，其间“停课不停学”。

12月 17日—19日，全市教育系
统共开展核酸检测2280925人次。目
前，全市教育系统已完成全员核酸检

测，共有B类密接1145人、C类密接
19582人。

截至今天上午，新城区、碑林
区、高新区等17个区县、开发区已全
面停课。全市校外培训机构已暂停线
下教学。今天，灞桥区、临潼区、周
至县、蓝田县按照区县疫情防控指挥
部安排，组织区域内中小学、幼儿园
学生到学校进行核酸检测。

西安市决定，从今天下午起，全
市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将
全面停课，具体复课时间根据疫情防
控形势另行通知。停课期间，全市各
学校“停课不停学”。结合教学计划安
排和居家网上学习特点，科学合理安
排线上教学，通过增大休息间隔、做
视力保健操、加强体育锻炼等方式指
导学生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同时，开
展师生全员健康管理监测。坚持健康
监测“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实行
校园封闭化管理，做好居家学生心理
辅导，加强健康宣传教育。

西安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停课

在 青 海 省 果 洛
藏族自治州玛多县
地震灾后过渡安置
一校区操场，孩子
们在踢足球 （12 月
18 日摄）。5 月 22 日
2 时 4 分，玛多县发
生里氏 7.4 级地震，
部 分 学 校 因 此 受
损。为让孩子们尽
快复学，政府在省
内多地设置过渡安
置校区。

新华社记者
李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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