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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教育扶贫工作推进会要求——
—

聚焦中省反馈问题整改 确保如期全面清零
本报讯（记者 陈志敬 通讯员 朱维
佳）当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已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为全面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
5 月21日上午，市教育局召开全市教育扶
贫工作推进会，对教育扶贫工作进行再
部署、再安排。
会议先后传达学习了省教育厅听取
我市教育扶贫工作进展和2020年度工作

市脱贫攻坚南部战区
重点后所作的点评，
和北部战区督导过程中发现的有关教育
扶贫问题。会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期，全市教育系统要把全面打赢教育扶贫
攻坚战作为首要任务来抓，聚焦中省反馈
问题，
尽锐出战、下势力改，确保问题整改
如期清零；全面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加大
因身体残疾原因无法正常入学学生送教

上门力度，积极做好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子女辍学劝返工作；加大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资助工作宣传，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子女对资助政策应知尽知；加大工程建设
力度，优化易地搬迁安置点教育资源配
置，确保学生就近入学；全力推进旱厕改
造，确保9月全部投入使用；全面推进营
养改善计划，
深入推进学校食堂标准化管

理，持续提升供餐质量；积极和人社部门
协调，开展教师招聘，
充实教师队伍，解决
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加大教师转岗培训
力度，推行体音美等紧缺学科教师县管校
用；积极和财政部门对接，确保中省规定
的教师待遇落在实处。
市教育局主要领导、各县（市、区）教
育局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全市校园安全稳定专题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杨晓妍 通讯员 朱维
佳） 为切实做好我市教育系统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全国“两会”期间校园安全稳
定工作，5月25日下午，市教育局召开
了全市校园安全稳定专题会议，对校园
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近期，全国“两会”正在
召开，各县 （市、区）、各单位一定要高
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全面排查化解教
育系统重大安全稳定风险，切实把校园
安全稳定工作放在思想、行动和具体工
作的突出位置抓实抓好；要坚决贯彻落

实中、省、市关于重大社会风险防范化
解有关部署要求；要加强校长安全管理
培训力度，提升学校安全管理水平；要
全面开展安全稳定隐患排查，及时研判
形势、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维护教育
系统安全稳定大局；要高度关心关注复学

复课后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现问题及
时疏导化解；要主动协调当地党委、政府
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校园及周边环境治
理责任，结合当前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
新形势、新问题，全面开展校园周边环境
综合整治，确保校园平安、系统稳定。

围绕教育中心工作 全民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市教育局直属机关党委召开2020年党建工作会
——
本报讯（记者 刘雪妮）近日，市教育
局直属机关党委召开2020年党建工作会。
会议从四个方面回顾总结了直属机
关党委2019年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效，深入
分析了当前市直教育系统党建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从七个方面对2020年

党建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 强
调，各基层党组织2020年党建工作要以
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党建法规制度落实
年”为抓手，持续开展“量化考核、星级管
理”活动，围绕教育中心工作，全面提升
市直教育系统党建工作水平。要求各级

党组织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扎实的作风推动市直
教育系统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在推进党
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中，
不断强化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全面完成全年党建工作任

务，努力为办好渭南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
贡献。
同时，与会人员还就《中国共产党党
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修订的意
义、内容、党员队伍建设方面的规定等六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学习。

你好
“两会”
5 月25日，渭南
市实验小学举行“红
领巾 迎两会”主题
升旗仪式。旨在引领
少先队员树立小主人
公意识，关切身边小
事，关注社会时事，
关心国家大事， 了
。
解、关注“两会”
通讯员 李 娜
本报记者 郭 洁
摄影报道

以爱育爱 静待花开
— 记渭南市瑞泉中学语文教师李朋涛
——
本报记者 姚二曼 郭 洁
5 月20日，渭南市瑞泉中学高二年级
17 班，一堂《种树郭橐驼传》的文言文学
习正在进行。
“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出自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的
这句名言被瑞泉中学李朋涛老师引用了
无数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教育和郭橐驼
种树相通用，应顺应树木天性，实现其自
身的习性。老师对待学生要像对待自己
的子女一样用心，
不仅在传道授业解惑中
更要保全每一名学生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的天性，激发其自身潜能。

生活、生产、社会，甚至是自然科学等方面
的很多知识。”李朋涛这样理解自己的语
文教学，通过引领学生领略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体验回味故乡乡土文化的丰富多
彩，让学生意识到文化知识就在生活中，
就在家乡的山水风物，人情风俗当中，学
生对语文课堂更感兴趣，提高教学效率才
有了基础。
学生王璐瑶是李朋涛的“忠实粉丝”：
“李老师讲课幽默风趣，特别是一些晦涩
难懂的文学知识，经常能旁征博引，以我
们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读。”

激趣乐学

不拘一格

“同学们，文中‘筑’作何解释？”李朋
涛抛出问题后，学生开始私下交流，纷纷
举手作答，一会儿工夫变成了抢答。
“盖房
子”
“垒土”
“建造”
“古代的一种乐器”……
课堂讨论渐渐热烈起来，
对学生们五花八
并逐一解读。
门的答案，他满意地点点头，
从文中“筑”的注解“捣土”开始，李朋
涛讲到了捣土工具——
—杵子，再到杵子的
用途打胡基，经他抛砖引玉，一些学生提
到了以前农村打胡基盖房子，还有学生讲
述了古代建筑中的房梁榫卯等建筑方法。
一堂课下来，同学们似乎忘记了它是一篇
枯燥难懂的文言文，更像是一节内容丰富
的社会知识课。
“汉字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课堂上我经常以字词为起点，为学生渗透

“我是马静雯，今天我与大家分享李
站在讲台
开元的书《秦崩》。”
上课铃响起，
上的不是老师，而是轮流进行当堂读书分
享的学生，为同学介绍阅读后的心得体
会。李朋涛的语文课堂前五分钟的读书
分享，
雷打不动地已经进行了十多年。
“马静雯已经不是第一次上台做这样
的课前展示，高一年级时她还胆怯害羞，
而今，自信大方。”李朋涛告诉记者，每节
语文课的前五分钟，学生们会轮流进行读
书分享，可以是心得体会或是艺术鉴赏，
不拘泥形式，不拘泥内容，督促学生深
度阅读，通过阅读开阔学生的视野，锻炼
他们的表达能力，提供思想碰撞和交流的
机会。
“坚持阅读分享已经成为瑞泉学生的

习惯。高中三年，同学们在面对百人甚至
千人围观时，不再胆怯，能从容自信地表
达。”李朋涛告诉记者，在他的微信群里，
许多已经毕业的学生仍怀念课前阅读分
享的美好时光。
在他的课堂，往往因为分享太投入，
老师一节课插不上嘴的现象时有发生。
而李朋涛则认为，课堂就是知识的分享，
思想情感的碰撞和交流，只要够精彩，有
思想，有好的内容。

以爱育爱
“一个优秀教师，首先得富有爱心和
李
耐心，其次才是具有精进的专业知识。”
朋涛如此给优秀教师定位。
李朋涛讲述了一个故事。刚到学校
的前些年，还没成家的他经常和同事去
店里吃
校门外的小餐馆用餐。一年冬至，
饭人很多，老板提前将剁好的肉馅放进一
个精致的盒子里，让他和同事带回去包
饺子。而今，老板早已不知去向，但那个
“人家为啥对我一个
盒子他一直保留着。
普通教师那么好，因为咱是老师，是能把
娃教好的老师。这是社会对老师的爱戴，
是对老师的期许，唯有以爱育爱，才能做
好教育。”
高中阶段是学生身体、心理成长较快
的年龄段，对人生、社会的认知发展非常
快，一些行为、心理问题往往也随之暴露
出来。李朋涛的班里，
曾有一名经常与同

学起冲突的学生，因为不能处理好自己的
情绪，
与同学很难相处。
，李朋涛总是
面对这样的“问题学生”
他
用耐心去化解学生存在的问题。他说，
们往往更需要别人去倾听、去关注、去指
导。许多“问题学生”在违纪或者处理问题
时情绪相当激动鲁莽，思想相当消沉悲
观，这个时候，往往需要及时谈话，或鼓
励、或激将、或提醒，通过各种方法，打开
学生的心结，让爱充盈学生心田，由情及
梳理指导，
许多问题
理，一步步打开心结，
也就迎刃而解。
作为高二年级组组长，李朋涛除正常
上课外，还要做好1000多名学生的管理
工作，
学生身体、
心理的各种问题，都在他
的管理范围内。而爱心、耐心、细心和关心
就是他打开各类问题的金钥匙。
“陪伴就是最好的教育。”寒来暑往，
又一高考要来了，李朋涛如此寄语考生和
家长，
高考是学生成长的一个重要挑战和
宝贵机遇，但绝不是人生的全部。给予必
要的时间和空间，足够的尊重和自由，引
领他们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生、
认识自己，获取知识，拓展视野。让学生学
会思考，有思想，
感受一切美好，勇于探究
追求，
生命的意义就在这学习、成长、体验
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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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园生活中，时常会看到学生打
出现紧急情况
架，
学生受伤；
或者学生游泳，
或溺水而亡；或者学生在上学放学路上，
发
生交通事故；或者集体活动学生上下楼梯，
发生踩踏事件……一连串不安全事故的发
生，
让人触目惊心。
近年来，
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
门、各中小学校，对学生的安全教育都非常
制定出台了许多安全
重视。一些中小学校，
规章制度，
如：
安排教职员工课间巡查，
上学
放学到校门外区域接送学生等，
一些教职员
工到放学时间如临大敌，连厕所都没时间
上！很多中小学校长沉重地感叹：
“校园安全
事故防不胜防。”学生安全问题，就是悬在
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此重视安
全教育、
防范安全教育，
的确有一定效果，
杜
不安全事故仍时
绝了许多不安全事故发生，
有发生。经细致观察，除其他原因之外，有
一 种 情况需 引 起整 个 中 小 学 教 育 高 度重
视。那就是关于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各级党
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各类规章制
度和印发的各种文件，对学生安全教育，使
，
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是“不准”
“不准”
就
是设限，
设置限制学生行为的框框和标准。
中小学生阶段，正处在由儿童期向少年
期转变的过程中，身心发展正处在由幼稚
趋向自觉，由依赖趋向独立的矛盾交错时
已经不满足
期。他们的独立意识开始增强，
也不满足于接受课堂
于单纯地听老师的话，
教学。他们爱看课外书，对自然现象、社会
现象发生浓厚兴趣，兴趣爱好也有所分化。
与此同时，对父母、师长的指导、教育也出现
好奇和猎奇心理正
一定的逆反心理。求知、
是青少年学生探求外部世界的内在动力，
他
们有时可能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抱着去
对他们而言，安全教
看一看，
试一试的心态，
恰好激发了
育中“不准”
“严禁”
等设限内容，
他们的猎奇心理，从而导致不安全事故的发生。比如，严禁
把白炽灯泡吞到嘴里，否则会取不出来。网上有人撰写文
章，说北京某区在2016年门诊一月内，接待60多名学生取灯
内容，学习猎奇心
泡事件。原因就是老师课堂讲了的“不准”
理尝试结果造成的。
作为中小学安全教育，必须让学生通过实践和体验感
悟到生命的珍贵，从而真正从思想、内心体会和领悟到安全
的重要性。要经常教育学生，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
只有懂得生命的可贵，学生才会自觉培养出安全意识，注意
自己的安全问题。那么如何让学生珍爱生命，
时刻注意自己
的安全呢？我们是否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
教育引导学生感悟生命来之不易。生命的教育是一
个人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只有了解生命的来之不易，
澳大利亚的教育就做得很成
才会懂得格外珍惜。在这方面，
功。在澳大利亚的小学里，关于生命的教育已进行了60多
年，课上，老师首先从家庭说起，然后放幻灯片，有一天，妈
妈告诉孩子们，你们将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了，于是妈妈
的身体越来越胖，终于有一天，妈妈去了医院，回来时，抱着
一个小婴孩……接下去，就具体地讲解关于人体的器官，以
及婴儿的形成过程，孩子们看到这些，多能感悟生命的来之
不易，从而珍爱自己的生命，不随便糟蹋自己的生命。他们
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只是属于自己，也属于给他付出心血的
父母、
家庭及朋友。
二、
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热爱生活的激情。要培养学生积
极的生活心态，用快乐、笑容装点自己的生命，热爱他，让他
在生命中绽放光彩，少些颓废，少点无奈和怨恨，培养自己
自信、勇敢、
遇事冷静的生活态度。生活中不如意虽然不少，
可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不如意的那部
分也许会成就一个人，所以要处处看到生活中有阳光，从而
有激情的生活。热爱生活，就会更加热爱生命，就会想着自
己还没有享受够生活的美好，从而常常想着自己的安全问
不做对自己有害的事情。例如：
不违反交通规则，
不打架
题，
斗殴，不玩火，不吃校门外面的“三无”食品，不抽烟，不喝
酒，不随便玩水……总之，就是不随便做对自己生命有威胁
的事情。
三、
教育引导学生提高安全自护意识。我们不但要培养
自尊、自爱、自重的学生，还要培养自护的学生。曾在上海
举行的“安全与自我保护”中日儿童论坛中也提及让学生
提高防范意识，学会防范，学会自护。目前，社会的确对
学生造成许多威胁，有人身安全方面的，例如被绑架勒
索；也有思想精神方面的，比如消极思想的腐蚀，如果中
小学生生活中没有自护意识安全意识，就有极大可能遭受
伤害。有了自护安全意识，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就会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把不安全因素考虑进去。例如：想去
游泳，不会时，就叫几人会游泳的一块去，万一发生不安
全事情，也不至于伤害自己的生命，同时也能锻炼自己的
胆量和勇气。
四、教育引导学生培养自救能力。生活中，中小学生
常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危险，所以要培养学生多观察、多
思考的习惯，遇事冷静不慌不忙，机智勇敢。针对具体情
况，时刻注意分析自己的现实处境，把保护自己的人身安
全作为第一考虑对象，而后想办法自救或求救。例如：在
生活中碰到一些社会小青年敲诈钱财情况，要提前教育学
生顺应心意，先稳住对方然后想办法脱身，时刻保障自身
的安全，而不能逞能对着干或大声呼喊，更不要逃到废弃的
房屋或死胡同等没人的地方。
总之，安全教育不应该是过多设限教育。过分的设限，
更是违背了学生的身心成长规律。应
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
结合中小学生心理成长规律，重视正面的教育引导，从而让
学生知道如 何珍 爱自 己的
生命，培养安全意识，培 养
自护能力，从根本上杜绝不
安全事故的发生。
（富平县杜村小学 陈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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