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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态
我的二叔， 是我们家族
中，我最敬仰的人。 虽然二叔
离开了我们， 但是他给我们
家族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
神，值得我去追思、学习。
幼时，我生活在农村，每
天“惹是生非”：偷塘里养的
鱼，打邻家养的鸭，堵别家的
烟囱。 因为调皮， 我被村民
“恐吓”过，被父母训斥过，但
是二叔没有说过我什么。 只
是一次，我在输了游戏后，恼
羞成怒地拿起小铲子在我二姐额头留下
至今依然清晰的疤痕时，二叔发火了。 那
次之后， 我也再没有在姐姐们面前耍过
横。 后来想起，二叔的严，没有让我从本
质上养成坏习气。 作为父亲，二叔养育了
4 个孩子，他经常教育孩子们“积财千万，
不如薄伎在身”。 对家族其他晚辈，二叔

同样是“
嫉恶如仇”，每每有人
犯错，他都会直言不讳。 这是
二叔的个性， 他能容忍“无
能”，但是绝不允许“败德”。
湘
我们村里，每年最繁忙的
潭
时候是麦收时节，这时也是展
市
现家族团结和力量的时候。我
邮
政
的父辈有兄弟 6 人， 每次麦
分
收， 二叔就成了义务炊事员，
公
司
负责一大家人的吃喝。上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 物资还相当
单
锋
匮乏，但是二叔每顿都会想尽
办法让大家有肉吃、 有酒喝。
这也成了田间地头的笑谈，
广海，你那千把斤粮食，怕是抵不了几桌
“
饭菜钱。”二叔自然是知道算账的，但他更
知道“算盘打不出亲情、吃亏才聚得住人
心”的道理。他常说：“
父子和而家不败，兄
弟和而家不分。”在我小时的记忆中，家族
在老家还有农田的那几年，每年丰收季都
是热热闹闹、和和睦睦。
70 年代初，二叔独自出去闯荡，吃的
苦不计其数，等熬到小有所成，承包了工
程， 二叔便把几个穷兄弟都带了出去，只
有我父亲留在家中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
这也是家族发迹的初始。到了 90 年代初，
几乎全村的打工人员都到了二叔的工地，
那是因为二叔带领乡亲谋生致富的心愿
和他自己在业界的好名声。看着乡亲喜气
洋洋地把工钱领回家，二叔笑得比谁都开
心。再后来，二叔的工程越做越大，注册了
公司，成为了法人，到二叔家中寻求帮助
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记得，二叔资助了村
里没钱上大学的孩子，捐助了没钱看病的
老乡。 那条从国道通往村里的柏油路，也
是二叔主持修建的，虽然经历了数年的碾
压，已经斑驳不平了，但是村里的人都还
记得，那是二叔为家乡人修的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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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掩盖下的冷漠

二
叔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和建
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 要实现教育现代化就
必须首先实现教育信息化， 没有教育的信息
化就没有教育的现代化。 2018 年 4 月 13 日，
教育部印发了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利用大数据支撑保障教
育管理、决策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实现教育政
务信息系统全面整合和政务信息资源开放共
享”，为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指明了方向。《湖南
省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 （2016－2020
年）》同样提出：“加快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进
程，全面提升管理与服务效率，促进教育教学
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和精准化。 ”从这些政策
信息我们看出， 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
式已经引起了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信息技
术不仅在改变现在的教育， 同时也在塑造未
来的教育。 随着教育矛盾的深刻变化以及教
育内容、方式、过程不断革新，人们对教育的
理解和观察的纬度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积极
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已迫在眉睫。
近年来， 湖南教育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
可喜成绩，“三通工程”建设与应用深入推进，
“湘教云”建设与应用计划顺利实施，教育阳
光服务网络平台全面推广应用， 然而在教育
管理服务方面， 却还存在着一些不如人意的
地方。 比如，对各类信息系统整合不到位，各
类数字平台和网络信息系统交叉并存， 大数
据思维意识不够强烈，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
地区与地区之间、 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数字鸿
沟依然存在。 对这些问题，应当需要引起我们
的足够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强化信息化支撑能力 。《湖南省教育信息
化“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提出：“以
国家核心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湘教云” 标准
体系、湖南教育大数据为依托，创新省级通用
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和市州、县（市）区、学校特
色管理信息系统的软件开发、数据应用模式，
形成面对教育业务管理“因需而变”的快速响
应机制， 全面提升教育管理信息化应用支撑
能力。 ”笔者以为，要提升教育管理信息化应
用支撑能力，当前的重点是抓好三个方面。 一
是建立多元互动的工作机制。 加强同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的联系协调，形成共建共享、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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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扩大于认知的偏差。
在巍峨的岗什卡雪峰上，
白雪皑皑，莽莽苍苍，在绝美 许多人认为如今足不出户便可
的雪域风光中，在旷远寂寥的 知天下事， 但在很多情况下，
知道”是远远不够的。 所谓生
苍穹之下，本该有攀上山巅的 “
喜悦， 本该有发自肺腑的陶 活，除了“
生”，还要“
活跃”。 要
醉，可这一切，都被扼杀于一 让生命变得鲜活，就要走出去，
个个低头捧着手机的身影之 亲身体会世界的鲜活与丰富，
中。 在这些企业高管的背后， 而不该让日子成为一潭死水，
不起波澜。 晋代陶渊明不恋世
是凝固于冰雪之间的冷漠。
冷漠，开始于现代社会的 俗，而独钟情于山水田园，这源
发展。 电脑、手机的相继问世， 于他超尘脱俗的追求， 也体现
微博、游戏的迅速风靡，使这 了他对生活的认知。 那个时代
些冰冷冷的机器，虚幻缥缈的 没有高科技， 没有现代化的网
网络消磨了人与人之间原有 络，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
采菊东篱
的温情与和睦。 道路上，行色 间” 也能使他拥有“
匆匆的人们在聚精会神地刷 下，悠然见南山”的淡然。 现在
着朋友圈，毫不在意周围的情 的我们应该明白， 生活是自己
—刺 耳 的 鸣 笛 声 和 司 机 的， 我们应该注重生活中的真
况——
的谩骂声；网吧里，聚集的少 情实感。
冷漠， 最终源自内心的忽
年们不知疲倦地打游戏，而他
们的眼神，空洞而默然。 更有 视。我们认为社会险恶，人心复
新闻报道称， 父母因沉迷手 杂，我们不经意间与亲人、朋友
机，连孩子被车撞了都没有察 的疏远， 我们把看似不能实现
觉。 我们的社会在发展，可在 的美好幻想建立于虚幻之上，
人情世故的层面上，我们却是 实际上， 这都是由于我们对现
—我们 对 于 情 感 的 实的忽视，对真实的忽视。网络
在倒退——
上的音乐再动听， 也不如同学
表达日渐削减了。

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互动的局面。 切实加强同学校、家长、学生以
及社会各界的联络沟通， 让他们广泛参与和
监督教育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以教育行政部
门和各级各类学校为核心的多元、 开放的教
育公共服务机制。 二是整合教育服务资源。 这
里的整合， 既包括当前各级各类学校基础设
施及办学条件管理信息系统、 教师管理信息
系统、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教育决策管理信息
系统及其他重大管理信息系统以及不同部门
不同网站的咨询、投诉、公开等服务窗口，同
时也包括各相关服务部门的服务职能， 比如
教育信息管理部门的数据服务、 信访部门的
信访服务、职能部门的审批服务、政务窗口的
信息公开服务等。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一
站式、一网式服务。 三是优化服务流程。 当前，
教育管理服务不到位、 不高效的主要原因是
服务流程不顺畅，存在“
肠梗阻”现象。 以湖南
省教育阳光服务网络平台为例， 可将主要处
理事项为投诉类和咨询类服务事项，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对服务事项进行处
理并答复。 对投诉类服务事项，涉及到省教育
厅机关处室及厅直属二级单位，市州教育局、
高等学校的普通类服务事项， 直接流转至机
关处室及厅直属二级单位、市州教育局、高等
学校，再由上述单位和部门进行分转处置。 如
若相关诉求人对回复不满意， 再由上级部门
进行督察督办， 并将督察督办意见直接回复
诉求人。 只有流程顺畅了， 服务才能更加高
效。
创新信息化服务方式 。 坚持
“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以公民需求为导向，优化信
息化服务方式， 推动教育服务从集中办理的
有形实体平台向快捷高效的网络虚拟平台转
变。 一是实现教育城域网省市县校四级网络
互联互通。 进一步夯实教育信息化基础，将学
校网络教学环境和备课环境建设纳入义务教
育阶段以上学校建设基本要求， 特别是加强
农村学校、 教学点和城镇薄弱学校信息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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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条件建设，持续推进“村村通工程”“中小学
网络联校”“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工
程”“普通高中名校网络课堂建设与应用”建
设项目，持续提升现代化教学设备装备水平。
全面完成宽带校园建设任务：“实现校园网络
有线、无线全覆盖，城镇学校班均出口带宽不
低于 10M， 农村学校班均出口带宽不低于
5M，教学点接入带宽达 4M 以上。 ”二是努力
让信息代替民众跑路。 一直以来，诉求不畅为
群众所诟病， 这里的不畅既有教育系统体系
内的纵向不畅， 也还包括教育与其他部门之
间的横向不通。 所以，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跨
层级、跨行业的教育管理服务网络系统，是打
破信息孤岛，实现服务资源整合，推进部门间
业务协同、信息共享和服务衔接的重要渠道，
也只有如此才可以让“信息代替民众跑路”。
三是创新新媒体服务方式。 移动新媒体的发
展带来了不同的电子、 网络互动方式， 如微
博、微信、APP 等，这些互动方式极大地拓展
了教育服务的途径与渠道， 使教育服务的内
容选择更具个性化，更加充分，让教育管理服
务不再停留在办公室、 政务服务大厅亦或者
是某一个网站。 要充分利用微信、APP 等即
时、快捷传递教育服务信息，将教育信息和教
育服务事项尽可能实现移动终端智能服务，
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同时，要坚持与时俱
进，提升用户活跃度和用户黏性，以新技术为
引领，特别是加强 VR（虚拟现实）、短视频、动
画等新技术应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
同时，遵循“公共资源靠政府、个性资源靠市
场”的原则，要鼓励多样化教育服务，积极探
索利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的新机
制，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创新服务供给模式。
用好 信 息 化 决 策 手 段 。 云计算、 移动通
信、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实现
教育管理决策的精准化、科学化，从“经验主
义”走向“数据主义”提供了技术条件。 一是加
强数据整理。 在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教育管理

合唱时的歌声令人动容； 手机
游戏再有趣， 也比不上亲人团
聚时的其乐融融。 我们要与时
俱进，要不断向前，但不该忘了
这个社会最初温暖的模样，更
不该忽视了弥足珍贵的东西。
开篇那个企业高管的故
事，透露着悲哀。这是人际交往
的悲哀，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手机与网络发明者的初衷，绝
不是让人们变得冷漠。 生活中
除了网络世界的纷繁，仍有“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至善
亲情，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的至真友情，更有“衣带
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的至美爱情。
一个人对世界冷漠， 实际
上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 就像
苍莽的岗什卡雪峰之巅， 包罗
万象的苍穹之下， 赤裸裸的默
然暴露于茫茫白雪之上。 寒风
呼啸，放眼眺望，白色统治了一
切， 却唯独掩盖不了人们内心
的隔阂与默然。 可我们仍有理
由相信， 终会有一天， 万物复
苏，冰雪消融。

服务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服务数据，要突破部
门利益的束缚，打破部门利益格局，突破条块
分割的窠臼， 尽可能地将相关数据搜集并进
行梳理。 要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跨行
业的教育服务数据搜集体系， 实现服务资源
整合，推进部门间业务协同、信息共享和服务
衔接。 二是加强数据分析。 处在信息爆炸时
代， 如何让有限的注意力不被各种碎片化内
容“瓜分”，获得想要的数据信息，就需要对海
量的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分析。 比如在湖南省
教育阳光服务网络平台群众反映最多的是投
诉举报类问题。 可以按照教育收费、 师德师
风、教师权益、学生权益、校园安全、社会力量
办学、教育培训、教学管理、后勤服务、服务质
量、其他等类别，并且对其继续细化。 人民群
众可直接通过教育阳光服务网上平台、 网上
大厅进行投诉，网上大厅将按照分类规范，导
引人民群众精准提交投诉分类， 方便最后的
数据统计分析。 与此同时，要对人民群众咨询
量、查询较多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梳理，并且
以一问一答的形式， 一目了然地呈现人民群
众所需的关键信息。 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形
成“教育百度信息库”，人民群众通过平台搜
索功能即可查询有关问题。 当然，由于相关政
策，特别是教育收费政策等调整频率较大，必
须建立信息更新制度， 由相关职能部门主动
发布和更新有关教育信息， 保证信息的及时
性、 准确性和可靠性。 三是注重数据成果运
用。 用数据说话是数字化时代的重要特征，要
大力推动“管理本位”的教育管理向“服务本
位”的教育治理转型，尽可能地提升政府及教
育部门的科学决策能力， 大数据无疑是最有
效的方式之一。 要完善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
制，探索以教材数字化、资源网络化、教学个
性化、学习自主化、环境虚拟化为特征的教育
教学新模式， 搭建优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
台，缩小数字教育鸿沟和差距。 要全面采集各
种教育数据， 进行科学统计分析与数据挖掘
处理， 努力使传统以经验判断为主的教育决
策逐步转向基于数据的教育决策， 切实提升
政府及教育部门的教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
（项目来 源 ：长 沙 市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经 费
力。
资助，编号：kq170616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