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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近日，记者来到凉山州越

西县第二中学采访，淅淅沥沥

的雨中，班主任陶林领着阿杰

迎面走来。小小的个子，单薄

的身形，干净的脸庞，阿杰给

记者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安静、

乖巧的学生。

“太无聊了，我就出去打

工了。”交谈从疫情期间发生

的故事开始。因为疫情，学校

开学日期一再推迟。阿杰在位

于越西县贡莫乡依史村的家

里呆到 3月，动了外出打工的

念头，“反正去不了学校，不如

出去‘耍一耍’。”

“这是他第三次辍学了！”

如果不是班主任陶林插话，记

者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初中少

年竟然有过3次辍学经历。

2018年，阿杰从乡村学校

到县城读初中。刚适应学生生

活的阿杰，有一天，因为一点

儿小事与班上同学打架。虽然

陶林及时进行了调解，但阿杰

却没心思学习了。当年的彝族

新年，在外务工的父母归来，

阿杰坚持要跟着父母出去打

工，这是阿杰第一次辍学。

在建筑工地打了两个月

零工，扛建材、递工具，阿杰吃

不消，心生倦意。父母看在眼

里，提议他返校继续读书，阿

杰一口答应。重返学校后，阿

杰欠下不少学习账，尽管有老

师的开导和同学的帮助，他还

是觉得学习压力大。

整天望着黑板和书本发

呆，阿杰一天比一天难受。与

在外务工的幼时玩伴通过微

信聊天，成了他缓解压力的出

口。看着他们一个月挣几千

元，买新潮手机，还时常出去

玩，阿杰被影响了，“原来工厂

上班可以这么潇洒。”他再次

动了辍学的念头，借来路费，

毫不犹豫奔向东莞，和朋友一

起打工。

阿杰的第二次辍学就这

样到来了。得知情况，陶林那

段时间打了很多次电话想劝

他回来，但阿杰一个都不接。

一个月结束，阿杰在工厂

拿到4000多元的工资，却没有

想象中的兴奋。“我一天 12个

小时都在做数据线，下班了只

想回宿舍睡觉。”他觉得自己

快累垮了。而两个时常在微信

晒潇洒生活的好友，阿杰近距

离接触后才发现他们经常旷

工，不多的工钱很快就花掉

了，“这样的生活也没啥意

思。”

这时候，陶老师的电话又

来了。这次，阿杰接了电话。在

陶林的劝说下，阿杰再一次回

到了学校。

今年返校复课后，见阿杰

没来，越西县第二中学和陶林

及时联系依史村驻村第一书

记，一起找寻阿杰的去向。他

们联系上阿杰的父母，一起动

员和劝说阿杰。“我们劝他，眼

看就要初中毕业了，即使想去

打工，也不急于一时。而且不

拼一把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行

呢。”陶林还不断给阿杰提起

他在学校的朋友们，说大家都

很舍不得他。

在陶林的几番动员、开导

下，阿杰被打动了。“陶老师说

得对，学习不在于能否考出好

成绩，而是你是否曾经努力

过、坚持过。”阿杰说。

“还是学校里舒服。”已经

回到教室上课的阿杰说，他在

班上有 5个好朋友，都没去打

工，他还是喜欢和他们一起

玩。“在工厂打工，时间短、任

务重，我基本没有朋友。”

“尝过苦头以后才明白现

实与理想之间的残酷。”最近

的作文中，阿杰写道：“我现在

很懊悔以前那些举动。”他对

自己的语文有自信，正在努力

补齐落下的功课。

“知道自己的缺点，也能

认识自己走错了路，这是好样

的。但光知道错误不够，还必

须要改正、要坚持走对的路才

行。”陶林不断鼓励阿杰要保

持自己的优点，看到自己的闪

光点。正是他三番五次的劝

说，才一次次把外出打工的阿

杰拉回来。陶林还努力通过营

造好的校园生活氛围，帮助阿

杰找到归属感。阿杰所在的

班，以6人为一小组。在安排小

组时，陶林特别注意城乡和性

格的组合，以此让同学之间相

处更融洽，学习生活上能长短

互补。

父母的鼓励也是阿杰最

终返回学校的力量。阿杰说，

父母一直希望他能坚持读书，

即使自己在外打工，他们也时

不时旁敲侧击提出他可以重

回校园。陶林告诉记者，阿杰

父母时常与他联系，关心孩子

在校情况，希望能和老师一起

帮助阿杰安心留在校园学习。

第三次重回学校，阿杰开

始正视自己。他和几个好伙伴

商量好，准备初中毕业后读职

校，学习汽修专业，将来靠技

术生活。“这样才对得起陶老

师和我爸妈。”阿杰说，有了努

力的方向，虽然他感觉学习任

务还是很重，但心理压力减轻

了很多。

“这次我一定要坚持读下

去！”虽然声音偏小，但阿杰连

着说了两次。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 钟兴茂）
日前，凉山州未摘帽县片区学校

“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启动

会在普格县举行。会上，教育厅正

式启动针对凉山州 7 个未摘帽县

的“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该

工程将充分发挥教育部专家团队、

省内师范院校和省级教科研机构

资源优势，为凉山州 7个未摘帽县

片区学校提供切实的帮扶和指导。

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专家、

齐鲁师范学院教授毕诗文到会指

导；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崔昌宏出席会议并

讲话。

凉山州未摘帽县片区学校“一

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是借智

借力提升 7 个未摘帽县教育教学

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一校一

策、以点带面支持机制的重要探

索。该工程将整合教育部全国中小

学教师校长培训专家工作组专家

团队，省内师范院校和省级教科研

机构及部分优质中小学资源，打造

深度贫困县教师发展示范区，着力

提升未摘帽县乡村学校办学水平

和育人质量。

提升工程从今年 6 月启动实

施，到2022年3月前完成，采取“1+
1+N”对“1+1+N”的帮扶机制，即

由一个教育部专家团队、一个省级

承训机构、N 个优质中小学，具体

对接一个未摘帽县的一个研训机

构（含教研室、进修校、电教馆等）

和所有义务段学校，从县域层面和

学校层面开展相关帮扶任务。县域

层面包括研制一份县级教师发展

“十四五”规划，搭建一个具有丰富

民族课堂教学资源的共享平台，建

设一个研训一体的县级教师发展

机构，培育一支带不走的校长教师

培训团队，造就一批“五洗五会”好

习惯的学生。学校层面的帮扶任务

包括编制一个“一校一策”的学校

发展规划（含片区所辖中心校发展

规划），打造一个具有民族地域特

色的校园文化，编制一套学校管理

制度，建立一套同步主题研训的校

本研修制度，凝练一份同课异构的

课堂教学案例成果。

据了解，此次提升工程的省级

承训机构包括四川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成都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

学、乐山师范学院、西华师范大学、

绵阳师范学院、内江师范学院，它

们将分别对应帮扶昭觉县四开片

区、布拖县交际河片区、普格县洛

乌沟片区、美姑县洪溪片区、喜德

县光明片区、金阳县天台片区和越

西县中普雄片区。

会议要求，按照“半年见效，一

年达标，两年固本”的总体工作思

路，各任务承担单位要在深入调研

的基础上，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聚

焦受帮扶县教师发展机构和学校

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建立“一

对一”精准帮扶工作机制、研制“点

对点”精准帮扶方案、创新“硬碰

硬”精准帮扶方式，推进“实打实”

精准帮扶行动，务求精准帮扶工程

取得实效。凉山州特别是 7个未摘

帽县要珍惜机遇、主动思考、全力

以赴，教育行政部门和片区学校主

动配合，未摘帽县研训机构全程参

与，逐步提升自身研训能力，积极

指导全县教育教学，以点带面，抓

好示范，努力推进基础教育质量提

升、优质发展。

“这次我一定要坚持读下去！”
——凉山学生阿杰的故事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倪秀 陈朝和

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与

多方资助的增加，各方合力不

断挺进，控辍保学的方式也不

断更新。凉山州的学校条件越

来越好，辍学率一降再降，只剩

下很小一部分“硬骨头”。

其中一块“硬骨头”是家长

对教育的认识。喜德县一份相

关报告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初

中辍学率和劝返难度远高于小

学，分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父母带孩子外出打工或者孩子

自己跑出去打工。

“打工热，看到谁家孩子出

去打工挣到钱，家长就容易效

仿。”凉山当地一位控辍保学负

责人告诉记者，特别是用工荒

时，企业开出的高薪，足够对凉

山少年和家长构成很大诱惑。

所以，父母对教育的重视，

是孩子留在学校的关键。记者

曾在雷波县某乡村采访，村里

有两户人家，均是三代人都坚

持送子女读书，这两户人家流

露出的精神气质和见识，与大

部分村民截然不同，也改变了

整个家庭的命运。而阿杰，也正

是有了父母的坚持，才能重返

校园接受教育。

另一块“硬骨头”是学生的

厌学因素。受家庭环境、乡村文

化、教育方法的多重影响，厌学

成为学生外出打工的内因之

一。

“网红村小”广元市范家小

学校长张平原认为，乡村学校

和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改变

因袭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学

校生活中感到快乐。

在他的管理下，范家小学

近年来不与城里学校争文化成

绩高低，因地制宜，把课堂搬到

田地里，开设乡土课程。过去学

生厌学、逃学，现在学生舍不得

离开学校和老师。

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不

变”，凉山的“阿杰们”即使人在

学校，心却在校外。

可喜的是，凉山州不少学

校的教育教学方式已经发生了

变化。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凉

山州这几年尝试和探索补偿教

育、单独编班、“集中编班+校

外实训”、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等

方式方法，不一味与内地学校

拼文化成绩，因地制宜、因人施

策。从当地学校和老师反馈的

信息看，这些举措比之“单一

的”“强制的”劝返效果好多了。

控辍保学之路任重道远，

期待更多、更丰富的举措，不仅

留住劝返学生的人，更留住他

们的心。

劝返之后，
如何留住学生的心？

在越西县蚂蝗沟小学，督导人员到班级点名，核对学生信息。 何文鑫 摄

记者手记

（文中阿杰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