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21年9月14日 星期二关注·

乌蒙山区贫困“锅底”如何筑起教育“高地”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教改”启示

本报记者林碧锋

　　乌蒙山深处，18岁的程雨滴家境贫寒。对
她来说，刻苦学习是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牛场镇高桥村，是程
雨滴的家乡。几年前，作为脱贫户家庭一员的
她，从牛场镇高桥九年一贯制学校考入云南师
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
　　高二那年，她父亲因肝硬化去世，母亲离家
出走，生活遭遇突变。让她感到幸运的是，“无
论我考什么成绩，老师始终支持着我。”
　　去年，程雨滴以666分的成绩，考取南开大
学临床医学专业。她说，一路走来，是学校给了
她依靠，让她始终坚信贫困学子也能发光发热。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镇雄，曾经是我国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最多的县，去年11月正式脱贫
摘帽。
　　为“斩断”贫困代际传递，镇雄在教育扶
贫上狠下“绣花功夫”，与云南师范大学合作
创 办 云 南 师 范 大 学 附 属 镇 雄 中 学 ，是 关 键
一招。
　　近些年，学校通过探索“驾驭式自主教育”
改革，实施“三备三研”集体备课制度、开展课堂
自主合作、创新思政教育等举措，大幅提升教育
质量。这里曾经是贫困“锅底”，如今筑起了教
育“高地”。

“三备三研”提升教学质量

　　让自家孩子像程雨滴一样，考上重点大学，
是镇雄县乌峰镇龙腾小区居民邓会萍的愿望。
　　作为镇雄县第一中学教师，邓会萍更清楚，
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意味着什么。
　　两年前，邓会萍面临一个选择，是让孩子留
在镇雄读高中，还是去县外读高中。
　　很长一段时间里，镇雄县办学水平不高，当
地教育一度陷入困境，曾连续 19 年无本地就
读学生考取清华北大，不少家长对镇雄教育失
去了信心。
　　邓会萍说，每年有大量优质生源到昆明、曲
靖等办学水平更高的地方就读高中，孩子的生
活费、路费等支出增加，让不少家庭因教育问题
致贫。
　　2016年，随着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
的投入使用，邓会萍和其他镇雄家长不再在孩
子就学选择上犯难。这所中学由镇雄县联合
云南师范大学共同打造，引入由云南师范大学
10位管理、学科骨干组成的专家团队到镇雄
办学。
  起初，很多家长并不相信这所学校能办好。
如何让群众了解并接受学校，成了摆在校长胡
克州面前的一道坎。胡克州认为，提升办学质
量首先要从课堂质量抓起，而提升课堂质量的
关键在于教师备课。
　　但是，学校教师普遍比较年轻，多为大学毕
业不久，如何提升教师的能力？胡克州认为，好
的办学思路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提升备课水平
要带动优秀的教师搞团队合作。
　　因此，他在以往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

提出实施“三备三研”备课制度，即“多元备、自
主研”“聚合备、合作研”“特色备、个性研”，实行

“一周一大研、一课一小研”，每章节的教研需在
课前一周完成。
　　4年前，35岁的数学老师郑礼从乡镇中学
选调来校，如今已是备课组的带头人。
　　他说，在“多元备、自主研”阶段，主备人和
非主备人均对该章节内容进行研究，完成“多元
备”备课手稿，编写导学案。集体教研时，非主
备人先讲解自己的课堂设计思路，提出授课意
见和建议。
　　此后，主备人综合全体非主备人的意见，凝
聚大家的智慧对导学案进行优化，供整个学科
组使用，此即“聚合备、合作研”。最后，每名老
师再根据自身特点及本班情况，将导学案特
色化。
　　“集体智慧集中体现在这个导学案里。”郑
礼手里拿着13位老师集体研讨完成的导学案。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到，两页的“角平分线的性
质”导学案上，包含学习目标、重难点、教材逻辑
结构、教学指导、巩固诊断等内容。
　　“以前在乡镇中学没有导学案，大家各上各
的课，智慧无法集中。”郑礼说，有了导学案，学
生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清晰明了，还可以及时在
上面做习题，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先自主后借鉴，吸收各自特长。胡克州说：

“‘三备三研’机制下，只要有一位优秀教师，就
能带动更多老师进步。”

学生互为“小老师”以强带弱

　　镇雄县塘房镇芒部山村的申羽近，今年
正在读高三，他父亲在江苏打工，母亲在家
务农。申羽近记得，高一刚来学校时，自己偏
科比较严重，数学成绩好，英语却只能考80
多分，“语法、听力、口语都不好，没自信”。
　　受办学条件制约，对许多从乡镇中学来
县城的孩子来说，这样严重偏科的情况并不
罕见。来到学校后，班主任把申羽近和英语
成绩好数学差的刘爽安排在一组，互为“小老
师”。在课堂讨论时，遇到不会做的习题就请
教对方，都不懂的就问老师。
　　班主任赵桃说：“现在申羽近英语能考
120多分，刘爽的数学成绩也提高了30多
分。”
　　让学生成为彼此的“小老师”，是学校推
进课堂改革，探索构建“驾驭式自主教育实践
体系”带来的改变。
　　胡克州说，小组合作是“驾驭式自主高效
课堂”的重要抓手，学校实行“两人一小组，四
人一大组”的小组合作机制。
　　记者走进高一年级教室时看到，14张课
桌有序排成三列，每桌4名学生，教室正面、
侧面和后面各有一张黑板。英语老师汪凤用
正面黑板授课讲解习题，其余两张黑板被划
分为14个区域，上面写着各个小组的名字和

口号，用于学生课堂练习和展示。
　　“全校教室都是这样的布局。”汪凤说，
全班学生按照“学科互补、学习互助、个性相
合”等原则组建 4 人小组并编号，1 号和 2
号分别是 3 号和 4 号的“小老师”，负责针对
性指导；1 号与 2 号可以就较难的问题进行
探讨研究。
　　小组合作贯穿课堂全过程。汪凤先发
放“名词性从句”导学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十分钟，随后讲解总结名词性从句的重点和
难点，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点在导学案上做习
题，期间引导小组进行合作讨论。
　　几分钟后，汪凤从每组中抽取一名学生
到黑板前作答。她发现，黄华林等多位学生
混淆了“what ”和“that ”的用法，紧接着对
这类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重点
讲解。
　　“先学生、后老师，先组内、后班级，先个
人、后合作。”汪凤说，每堂课都是依据导学
案分阶段完成“学、教、练、展、评”各项任务。
　　郑礼告诉记者，每堂课老师讲课 15 分
钟至 20 分钟，老师抛出问题，每个小组进行
共同探究。“通过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交流探
讨，让学生动起来、活起来，课堂效果明显提
高。”
　　在申羽近看来，小组合作提升了自己的
参与感、专注度、团队协作和沟通表达能力
以及师生间的互动性。“让学习更有乐趣。”

　　胡克州说：“我们始终告诉学生，‘自己
学会不算会，教会别人才算会’，鼓励‘小老
师’带着后进生一起学。”

帮助更多贫困生勇敢追梦

　　在高三某班门口，记者看到墙上挂着一
张十分醒目的“班级文化栏”，设有班级活动
展示、班级学习心得、值班班长寄语等板块。
上面写着班级目标，下方还有办班理念———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不仅如此，学校在引导学生树立目标方
面更是别出心裁，特意在操场上刻了一张

“全国重点高校地图”，让学生们知晓他们的
目标学校在哪里。
　　行走在校园里，学生们礼貌地与老师打
招呼、朝气蓬勃。教学楼门口显眼位置，张
贴着考试光荣榜，对“卓越之星”“精英团队”

“学科冠军”“小小好老师”等逐一进行表彰。
学校还通过持续开展红色经典教育和党史
教育，厚植学生的爱党、爱国、爱家意识。
　　陈华是思政课老师，他说，学校有 1433
名脱贫户的子女，其中外出打工家庭的孩子
占 38% 左右。针对这些学生缺乏父母陪
伴，学校依托思政课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努力为孩子们营造温暖的家。
　　陈华说，学校把政治、历史、地理等课程
与党的十九大精神等时政内容有机结合，组
织学生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在高中部设《文
化综合》和《社会纵横》两门课程，专题讲解
中国古代典籍……
　　“我们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胸怀梦想、勇敢
追梦。”胡克州说，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让学生能走出大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学生王豪家住镇雄县以勒镇庙埂村，父
母长期在昆明打工，两个姐姐上大学，弟弟
读高中，家里负担重。得知这一情况后，学
校积极争取，给王豪每学期发 1250 元的补
助。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学校还免费送他到
北京、成都、长沙等地参加竞赛。
　　“我从小喜欢科技，对人工智能特别感
兴趣。”去年，王豪考取了清华大学自动化专
业，他希望自己能读到博士。
　　办学 5 年多来，学校学生从 1300 余名
增至 8355 名。2020 年和 2021 年全校共
有 1464 人参加高考，连续两年本科上线率
100% ，一本上线率 87.6% 。其中 2021 年
本科上线率 100% ，一本上线率 90.1% ，有
246 名学生考入“双一流”高校。
　　来自镇雄县大湾镇大湾村的李祥勇，家
里也曾是贫困户。寒窗苦读的他，今年考取
了北京大学医学技术类专业。“这是一所造
梦的学校。”李祥勇说，造学生未来的梦，造
家庭期望的梦，也造国家富强的梦。
　　如今，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的
带动下，镇雄县高中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吸
引大量当地学生回流，还吸引昆明、曲靖等
地的一些学生前往就读。这所学校的不懈
探索，正在“照亮”乌蒙山区。

部分“候鸟式”老人异地就医受限，一些优待政策难兑现

老年人权益保障，别忘了城市“老漂族”
本报记者任丽颖、哈丽娜、刘翔霄

　　随着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大，一部分老年人
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离家漂至
陌生城市。他们在异地他乡面临着医保、文化
差异、夫妻两地分居甚至语言不通等问题。
  尽管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优老政策，但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有的政策相互“打架”，
有的政策距落实落地仍有差距。

“卸”不下的十斤药袋

　　今年 64 岁的任建国自 2013 年起，每隔半
年要跟老伴儿一起从吉林市来到石家庄照顾外
孙。老人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加上心脏支架手
术后需要药物维系，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多达
5种，一天三次。
　　“吉林的医保卡在石家庄买药不行，因此每
次去石家庄之前，我要在吉林市的多家医院拿
着医保卡去开药。由于开药有时间限制，这个
事情很不好办，免不了托关系找熟人。5种药
开足半年的量，袋子提起来近10斤重。”任建
国说。
　　每次把所有的药备齐后，任建国和老伴儿
还有个“大工程”，就是在出发前，把堆在客厅里
的各类药包装逐一拆开，每种药只留着药片统
一放在小袋子里。有些药长得差不多，不留神
会混淆。
　　“主要是为了节省空间，药盒子、包装占地
方，携带不方便。2013年开始，我这只‘老鸟’
就驮着快10斤的药袋子每年从吉林飞往石家

庄，从没卸下来过。女儿总劝我们发快递，
但害怕路上有遗失，我们还是选择背着。”任
建国说。
　　原太原市老龄委一位工作人员也反映，
他经常到北京接送孙子，有时一待就是几个
月，因太原医保卡在北京不能使用，而他每天
都要服用降压药，所以买药就成了一个问题。
有时候药快用完了，只能让家人从太原买了
再寄过来。
　　在走访过程中，多地外地老年人反映，自
己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本地医院凭医生处方
开药，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量，老人们年
纪大，在异地时间长，来回奔波不方便，医保
卡购药、医药费报销就成了最大的一个难题。
　　记者采访发现，仅在太原市，相关部门就
经常接到一些异地老人的政策咨询，因异地
就医、买药手续比较麻烦，老人们很关心怎样
能把程序变得更简单。也有不少老人因医保
手续迁不过来、续也续不上，日常就医、买药
都成了麻烦，单靠某个市的力量难以突破，这
需要国家统一或者各省联手研究解决。

“走”不出的孤身茫然

　　两年前，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王燕老人被
女儿接到呼和浩特帮忙照顾外孙。她向记者
坦言，自己总是感到非常孤单和焦虑。“女儿、
女婿每天早上很早出门上班，中午不回来，晚
上加班也很晚回来，外孙的一切事务都由我
来管。没有帮手，没人能说说话，每天累到不
行，心理压力也很大。”王燕苦恼地说。

　　今年89岁王贵香老人，跟随64岁的女儿
从山东济南来到石家庄。因为王贵香的外孙
女刚刚生了孩子，需要人帮忙带，但王贵香本
人腿脚不便也需要人照顾，只得跟着女儿来
到异地。
  外孙女、外孙女婿给老人租了一个房子。
早上，女儿给王贵香做好饭后，就赶去自己女
儿家里上“上午班”；中午回来给王贵香做午
饭，再回女儿家上“下午班”；晚上依旧往复。
　　“每天女儿走了以后，我就自己在房间里
待着。因为坐轮椅，不方便下楼，我也害怕出
问题给儿孙们添麻烦，就老实待在楼上看电
视。时间太慢了，每秒钟都挺难熬。我想回
自己的家。”王贵香说。
　　记者采访了多位“老漂族”发现，像王
燕、王贵香一样的老人离开家乡来到异乡，
面临着对当地语言、人际关系和生活习惯
不同等诸多问题。即使孩子们能够让“老
漂族”们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提供更好的
生 活 条 件 ，这 些 老 人 依 然 要 忍 受 孤 单 和
焦虑。

“兑”不成的“空头支票”

　　近年来，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从国家层
面到各省市都出台了不少措施。相关条款从
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卫生保健、商业服务等
方面，细化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可享受的优
待事项。政策很好，但实际落地情况不一，有
些政策甚至成了“空头支票”。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车站、机

场、医疗机构等场所，应当设立老年人优待
服务窗口，老年人可优先购买车票、船票、
飞机票，优先托运行李、物品，在各类医疗
机构优先就诊、化验、检查、交费、取药、住
院。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上述规定在
个别地方形同虚设。
　　很多受访老人反映，他们经常要在异地
孩子家和故乡老家之间往返，进出火车站都
是正常排队，没有所谓“绿色通道”，也不知这
样的通道设在哪里。而在山西某心血管医
院，记者看到，早七点排队挂号的长队中，很
多老年人也站在其中。
　　同时，记者通过走访了解，“老漂族”群体
近年成为社会热点，需要政府关注，但与此不
相匹配的是，一些地方老龄组织的职能却在
弱化。
　　“过去是协调各部门，现在只能搞老年
宣传，组织点儿老年活动，处境很尴尬。其
实，社会需要能体会老年人处境的政府组
织去发现问题。”太原市一位长期从事老龄
健康服务的工作人员坦言。
　　此外，多地老年人反映，几年前国家发
文要求停办老年人优待证，凭身份证享受
待遇，但在有些地方想要享受优待还必须
持老年证。
　　“每年都要接待一些异地归来的老年人
办证。很多老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老龄委的办
公地，却办不了证，免不了有一肚子委屈和怨
言。这种政策打架的情况不少，因为地方有
自己的规定。”山西某市老龄健康事业服务中
心一位工作人员说。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的学生们在上课。  本报记者江文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