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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透视

学校亮点

YIXIANTOUSHI

XUEXIAOLIANGDIAN

从“杂牌军”到正规部队

彼此激励共约束
学生互当小评委

—校车管理的
——
“
易县模式”透视

麻城实验二小德育有新招

■ 通讯员 石新民 李扬 马龙

引子
3月22日下午， 星期四， 河北省保定
市易县紫荆关中心小学。
宽阔的操场上整齐地排满了一辆辆
品牌各异、 车型不一的校车。
校车前摆放着“蔡家峪方向”、 “南
城司方向” 等由学校自制的“站牌”。
一队队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按照
“站牌” 找到自己要乘坐的车辆。
老师站在自己负责的车前， 清点学
生， 安排学生有序上车， 最后由司机在
交接记录上签字。
半小时后， 一辆辆校车缓缓驶出校
门， 在老师关切的目光下， 平稳地载着
学生， 向远方驶去。 车内， 欢声笑语不
断； 车外， 渐渐灯火阑珊。
这样的场景， 在易县的学校里， 每
天都在继续着……

一查

【

说是校车， 其实只不过是
一群接送学生的 “杂牌军”

】

易县， 是保定市最大的山区县，山区
占了全县约三分之二的面积。它也是省级
贫困县、“国家—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2011年，县财政收入刚刚突破4亿元，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有4009元。
就是这样一个贫困山区县，却拥有57
万人口，在校学生达8.3万余名。学生上学
路途较远、 交通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成
为了时刻危及学生安全的突出问题。
“每每从媒体上读到恶性校车事故的
新闻， 想到那一个个幼小鲜活的生命瞬
间离去， 我心里疼啊！” 易县教育局局长
许俊良饱含深情地说， “一名学生， 是
一个甚至几个家庭的全部希望和幸福！
如果连他们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障， 我
们怎么向家长交待？ 不能再等了， 必须
行动起来， 为学生交通安全构筑起一道
绿色屏障！”
行动？ 怎么行动？
对于校车管理， 各地都处于探索期，
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没有成
熟的做法可以效仿。 而对易县来说， 更
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使用。
“那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 总会有办
法！” 许俊良下定了决心。
2011年9月至10月底， 整整一个多月
的时间，县教育局有关人员对全县学生上
下学出行情况进行逐校、 逐人全面排查，
对所有接送学生的车辆进行逐一登记。
一份详尽的 《全县接送学生车辆情
况统计结果》 出来了， 严峻的现实让所
有人大吃一惊！
全县8.3万名在校学生中， 乘坐固定
接送车辆的学生共有11280人， 涉及学校
45所； 接送学生的车辆955辆， 其中学校
自备车16辆、 大客车151辆、 各类型拼租
面包车788辆。
说这些车辆是校车， 其实只不过是
一群接送学生的“杂牌军”。
暂且不说这些车辆类型繁杂， 车况
复杂， 司机资质参差不齐。 更让人揪心
的是， 这些车辆中， 277辆超员30%以
上， 177辆超员50%以上， 126辆超员竟
达100%以上！
这些安全隐患， 就像一颗颗不知何
时会爆炸的“地雷”。
在全县学校校车管理工作动员大会
上， 许俊良动情地说： “我们学生多，

后

记

今 年 2 月 20 日 ， 河 北 省 省 委
书 记 张 庆 黎 作 出 重 要 批 示 ： “要
继续大力推广易县校车管理的经
验， 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确保
全省接送学生车辆交通安全。”
这无疑是对易县校车管理工作的
极大肯定。
诚然，易县人的做法还不尽完
善 ，但 难 能 可 贵 的 是 ，在 国 家 相 关
政策刚出台时，在各种权利责任尚
未明确时，在面对缺钱少人的现状
时，他们不等不靠，没有推诿，摸索
出了一条适合县域特点的校车管
理之路。
易县人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做
工作，愣是将现有的“杂牌军”整编
成了一支规范有序的正规部队，真
正为学生构筑了一道交通安全的
绿色屏障。
在采访中， 许俊良的一句话
点 出 了 校 车 管 理 “易 县 模 式 ” 能
够 落 实 的 关 键 ， 那 就 是 “把 心 放
在教育上， 把学生放在心上”。 希
望易县人的态度、 精神和做法能
够带给我们更多启示。

山区道路多， 学校布点多， 接送学生车
辆种类多， 安全隐患多。 作为教育工作
者， 我们不能看着学生一天天与死神擦
肩而过！”
直到现在，西陵小学校长郝春河还清
楚地记得当初许俊良那句铿锵有力的话
语，“与其观望等待， 发生事故后被动追
责，不如主动面对现实、积极应对。”
该查的都查清楚了， 安全隐患全摆
在明面上了， 接下来， 就是行动。

员

二疏

【

只有疏通了脑袋 里的 “阻
碍”， 行动才能扎实开始

】

在易县教育人眼里， 对于校车管理，
疏堵结合是最有效的办法。
“疏”， 就是解决思想问题。 只有疏
通了脑袋里的“阻碍”， 统一了思想， 行
动才能扎实开展。
只有家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才不会再让孩子乘坐不安全的车辆； 只
有司机意识到了出现事故的严重后果，
才会逐渐消除超员、 超速现象。
为了提高学生、 家长和司机的安全
意识， 学校行动了： 安全教育进课堂，
做到“课时、 教材、 教师、 考核” 四落
实； 召开家长会、 司机会， 组织教师深
入家庭，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耐心做
好思想工作； 深入村镇、 街道、 社区，
利用广播反复宣传， 在明显位置张贴宣
传标语等。
“以前总觉得多拉快跑才是硬道理，
拉的学生越多， 挣得就越多， 可就是没
把行车安全真正放在心上， 从来没认真
考虑过， 一旦出事， 会给自己和多少个
家庭带来灾难。 现在想想， 真是后怕
啊！” 已经接送学生上下学3年多的面包
车司机李云风不好意思地说。 他开的是
一辆核载7人的微型面包车， 但以前常常
要拉十几个孩子。
截至目前， 易县共召开各类会议数
百次， 发放宣传资料20万份， 签订责任
书10万份， 启动校讯通短信平台135次，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 家长的安全乘车意
识和司机的安全行车意识。
易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 今 在 易 县 ， 有 人 人 知 晓 的 “四 个 知
晓”， 即相关人员和部门要做到知晓交通
法律法规、 知晓道路交通文明行为、 知
晓信息反馈报告和违章举报程序、 知晓
交通事故严重后果。

三堵

【

没钱换新车， 那就全力去
堵， 堵住安全隐患的大口子

老师在一一清点核对乘车学生。

育的副县长王东风迅速召开校车治理专
项会议， 具体部署， 详细安排。
公安、 交警行动起来了。 对校车驾
驶人资格、 车辆年检、 保险等情况， 逐
车、 逐人进行审核， 严格准入标准； 对
符合条件的861辆车逐一登记、 检验， 实
行户籍化管理， 发放统一标识、 标牌；
对94辆安全运行条件不达标、 行驶手续
不健全的车辆以及46名不符合要求的驾
驶人取消接送学生资格。
安监、交通行动起来了。 联合公安、
交警严查校车超员、超速、违规停车等行
为；设立举报电话，鼓励全社会共同监督
校车；如有问题，一经核实，视情节轻重
给予处罚，并立即通报给教育局和学校，
记录在案，通知家长，共同对司机进行批
评教育，甚至取消校车资格。
一个“政府主导、 教育牵头、 部门
配合、 齐抓共管” 的校车管理机制悄然
形成了。
“有了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
部门的全力支持， 我们就有了后盾， 有
了主心骨！” 易县教育局分管校车工作的
副局长肖鹏干劲十足。

四补

】 【

思想统一了， 下一步， 是否应将现
有“杂牌军” 全部取缔， 为学校更换新
校车？ 想法很好， 但对缺钱的易县来说，
简直是难上加难。
“那我们就先堵！ 该治理的、 该取缔
的、 该规范的， 我们全力去堵， 堵住安
全隐患的大口子。” 难题面前， 许俊良毫
不犹豫。
但怎么堵？ 教育部门没有道路交通执
法权， 只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
才能做到堵得结实、堵得安全。
当许俊良把那份沉甸甸的《全县接送
学生车辆情况统计结果》放到县委书记杨
义宝和县长李广义办公桌上的时候，两位
“父母官”看了许久， 也沉默了许久。
“学生安全高于一切， 各相关部门要
无条件全力配合， 县财政再困难也要倾
力支持， 必须确保校车管理工作扎实推
进！” 做过教师的杨义宝斩钉截铁地说。
“要立即召开专门会议， 明确各相关
部门职责， 迅速行动， 齐抓共管， 一刻
也不能耽误！” 李广义激动地站了起来。
县委常委、 副县长张东辉， 分管教

家长多出一点儿， 司机少
收一点儿， 政府补贴一点儿

】

在堵的过程中， 易县教育人敏锐地
察觉： 规范校车管理， 校车超员是一道
最难破解的问题。
为什么超员， 说到底， 就是利益问
题。 司机没利润可赚， 肯定不会干， 但
如果单纯靠法律法规， 加大处罚力度，
结果只能是学生没车可坐。
难题没有难住善于创新的易县教育
人。
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易县
教育局提出了“家长多出一点儿，司机少
收一点儿，政府补贴一点儿”的原则。
全体教师通过家访、 会议、 短信等
各种途径， 放弃假期、 放弃休息， 与家
长、 司机反复沟通、 协商。 他们号召家
长少抽一包烟， 少喝一瓶酒， 多拿出一
点儿钱来保障孩子的安全， 号召司机本
着对自己、 对他人负责的态度， 尽可能
少收一点儿。
龙华小学的学生家长王志强说：
“学校和老师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咱自
己的孩子。 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 但这
点儿道理我还是懂的。 为了孩子的安全，
我心甘情愿多出一点。”

绝大多数家长和司机表示了极大地
理解和支持， 但仍有一小部分家长和司
机因为路途较远、 往返趟数等问题， 与
教育部门达不成共识。
“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建议由政府拨
款进行适当补贴。” 许俊良说。
县教育局的申请补贴报告交上去不
久，县委、县政府就召开会议进行了专题研
究。杨义宝、李广义明确指示：“县财政立即
拨款给予补贴，必须彻底消除超员现象。”
第一批拨款74万元马上划拨到了教
育局，随后，县里又根据实际情况，追加了
30万元，县财政的补贴费用达到104万元。
县教育局校车管理办公室经过详细
测算， 制定了较为合理的补贴分配方案。
补贴经费的50%分配到全县有固定接送学
生车辆的公办学校， 以每车每公里0.48元
的标准， 按各校车辆年总公里数补贴到
校， 另外50%的费用按每公里0.91元的标
准， 再次补助给校车往返趟数多、 路途
较远的学校。
根据规定， 补贴费用按月领取， 一
个月之内没有违规、 违章记录的司机就
能全额领取， 出现违规、 违章记录的按
相关规定扣除部分补贴。
科学规范、 操作性强的补贴方案一
出台， 司机明白了， 原来规范运营更能
带来利润。 慢慢的， 校车超员、 超速现
象在易县基本消失了。
“这下好了， 不超员， 钱比以前没少
赚， 多拉快跑看来不是硬道理了。” 李云
风笑呵呵地说。

五固

【

管理原则就是两个字：
“固 定 ”， 固 定 车 辆 、 乘 车 人 员 、
座位、 路线、 时间……

】

“县委、 县政府这么重视， 对我们的
工作申请几乎有求必应。 我们干不好工
作， 对谁都没法交待！” 许俊良语气虽沉
重， 但目光坚定。
“记不清有多少个周末没有休息了，有
多少个晚上不能好好睡一觉了。 ”被同事们
调侃为“车管所杜所长”、具体负责车辆统
计工作的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杜宾笑着说。
县教育局经过大量的搜集、 整理、分
析工作，广泛征询各方意见，一套相对严
密的校车管理原则终于“修成正果”。
整套管理原则紧密围绕一个词： 固
定！
固定车辆， 做到针对性监管。 学校
每学期汇总学生乘坐车辆的信息， 会同

马龙

程鹏飞

摄

公安交警部门审验后， 对合格车辆进行登记
造册， 建立“一车一档”， 列为固定接送学
生车辆， 不得随意更换。
固定乘车人员，做到人车对应。根据该车
核载人数，先确定每车接送学生的总人数，再
确定每车次乘车学生。定员后不得随意变动。
固定座位， 做到对号入座。 按照每车次
的定员学生， 确定每个人的固定乘坐位置，
避免学生因争抢座位发生危险， 方便分包教
师核实乘车学生。
固定行车路线，做到车线捆绑。 根据乘车
学生的家庭住址及道路情况，确定行驶路线，
并制定出行驶路线图，不得随意变更路线。
固定趟数， 做到车次准确。 根据每车的
乘车学生总数和该车辆的核载人数， 在不超
员的情况下确定该车每次上下学时的行驶趟
数， 不得随意更改， 避免超员行驶。
固定往返时间， 做到严格控制途中时
间。 根据路途远近， 确定车辆每趟合理的往
返时间， 乘车途中时间相对固定。
固定教师分包车辆， 做到车车有人负
责。 每辆车的监管教师按时到岗， 对乘车学
生来时迎、 走时送， 上下车时做好学生的疏
导工作， 核查人数， 监管车辆， 确保安全。
固定每趟次乘车小组长， 做到车车有组
织。明确每车次的乘车小组长，协助教师核查
人数、维持秩序、监督司机、保存校车牌、做好
途中乘车情况记录及信息反馈等工作。
固定信息联络员， 做到时时信息畅通。
确定接送学生车辆信息联络员， 定期轮换值
班， 在上下学、 开学放假时， 与管片公安、
交警联系， 监督车辆、 疏导交通； 遇恶劣天
气等特殊情况时， 及时向家长、 司机发布停
课、 推迟上课或倒课等相关信息。
定期总结整改， 做到不断完善提高。 定
期召开总结分析会， 对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和
反馈的情况认真核实， 及时整改。
“我从上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坐校车， 以
前车里挤得‘紧绷绷’ 的， 车速有时快得让
我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现在， 车里不挤
了， 车速不快了， 我心里也踏实了！” 紫荆
关小学五年级学生赵楠开心地说。

尾声
又是一个沐浴着金色阳光的傍晚。 一辆
辆校车缓慢平稳地行驶在路上， 学生们坐在
车内安心快乐。
家的方向， 有爷爷奶奶热切的期盼， 有
爸爸妈妈慈爱的目光。
一辆辆校车， 承载的是一个个温馨和谐
的幸福之家！
放心路在脚下……

中职生比绝活
近日， 山西省晋城市举行了第六届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技
能比赛。 本届比赛设有电工电子、 导游与酒店服务、 机械加
工等 6 个专业 22 个项目。 来自全市 15 所中等职业学校的 296 名学
生参加了比赛。
特约通讯员 曾军 赵晋涛 王建军 摄

大图 酒店服务
专业学生进行餐具摆
放技能比赛。
小图 汽车运用
与维修专业学生进行
维修技能比赛。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毛世锋 通讯
徐帮利 刘霞） “正视自己， 我很重

要； 发展自己， 我能行； 超越自己， 我还
可以做到更好。” 湖北省麻城市实验二小
贡轶华老师让班级每个学生在早读、 课堂
纪律、 卫生值日等方面开展自评和互评，
通过这样的方式，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引
导他们逐步从自律走向自觉。
近日， 记者从麻城市实验二小获悉，
该校的德育课题“梯级表彰、 激励积累”
获得黄冈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该课题
是该校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五” 规划课
题“社区德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的子课
题， 旨在充分发挥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和学生自主教育“四位一体” 的
教育功能， 用自主的理念去培育每个学
生。
该校四年级 （3） 班学生胡柯晨的爷
爷近来特别开心， 逢人便夸： “我的孙子
以前放学回家后， 不是看电视， 就是玩电
子游戏， 连吃饭都要他妈妈端给他。 现在
他这些毛病都改了， 回家还帮忙做家务活
呢。”
胡柯晨的变化源自一本小手册。 学校
每学期向学生发放 《学生自主管理评价手
册》， 让学生每天填写自评日记， 诚实记
录个人每天的优良或不良表现， 并写出感
悟体会。 班级每周以小组为单位开展一次
集体评议， 学生从自评到互评， 相互激
励， 相互约束。 学生通过自主管理， 获取
积极的情感体验， 逐渐形成稳定的良好品
质和健全人格。
“我今天主动打扫教室”， “我今天帮
爷爷洗了一次脚”， “我今天又获得一颗
红星” ……在胡柯晨的 《评价手册》 上，
稚嫩的笔迹记录着他成长的喜悦和渴望进
步的愿望， 流露出的是满满的成就感和自
信心。 该校实行学生自主管理后， 许多学
生发生了明显变化。
同时， 该校将班级管理任务细分， 让
学生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管， 人人有岗
位， 岗岗有职责， 充分激发学生的主人翁
责任感。 学校还在学生中轮流选聘校级、
年级和班级文明督察员。 文明督察员通过
“学生表现信息传递卡”， 以发放哭脸和笑
脸的形式， 反映学生的实时表现， 并将信
息反馈到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和学校德育
处。
学校德育处、 大队辅导员和年级主
任、 校级文明督察员， 每周还会联合检查
各班班务日志、 班级文化、 特色创建、 学
生行为习惯等情况， 让每个班级、 每个学
生共同进步、 共同成长。

创新一线
新疆和布克赛尔县实行
15年免费教育，家长们说——
—

“我们牧民的
孩子真幸福”
■ 本报记者 蒋夫尔
4月17日一大早， 新疆和布克赛尔县
巴嘎乌图布拉格牧场牧民哈哈曼·再努尔
拉， 带着5岁的儿子乌拉哈去该县和什托
洛盖镇幼儿园上学。 “这学期， 孩子在幼
儿园上学不用交一分钱！ 我们牧民的孩子
真幸福！”
据了解， 和布克赛尔县现有6所公办
幼儿园、 5所民办幼儿园， 各乡镇场8所
小学附设8个幼儿班， 在园幼儿共2304
人。 现在， 这2300多名孩子和乌拉哈一
样享受到了学前3年免费教育。
该县教育和科技局局长邢立安告诉记
者， 对户口在本县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孩
子，无论城乡，统一实施学前3年免费教育
政策， 县财政需要为此支付502.388万元。
这是和布克赛尔县继2010年春季开始对
全县1051名高中阶段学生免除学费后实
行的又一项惠民新政。 这意味着全县学生
从幼儿园到高中均可享受15年免费教育。
哈哈曼·再努尔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孩子上幼儿园， 以前一年要交书费、 餐
费、 保育费， 共2500多元， 3年就是7500
元。 “现在， 政府帮我省下了这些钱， 对
我们这些贫困家庭来说， 可是一笔不小的
数字。”
邢立安说， 近年来， 县里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 不断加大教育投入， 使教育
成为城乡群众得实惠最大的民生工程。
不仅如此， 该县教育部门还结合实际
制定了学前教育资源规划。 根据规划， 到
2015年， 全县将新增5所乡级中心公办幼
儿园， 以基本满足适龄幼儿入园需求； 定
点幼儿园办园条件全部达到规范幼儿园标
准， 班额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提高保教水
平， 优化师资队伍， 所有保教人员持证上
岗， 幼儿园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达85%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