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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图书馆畅游书海，在悠扬的
古琴曲中铺开画毡提笔挥毫，来到

“创客空间”学习电脑编程⋯⋯炎炎
夏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柏林庄学校的
235 名小学生在舒适的校园里开启多
彩暑期生活。作为课后服务的延伸，
石家庄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小学生暑期
免费托管服务，近万名小学生可在校
内快乐学知识、安全过暑假。

“双减”政策推行一年来，河北
将落实“双减”作为本省教育“1 号
工程”，作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

“关键大事”，稳扎稳打有序推进。如
今，河北全省各地教育生态得到有效
改观，“双减”成效显而易见：学生
学业负担轻了，实现健康快乐成长；
家庭教育支出减了，收获幸福满满。

课后服务全覆盖，服务
内容丰富多彩

曾几何时，每天接孩子放学成了
家长的“老大难”问题，不少家庭只
得把孩子放进社会托管班或培训班。

群 众 所 需 即 工 作 指 向 。 早 在
2019 年，河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就
专门出台指导意见，推进各地做好小
学生课后服务工作。去年 5 月，省教
育厅正式印发 《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
全覆盖实施方案》。

“双减”政策出台，河北省推进
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开始提
速。

“把工作做实做细，使课后服务
真正让学生学有所得，让家长放心满
意。”河北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
育厅厅长董兆伟发出动员令。

今年 5 月，《河北省关于全面做
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
实施意见》 和 《河北省义务教育学校
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 相继出台，
对课后服务的范围、内容、拓展渠道
和经费保障等进行进一步规范和明
确。各地也纷纷将“双减”纳入“十
四五”教育规划重要内容，将课后服
务列入政府“为民办十件实事”。

截至目前，全省开展课后服务的
义务教育学校已达到 100%，实现

“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有
需求的学生全覆盖、服务时间全覆
盖”。

此外，河北还规划实施了“课后
服务三年行动计划”，即每个县区培
树一所初中和小学课后服务示范校，
共遴选出 32 个示范县和 300 所示范
校，旨在发挥典型引路作用，进一步
提升区域课后服务质量。在河北省教
育厅基教处处长郭立森办公室墙上，
一直挂着一张全省创建示范县、校示

意图，被称为“挂图作战”。如今，
详细标注的示范县、示范校的辐射范
围已在全省“飘红”。

邯郸市将课后服务时间分成两个
时段，在第一时段率先实施营养午餐
供应，春季学期主城区 85 所小学的

7 万余名小学生吃上
高质量午餐。雄安新
区以“红领巾实践播种梦
想”“红领巾研学助力成长”“红
领巾广播耕耘收获”“红领巾社团放
飞希望”为主线，探索少先队工作与
课后服务融合新路径⋯⋯

如今，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在燕
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压减规范校外培训机
构，紧锣密鼓奋力攻坚

“落实‘双减’，重点在校内，难
点在校外。”河北省教育厅校外培训
监管处处长刘殿波将校外培训机构规
范压减视为一场攻坚战。

省级相关政策密集出台——
一律不再审批学前教育校外培训

机构和中小学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暂停审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梳
理制定 《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
训机构禁止性事项负面清单》，从培
训时间、内容、收费等方面明确“二
十五不得，二十严禁”；出台体育
类、文化艺术类、科技类等非学科校
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明确举办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政策要求⋯⋯

全省各地不断创新治理模式——
各地教育局向社会公布校外培训

机构“黑白名单”和监督举报电话；
教育部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
持续开展巡查；石家庄市明确“各县

（市、区） 乡镇 （街道办） 负责辖区
内无证校外培训机构的摸排综合治理
工作”，捋顺多年来无证机构治理职
责不清、任务不明问题⋯⋯

凝 聚 力 量 强 大 的 “ 五 支 队
伍”——

省教育厅联合省委政法委、省公
安厅等九部门组成执法工作组，使校
外培训治理各项工作真正有人管，管
到位；聘任139名专家成立河北省义
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专
家委员会；组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教
育教学专家指导队伍，主动服务引导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遴
选205名省级“双减”工作社会监督
员，让社会监督成为“双减”落地有
力抓手；选聘329名省级“双减”工
作信息员，及时发现总结各地好经验
好做法。

不到半年，全省 5092 所义务教
育学科类培训机构注销 1743 所，转
非学科类 3345 所，压减率 99.9%，
剩余4所全部转为非营利性机构，规
范治理攻坚初战大捷。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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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洪松

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云层折射在
安徽歙县宏村，静谧的乡村在晨光中
苏醒，远处青山隐隐，近处流水潺
潺，宛如一幅水彩画卷铺陈在天地之
间。这是安徽师范大学网络与新媒体
专业学生郭昊用无人机拍下的黄山宏
村清晨的画面，也是学校暑期社会实
践调研团队助力乡村振兴的宣传成果
之一。视频发布仅 3 天，全网播放量
突破370万人次。

今年暑期“三下乡”活动期间，
该校组织了 116 支乡村振兴主题团
队，千名青年学子深入乡村田野、革
命老区、深山林间，架起直播间，搭
建数字化购物平台，打造 VR 红色场
馆⋯⋯使得“云”上乡村展新颜。

直播带货引来“经济云”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家葡萄是

精心培育的‘阳光玫瑰’，绿色纯天然，
个个晶莹饱满，欢迎大家来这里采摘
品尝。”盛夏七月，安徽省芜湖市湾沚
区花桥镇农民崔莉峰正在自家葡萄园
进行首次直播，面对三脚架、补光灯、
麦克风，他有些紧张。看着屏幕上不
断上涨的观看人数，他渐渐地打开了
话匣子，脸上笑容越发绽放。

在直播之前，崔莉峰只是一个埋
头田间的务农人，打不开销路成了他

的“心病”。尤其是今年受疫情影
响，到果园采摘游客人数锐减，费大
力气种植的葡萄等不来买家，再等下
去只能任葡萄烂在地里。安徽师大赴
湾沚乡村振兴主题采访团的到来解了
他的燃眉之急。通过学校开设的新媒
介素养培训课，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
电商直播这个销售新模式，经过团队
辅导，他也慢慢掌握了相关技巧。“虽
然第一次预售直播只有几千人观看，
但这却是我们当地农产品开启‘互联
网+’销售的第一步。”崔莉峰说。

直播只是打开销路的一种方式，
为了进一步借助新媒体平台宣传，学
校还搭建微信小程序“蔡家小铺”等
数字化购物平台，解决农产品滞销问
题。“直播是整合播音与主持艺术、
摄影、广告和网络与新媒体多个专业
的同学共同完成的一项尝试。”队员
季一欣认为，直播带货不仅解了农户
难题，促进当地产业经济发展，还让
队员们活用专业知识，提升社交能
力，一举多得。

新媒体吹动“文化云”
阳产土楼筑山峡，山腰上密布着

一片土楼群，青石路配红木墙，错落
有致，质朴壮观。这是赴歙县新安江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践调研团队同学

们第3次来到这里。在实地走访中，他
们发现周边 12 个村落留守老人居多，
怎样在振兴之路上焕发年轻朝气？团
队将视角放在了乡村文化振兴上。

三潭枇杷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有着“天上王母蟠桃，地上三潭枇
杷”之美名。多次调研后，团队以三
潭枇杷为切入口，设计出深渡镇首个
以枇杷为原型的乡村形象 IP“小枇”

“小杷”，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出表情
包、农产品包装、盲盒、帆布包、杯
子等一系列文创产品。

队员毛心如说：“用年轻人的视
角将三潭枇杷拟人化，希望可以吸引
青年的新鲜血液到市场中来。”团队
共为当地拍摄风光宣传片、人物专题
片、风光摄影产品等社会实践作品
365 件，现都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
将陆续投入生产使用。

同样在千年古县——黟县，赴黄
山“调研黟县非遗，弘扬徽派文化”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在西递、宏村策划
了民俗活动闹花灯及非遗花灯表演活
动。宏村花灯流转，西递嫦娥奔月，
直播浏览量超 170 万人次。队员郭昊
说：“我们大学生应该让世界看到中
国的美丽乡村，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传
承非遗文化。”

（下转第二版）

安徽师大用数字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做活“云”文章 乡村展新颜
本报记者 王志鹏 通讯员 朱蕾 杜子瑜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紫欣 记
者 刘盾） 日前，广东省教育厅、省
发改委等六部门制定了《广东省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扶持和管理办
法》。广东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
认定标准、认定程序和退出机制，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每年认定一次，认定
后有效期为3年。

《办法》 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是指通过教育部门认定、面向大
众、收费合理、质量合格、接受财政
经费补助或政府其他方式扶持的非营
利性民办幼儿园。普惠园的认定应符
合依法规范办学、收费合理合规、财
务管理规范、办学条件达标、实施科

学保教、教职工配备和工资福利待遇
合理等条件。

《办法》 提出，普惠园认定标准
包括幼儿园办学证照齐全、有效，除
新办园外，上一年度年检合格，在申
报日前 1 年内无行政处罚记录。在认
定后有效期间，若幼儿园出现安全责
任事故、保教质量严重下滑和严重违
规等办园行为的，取消其普惠园资
格，追回财政补助。

在普惠园的扶持方面，《办法》
规定，新建、改扩建普惠园，应按照
与公办幼儿园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
式给予用地优惠。同时，通过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奖代补、

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扶持普惠园发
展，努力保障普惠园在分类定级、评
估指导、项目申报、教师培训和职称
评审等方面，与公办幼儿园具有同等
地位。广东要求，各地级以上市和县

（市、区） 参照全省公办幼儿园生均
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对普惠园给
予经费补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适当
提高补助标准。

《办法》 明确，全园教职工工资
总额原则上不低于当年保教费收入的
60% ， 教 师 工 资 水 平 达 到 县 （市、
区） 以上教育等部门规定的普惠园教
师工资指导标准。

为进一步提高普惠园办园质量，
广东提出，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对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质量的帮扶力
度，建立公办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
园等优质园对口帮扶机制。《办法》
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5年。

广东出台普惠园认定扶持新政
新改扩建普惠园按公办园方式给予用地优惠

河北省邯郸市
复兴区实验小学百
灵合唱团的孩子们在
课后服务时间训练。

本报记者 周洪松 摄

“快蹬快蹬！马上就到了！⋯⋯
成功啦！”骑自行车还有“成功”一
说？记者被北京市育英学校里热闹的
一幕吸引。

走近一看，一辆固定在地上的自
行车看似是普通的健身装置。再细
看，车身后面有一个特殊的设备——
蹬自行车的同时，可将动能转化成电
能，点亮灯带照亮学生们自己建造的

“桃里小屋”。难怪学生们兴高采烈。
除了科技馆，科学教育资源还能

从哪儿来？中小学生的科学兴趣如何
启发？科学素养怎么培养？科学教育
成为重要的新课题，许多学校都开始
了探索。北京市育英学校决定让科学
成为学生身边触手可及的事。

教具随处“掉落”在校园里

楼道里几名学生围在一起，中间

最高的竟是一个“人体模型”。学生
正对模型的各个脏器“下手”。

这不是会把教具弄坏吗？可是经
过的教师只是微笑着走开。

“学生这学期学习了人体知识，生
物老师特地把模型搬到楼道，让学生
可以近距离、持续地探究。”育英学校
科技课程部负责人蒋晓欣正向记者解
释着，一阵笑声传来。原来是一名学
生一边拆装模型脏器，一边摸着肚子，
笑着告诉同伴打嗝的地方“在这里”。

过去，教具被“关”在库房里，
只有上课时教师才拿出来，用完便放
回去，学生很难有上手的机会。2022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 《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和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强
调，增强课程综合性、实践性，引导
育人方式变革。这对学校科学教育而
言，是强有力的导向。

育英学校提倡，教具宁肯用坏，
不能放坏，更不要担心学生破坏。

于是，教具“掉落”在校园各处：岩
石、化石标本摆放在楼道大厅，模拟古
生物世界；可拼插的乐高搭建出各式
结构，让学生挑战动手创造能力；师
生精心挑选科技展品打造科技园区，
成为学校“网红”打卡地⋯⋯

科学氛围浓了，创造的种子就此发
芽。在生物拓展培植基地，学生搭建了
自动喷淋系统等，让植物的生长过程
有了自动化的综合管理；学生自制太
阳能充电及照明一体机，为住宿的同
学、教师提供临时充电的便利条件。

环境与育人实则是表与里的统
一。以校园环境为底色，激活学生科
技创新的思维、培养科学探究的兴
趣，是育英学校开展科学教育的重要
思路。 （下转第二版）

北京市育英学校活用科教资源，搭建科学舞台——

科学在校园里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林焕新

暑期，江苏省丹阳市公安局为了解决民警因工作繁忙等无法照看子女
的问题，与市教育局一起开设了包括硬笔书法、篮球、羽毛球等“警宝”
暑托班。为了丰富暑托班教育形式，志愿者带领“警宝”们走进科普体验
馆，学习科普知识，享受科技知识带来的快乐。 封疆江 摄

“警宝”的快乐暑期

教师暑期“充电”如何更高效
【新闻·要闻】

➡➡➡ 详见第二版

■■“双减”一年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