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为您导

6 月 26 日，河北衡水第一中学（简称“衡水
一中”）邯郸分校在磁县校区举办校园开放日暨
迎接新高考首届主题峰会。 该校门口停放了两

辆霸气十足的坦克。 这两辆退役的坦克车身上印
有“八一”字样，编号分别为“985”和“211”。 工作人员
表示，选择这两个编号是希望该校学子能考上心仪的
“985”“211”高校。 （6月 27日 澎湃新闻网）

在学校的大门口摆放两辆坦克，乍一看，还以为
来到了一所军事院校，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一所普
通高中，是“高考工厂”衡水一中的邯郸分校，校门口
的坦克，在这里象征战斗精神，更寓意育人的最高目
标———考入“985”“211”高校。

一直以来，衡水一中的“军事化管理”饱受诟病，
但学校似乎以此为荣，大肆鼓吹、兜售、扩张。 邯郸分
校的坦克在学校的新高考峰会上亮相，让人觉得讽刺
的是，这种以名校为导向的育人理念，却与新高考追
求的综合评价、多元选拔背道而驰。

战争只求结果，只讲胜负，推崇战争文化，就是把
“985”“211”当作评判胜负的唯一指标，若是考生没有
考上“985”“211”，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在高考的战斗中
失利，在人生的战场上败北？

非也，教育不是一场血淋淋的战争，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用坦克“碾压”同伴的观念早该转变。 教育的
本质是引导学生做人和求知， 把学生培养成心理健
康、人格健全的人，其次才是让学生掌握丰富的知识
和自我学习的能力。 完善人格、享受真知，这么美好且
幸福的事情，为什么非得以战斗的姿态面对？ 为什么
非要配上坦克作为背景？

扭曲的育人观之下，才会对“985”“211”如此迷信，
才会滋生出跑偏的校园文化。 莫把求知当战斗，这一
句话讲给学子们听，更要讲给老师和学校听，请移走
停在校门口的坦克，请移走挡在师生心中的“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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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点燃学生科技梦想的守望者

贵州特殊教育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贵州省首次开设盲人足
球课。 6 月 29 日，学校球场内由 10 名盲人学生组成的盲人足球队
开始了他们的暑期训练，他们需要佩戴眼罩，用耳朵听球辨别方
向，完成停球、运球、射门等动作。 中新社 贺俊怡 摄

别样人生，别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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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特殊教育学校的
学生在学习手语。 从今年 7 月 1 日起，《国家通用手语
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正式实施，对听力
残疾人和视力残疾人使用手语和盲文的语言权利给
予了有力保障。 新华社 杜昱葆 摄

点评：上帝为你关掉一扇门，就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教育的发
展与进步，为残疾学子搭建了成长舞台，只要保持自信乐观，就能
从你的窗口，看到别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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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精准扶贫助力教育公平
本报讯 （通讯员 黄亦龙 肖彬 杨小波 尹

冰）7月 1日， 洞口县黄桥镇中学初二学生张
某的奶奶收到了学校送来的 5352 元师生捐
款。 自打儿子今年病逝后，为孙女秋季开学费
用发愁的她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洞口，不能让贫困学子辍学已成为该县
中小学校的一大共识。 近年来，该县教科局紧
紧围绕教育精准扶贫，凝心聚力，多路突破，真
抓实干，主动作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差距明
显缩小，全县中小学学生辍学率为零。

聚焦资助资金，实施精准支持
为识别贫困学生，洞口县教科局设置了精

准识别“1+6”，其中“1”指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6”指孤儿、烈士子女、父死母嫁无人
抚养的学生、 重大变故家庭负债累累的学生、
家庭特别困难的残疾学生、低保户家庭学生。

从 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 该县教科局大
大提前了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识
别时间，在学期初报名时采集贫困学生信息，
将采集到的学生信息汇总，由县扶贫办、县民
政局、县残联进行比对、核定，再由县教科局
完善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平台建
设，为学生建立电子信息档案。 同时，为切实
做到精准资助“一个不漏，应补尽补”，该县建
立了以 334 个自然村为单元的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从在园幼儿到在校大学生“两
线合一”的摸底方式。 2018 年春季学期，全县
共发放各类学生资助金 3155 万余元，受益学
生 52079 人次， 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实现了全覆盖。

聚焦贫困学校，实施精准改造
近年来，洞口县投入教育项目建设资金近

5亿元，新建和改造校舍面貌 35万平方米。 其
中， 投入资金 2 亿余元， 创建省级合格学校
155所；新建和整体搬迁学校 26 所，新增校园
面积 300 余亩； 改造校舍面貌 30 万平方米，
其中消除危房 17 万平方米、D 级危房全面消
除；投入 2911 万元，新建 21 所学校 517 套教
师周转房（公租房），建筑面积 22000平方米。

自 2017 年以来，该县投入 2000 多万元，
将义务教育“全面改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标准
化学校建设工程等教育项目向贫困乡村倾
斜，强化边远贫困山区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造后的双联完小等 20 多所农村薄弱学校，
硬件和软件设施均达到标准化学校水平。

据了解，2018 年至 2020 年， 该县将投入
2.6亿元， 实施 17个教育新建项目和 70个改

建扩建项目，新增学位 25000 个，全面消除义
务教育大班额现象。

聚焦师资力量，实施精准帮扶
为破解乡村教师队伍长期面临数量不足、

年龄老化、结构失调等“老大难”问题，该县通
过加大补充力度、提高待遇地位、健全培训机
制的方式统筹谋划农村教师队伍发展， 促使
一大批年轻优秀教师真正“进山来、留得住、干
好业”。

近 5年，该县通过公开招聘、特岗计划、定
向培养等途径， 新增教师 1200 余名，2018 年
再计划招聘教师 500名。 （下转 03 版）

本报记者 胡荧
通讯员 陶金生

这个暑假， 安化县梅城镇中学科技
辅导员肖高美将带着新的研究课题前往乐
安镇开展活动。与往年一样，这次与他同行
的是学校科技活动小组的十几名学生。

从 2008年开始，肖高美带领梅城镇
中学的学生进行了十几次科技实践活
动，涉及环境、食品、交通等方面。“一个
科技实践项目， 从筹备到实践要经历很
长时间。 ”肖高美说。

肖高美任教的科目是历史， 对科技
发明与制作并不了解，但凭着一股热忱，
他担起了科技辅导员的重担。 为了更好
地开展实践活动， 梅城镇中学给肖高美
配备了照相机、摄像机等设备。只要有时
间，肖高美就投入到学习中，查阅收集大
量资料、学习图片的处理技术……

在梅城镇中学的教室窗台上， 摆放
着一排花盆，“那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
项目———安化中草药的种植、 采集与制
作。 ”学生认识的中草药只有几种，在活
动开展前， 学生采访了安化县采集中草

药的乡村医生， 了解了中草药的相关知
识。肖高美说：“每一次科技活动成果是甜
蜜的，但一路上却是吃尽了苦头。 ”

一个周末， 肖高美等几位老师带着
60 多名学生去山上挖中草药， 回来途中
遇到暴雨，学生们背着采集到的 100 余株
中草药，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泥泞的山
路上，大家手牵着手，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硬是走了三个多小时。 回校后，他们将采
集到的中草药种起来。 如今，观察并记录
中草药生长变化成了学生的必修课。

对于每一名学生的想法，肖高美从不
轻易放过。“学生的知识面有限，但他们思
维活跃， 大家集思广益， 就能拿出好东
西。 ”2016年，肖高美辅导学生开展的《南
洞庭湖区红薯种植及加工方法研究科技
实践活动》 荣获了湖南省第 37 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荣誉背后往往有很多故事。研究红薯
需要土地，为配合这个项目，梅城镇中学
在周边一户农民家租用了六分土地。有了
场地，肖高美和学生就有了伸展拳脚的空
间，育苗、整地起垄、选苗定植、田间管理、
采挖……学生参与每一个步骤， 同时，他

们深入当地农村及红薯加工企业进行了
广泛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在肖高美心中，或许这就是开展科技
实践活动的价值———让学生发现并解决
问题。

起初，一些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和学
业，反对孩子参加科技实践活动。 肖高美
只好顶着压力， 带着十几名学生开展活
动。时间长了，学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让家
长们体会到了学生参与科技实践活动的
益处。 现在，梅城镇中学科技活动小组的
队伍正在不断壮大。

肖高美在科技创新这条路上摸爬滚
打了十来年，让学生和学校获得了很多荣
誉；他因表现突出，获评“正高级教师”“安
化县优秀教师”“益阳市教育突出贡献奖”

“湖南省优秀科技辅导员” ……面对众多
光环，他从不骄傲，依旧默默地扑在科技
实践活动中， 放飞着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守望着一茬又一茬的希望。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莫借坦克兜售名校崇拜

宽进严出 淘汰“混”大学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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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军区的“战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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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全面改薄”进入冲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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