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到新书包，洋洋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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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œ《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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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户”女孩上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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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ø、‚œ《《ˇ¨‰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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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ˆ《˛ 《̊《8 ‚《；“《《˚《‚《†¿ˆ»《—《·《§
ˇ《… »̆fi…Æ‡《《《《§， ‚《–《‚《†¿《§ˇ《— 《̃ˆ˘“

˚《†»„»、《《»Æ†»《《，‚《–《‚《†¿《§ˇ《– …̊˙˜《

¨《†»̈ «” 《¨《§ˇ《–˚…˙•‰ˆ《̨ ˚《《4 ‚《；“《《
˚《《¥˛»ˆ»《—0‡《»0Œ《ß《˜†《†Æ˜¿́ …， †¿•《

《¥̨ »《˚̀ ˇ̂ »《—《·《《《“̇ 《‰ł——《ß《《， ·《《《

´'ˇ《‰ˇ¶《《˜ˇ《ˇ《” 《¨《˚`ˇ《¤《¸•‰ˆ《˛˚

《《 3 ‚《； “ 《《˚《《¥˛»ˆ»《——《„《—ß·«《„
《《”0”Æ•ø， 《《《《˘`˜《¨《„《《《…《《¥《《

‚·， 《《ˆ‰《《•¢《ø`ƒ¶¨†»„»” 《¨—ß·«•‰

ˆ《˛˚《《 3 ‚《。
¶‰《…《Øˇ《‡¡•·《¡《《…ß”《， 《“˙《‚《《¥

˛»“《»《《̊ 《”《“‚《¶ 《̈《˚《¶《˛Ø‰《《《《ß¶《„⁄

《《， ‚《《¥̨ »¶《¶‰《…《Ø《‚‡《《˜̨ ˚《《《“…《̊ –

《 ¶̆¤《ß‚˜·º˚'†¢́ 《˚《《‰˛»， 《‚¸《¶《《《《《

《§ˇ《‰《《《»•‰《„⁄《《‰ł——¨«̂ 《 “»《0•¿·”，
‰ł《»†‰†Ǿ '†„¨–， ¨•–£《§ˇ《‰《《《´《˚《´《

《《́ 《̌ ‚，¨•–£‰《《《《ß¶《̈ ¡《ˆ̊ 《—§。

´¡»《̌ 《…0̨ fl…《̨ fl
”《《†¡《《《…《《 《̌ ‚̃fl《《¡–

–《–¤《¶（•¤《 《̆《–¤·— ”́《˜ˇ…˙《《 《《

Œ¿ 0¤《¶《– `ı̊ ¶̧《 《£《《《0）‰《̈ 《，´¡»《
ˇ《…0˛fl…《˛fl0¤„《“《˙»《…0…《”˘‰《¤„«《《
¨¸《–《《《《`fi《《《《《‚《ºˇ《‰»《fl·《¶《《˘¸0

《˜《˘…《、《《…《˚《《《‰ł——–¨¶《，•¢ˇ《˜‡¯《
‡《̧ ø‡⁄《《̃ ‡„⁄《《̈ 《《ß《 、̆《ß《 ”̆《…《˚»»œ

¶fl‡《《˜̨ 《̊《̌ 《̧ 《。 `‰《《”《，《《̃ ‡–»ˆ《¨¥

¯《‡《̧ ø̧ ø‡⁄《《̨ æ，†¢–»‚ˆ̌ 《…0̨ fl…《˛fl`¢

《‚《《†Ø。
《《̀ ‰̧《，´¡»《̌ 《…0̨ fl…《˛fl·《《《《˙»《

…0…《̆ ‰《¤，»ª《《̊ 《˚–、¿《†¿̂ ¯《˜1840 0《
《《《ı˚《《《，《《“¸˜•《”˛˚《《˛“《《《ª，‰Ł《œ
·《̊ 《《《¿ …̆…̊ 《¶ ‰̨ł——“ˇ《《 –̌ ¶̈《”。 0¤„《
《˘̨ 《《 ‚̃《《¥̨ »„«̨ æ‰《·《„«”fl、《ˆ†0《《¯œ
《¥、† 《̧¥、¸《̨ æ•¢̆ –《¨̊ 《《《†˜̀ ，̌•《˛《《—
¯—《“…《‡《”¨•《《ˆ、—Ø`—¿“《§»《“»fl《ß˛“
`ª”–¤ˇœ‡《”¨《¨《《—˛–《《《ˇ《ˇ《，·《《·0•
《 •̌《•¶‡《” 0̈Æ•《《 ‚̈fl《《̨ 《̊《《 •̃¢《œ。 《º
· 0̧‹̊ –，《º¶《《《– —̨《̇ ¿《 „̃«¿《‡《”¨0Æ•《

˚《——“ˇ《̌ ”́ †̧Ø”，¶《‡‹„《‚æ、‡‹–Œ《…、‡‹
•¶̨ §《†̄ „̄«̨ æ《 †̂0、˛¥„《《Æ„'̌ ª《《《˘¸fi

《¨˛˚《《ˇ《¸《，—›《《†˘《《、《《…˘、„«《†、˚—
…《、¸《˛æ《《…《‰《《《（《《˙ł）《¨《《˜《†¿ˆ¯，
《《̈ º《 《̆Œ、《《《 《̆¤́ 《《Œ、¸‰̈ »̧Æ̧ ø、《‡《《
»œ„《̃ 《†¿̊ ‡《 †̂0《《，†《̈ ¡̂ 《†《《《•ˆ•‰̊ ‰

‰ł——̌ 《‡¡” ¶̧《，《ˇ̧ 《†Ø·ƒ《《̌ 《̨ ¥•·《—《º

《¸̌ 《„《¶¤《«《æ《《—0̨ 《̊《。
‰æ̃ Œ《·，‚ˆ̌ 《…0̨ fl…《̨ fl…Æ《《„Æ‡„《—

《º、˚¡、˚—…0˛fl…《˛fl„《《《《《《˛“¸˜•《”《˜
„⁄《《《“˙《，‰ł《»†‰0Œ《˘‡《《¤《„《《《˛¥•·
《《•《‰¤《Ł„《¶¤——̨ “《 ·̃ƒ《《《《•¤》。 《º¶《

¨”《《•·《‡˙¿`《《˜˛¥„《‡《”¨˛˚《《‰ł——《¤

ˇ《《ß《 ，̨ ¶《̈ «̌ 《90 《《…《《《《ª»œ„《˘《˚´
《《《¥˛»˜《†¿˚‡《ˆ、50 《《…《†0《ß《˘《Œ《¨

‡《”¨̂ 《…fl‡¡̧ ø‰ł——̂ 《†《《《• 。̂ ¨«̌ 《„†̄ ¯

†Ø̨ 《̊《̌ 《̧ 《34 《ı，†Ø·ƒ̨ ¥„《‡《”¨̨ 《̊《4
˘《，·ƒ《《13 ¨ ，̧¶《2 ˘《《《—0̨ ˚《《0¤–¤̆ 《

„《，…Æ《《¶《《 “̆《《…《《 《̌ ‚̃fl《《”0《 •̧《”。

《《《《̊ —̧ 《•¤《《̈ «̂ 《̊ Æ《《《§̌ 《‰《《《„⁄《《

5个督导组开出 18个“问题清单”

■我为群众办实事

■教育整顿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