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开局，这

份教育成绩单捧在手里沉甸甸：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达94.8%，99.8%的义务教

育学校办学条件达到“20条底线”要求，

95.3%的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20

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

……越来越多的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

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3月3日《人民日报》）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

民生大事。“十三五”时期，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

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的历史新征程。经过“十三五”时期的

发展，我国基础教育历史性地解决了

“有学上”的问题，教育公平实现了新跨

越，正在乘势而上，向更好地实现人民

群众“上好学”的愿望迈进。

教育公平，体现在“不让一个学生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为了找回 3

名失学的孩子，甘肃省康乐县的“劝返

小分队”跑了多少路？答案是：汽车转

火车，往返行程超过万里。截至2020年

11月30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

由台账建立之初的约 60 万人降至 831

人，很多辍学的孩子，就是这样千辛万

苦“追”回来的。“十三五”期间，我国累

计资助贫困学生3.91亿人次、资助金额

达7739亿元。如今，我国教育普及水平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各级教育普及程度

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0.7

年，新增劳动力中有 50.9%接受过高等

教育，正有力推动国家从人力资源大国

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教育公平，体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是学校、最漂亮的建筑是校舍、最美的

环境是校园”。如今，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扎实推进，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大幅改善，城乡、区域教育差距加快缩

小。乡村教师队伍强起来了，42.8万名

“特岗计划”教师奔赴基层，城镇优秀教

师、校长向乡村学校流动，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政策惠及中西部 8 万多所乡村

学校近 130 万名教师；农村孩子长高

了，受益于营养改善计划，男女生各年

龄段平均身高2019年比2012年分别增

加1.54厘米和1.69厘米；“一块屏幕”让

越来越多农村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全国小学、初中、普通高中都已接近全

部接入互联网。

教育公平，还体现在“择校热”降温

了、“大班额”瘦身了，困难群体受教育

权利得到更好保障。5 年来，我国基本

实现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24

个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比例

达 98.6%，“公民同招”改革推动民办学

校从“抢好生源”向“教好学生”转变。

现在，城镇义务教育大班额基本消除，56

人以上大班额比例由2016年的12.7%下

降到 3.98%。85%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

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

学位服务，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

率达95%以上，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

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累计招生 52.5 万

人。教育公平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

落，照亮了每一个孩子的梦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

石，也是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源质量的

重要基础。教育公平不仅可以阻断贫

困的代际传递，托举更多普通家庭孩

子的梦想，而且可以为我国转向高质

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撑和智

力支持。

编辑：胡荧
版式：汪菲 校对：付康松

2021年3月10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 E-mail:kjxbss@126.com 科教新报 师说03

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日趋严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近日发布的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

2020)》显示，95.5%的小学生、90.8%的

初中生和 84.1%的高中生的睡眠时长

未达标。

（3月5日《北京晚报》）

近年来，教育部门反复强调保障

青少年睡眠时间，如《中小学生减负措

施》对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每日

睡眠时间分别做出详细规定；前不久，

教育部还表示要把孩子们的充足睡眠

纳入监测考核。

尽管公众的健康意识在节节攀

升，社会对保证孩子睡眠的倡议也未

间断，可孩子们的睡眠不足问题并未

得到有效改善。

保障孩子睡眠，家长应是第一责

任人。孩子睡眠不足，学校作业过多

是重要原因，但家长也难辞其咎。在

并不轻松的课业负担面前，在“不进则

退”的焦虑担忧声中，许多家长不由自

主地要求孩子在课桌前学到越来越

晚，就连周末时间也为孩子报满了补

习班。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可以理

解，但以牺牲孩子的睡眠进而影响孩

子身体健康为代价，未免得不偿失。

每一名家长都应该明白，对孩子的

任何安排，都不该违背人体运动的根本

规律。把孩子的时间表安排得合理宽

松一些，让童年的脚步迈得从容轻快一

点，是每名家长的义务，也体现家庭教

育的智慧。同时，学校也要投入到孩子

的睡眠保卫战中，一方面灵活调整上下

学时间，一方面适度安排课外作业。当

然，最根本的解题思路，还是通过对教

育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把学生真正从

唯分数论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睡眠时间到了，就让孩子做个轻

松愉快的梦。希望按点睡觉、睡眠达

标，不再是许多孩子心中一个无法企

及的梦。

教育部日前表示，将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

盖，时间安排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切实解决家长接学

生困难的难题。“三点半难题”困扰着众多双职工家庭。近年来，

一些地方进行了“弹性离校”“课后服务”等探索，为破解这一难题

积累了宝贵经验。让学生和家长减负，需要每个学校都动起来。

课后服务全覆盖，亮明了国家层面的鲜明态度。与此同时，教育

部门和学校还要在怎么提供、提供什么、怎么确保服务质量上多

下功夫。

周磊

日前，一则“老师为学生

颁发最具期待奖”的新闻引

起网友点赞。在吉林某小学

的课堂评奖中，老师特意颁

发给一个男生“最具期待小

明星奖”，虽然该男孩在上学

期“表现平平”，但老师坚信

其可以变得更好。

（3月8日《新京报》）

视频显示，颁奖时男孩

流泪哽咽。得奖后，他坚定

向老师保证“今后会变得更

好”，并赢得了全班的掌声。

如此温馨的画面感动了一众

网友，网友们纷纷表示：被暖

哭了。

表扬和批评是师生之间

常见的交流方式。在一般的认知中，似

乎老师的表扬大多数只属于那些优等

生。当有一天，“表现平平”也依然能受

到表扬时，自然给舆论场上带来了一种

别样的观感。

在视频中有一个细节，当老师向其

他人征求对男孩的期望，将镜头摇向全

班同学的时候，大多数学生桌子上都摆

放着奖状，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老师用独特的眼光在平凡的表现中

发现学生不平凡的一面，不遗漏学生身

上的每一个闪光点，这不仅能够很大程

度上保护学生们的自尊心，也能激发学

生的上进心，促使其更有动力地为达到

预期结果而努力。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是否具有对学

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很大程度决定了其

成绩的好坏。很多情况下，“鼓励式教

育”往往是最容易奏效的：老师的鼓励能

增强学生信心，提高学习兴趣，促使其

“学有所成”。

回到这件事情上来，该老师的教育

方式无疑是正确且值得推广的。在认可

学生实力的同时，对学生的鼓励也不仅

仅只局限于成绩，更可以扩展到多个维

度，尽可能地发掘孩子的潜能。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华舍中学心理咨询室的高

级教师俞和军珍藏着一只

箱 子 ，里 面 是 上 千 封 来

信。这些都是本校以及外

地的学生写来的，时间久

的已有二十多年。

（3月5日《钱江晚报》）

作为柯桥区首批获得

心理健康教育资格的老师

之一，51 岁的俞和军从教

29 年来，一直利用空余时

间义务提供青少年心理咨

询辅导。截至目前，他已

累计解答省内外来信（来

电）3000多次、提供当面心

理辅导 1200 多例、开展讲

座100多场。

众所周知，心理辅导

这活不好干，针对学生的

心理辅导则更难，但俞和军却坚持了

20多年。而且他还干得非常好，用自

己的真心以及专业知识，为数千学生

排忧解难。

师者，以平等姿态面对学生，做

到积极主动与学生沟通，这并不难，

难的是让学生愿意主动与之沟通交

流，甚至诉苦谈心，难的是与学生成

为交心的朋友，无话不谈。显然，俞

和军做到了，他给学生带来积极的教

育引导，甚至因为及时的介入而改变

了孩子的颓废心态，给孩子的命运纠

偏。

对于一位特别敏感的高三女生，

俞和军建议她妈妈安排她到父亲墓

碑前，让她单独呆着，这位女生一边

大哭一边倾诉，说出了所有的委屈和

压力，说出了对爸爸的思念，从此解

开心结；俞和军为了让一个经常逃学

甚至有过极端念头的学生找到成就

感，请学校专门为他开设手工课，孩

子沉浸其中，乐趣满满……如此案

例，数不胜数。

这样的俞和军，就像是一个现实

版的“扫地僧”，甘于平凡，默默付出，

却总能在关键时候为孩子扫除心灵

的尘埃。

当下，社会各界对青少年心理健

康越来越重视，社会心理健康体系越

来越健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能得以

及时疏导心理问题。社会能有如此

变化，离不开一个又一个“俞和军”的

坚守与付出。因此，看到这样的“扫

地僧”，我们应积极支持鼓励他们，以

期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教育公平托举民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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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三点半难题”

孩子缺觉的背后是分数“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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