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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上的县城”脱贫记

七个人的活，四个人干
——如何破解体育师资不足的“老大难”

“ 你 的 数 学 是 体 育 老 师 教 的

吗？”“你的体育是语文老师教的

吗？”这些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段子，

并非凭空编撰，而是当下一些学校

的真实写照。

30多个孩子在操场上进行运球

绕杆练习，在旁边指导的是一名数

学老师。这是笔者前不久在甘肃省

敦煌市某小学看到的一幕。

据该校一位朱姓教师介绍，全

校共有 27 个班，1350 名学生。按照

国家规定，小学一二年级每周要上

4节体育课，三至六年级每周要上3

节体育课。全校每周至少 90节体育

课，常常会有四、五个班同时上体

育课，而学校目前只有 5 名专职体

育教师，每周五下午还有足球、健

美操等体育社团活动，再加上校队

训练、比赛任务，“体育老师实在忙

不过来，所以，考虑到低年级体育

课内容相对简单，有时就让其他科

老师代上了。”

笔者前不久在河北、甘肃、江

苏、湖北等多地中小学调研发现，体

育教师结构性缺编的问题依然较为

普遍，即在学校总体教师数量满编

的情况下，体育教师却相对短缺，尤

其是在农村地区学校。

师资力量不足，是制约学校体

育工作的“老大难”之一。教育部在

2012 年曾对外披露，全国义务教育

阶段的教师队伍编制总体超编 100

多万，但体育教师却缺编30多万。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司司长

王登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近

年来各地不断加大体育教师补充力

度，缺编状况有所缓解，但他估计目

前体育教师的缺口仍在20万左右。

事实上，在国家对学校体育提

出了更高目标要求的新形势下，体

育师资不足的短板显得更为突出。

王登峰说：“原来没有要求勤

练、常赛，也没要求必须教会（专项

运动技能），而且师资、场地都不足，

现在按照教会、勤练、常赛的目标要

求，跟原来的体育课上法相比，工作

量和场地需求至少翻一番。如果原

来需要 5 名体育老师，现在可能就

得10名老师才能完成。”

七个人的活，四个人干，这是河

北省滦平县某小学体育教学的现

状。据该校校长介绍，全校共有 34

个班，约 1700 名学生，体育教师满

编应该是七人，但现在只有四名专

职体育老师，他们光是上体育课已

经达到“满课时”。该校还是全国足

球特色校，按要求每班每周上一节

足球课外，还要安排课余训练及全

员参与的班级联赛，因此几位体育

老 师 长 期 处 于“ 超 负 荷 ”工 作 的

状态。

事实上，即使体育教师编制够

多，能否招到并留住足够合乎资质

要求的体育教师，也是一个疑问。敦

煌二中副校长魏振平告诉笔者，该

校一直想招一名足球专业的师范生

担任体育老师，连续两年都未能如

愿。去年，他甚至远赴陕西和东北，

也没能引来“金凤凰”。即使是在经

济、教育水平较发达的江苏、上海等

东部地区，这种情况也不罕见。

体育老师难招、流动大，与待

遇、地位不高有关。南京理工大学动

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教授说：“同

语文、数学等主科老师相比，体育老

师在职称评定、晋升等方面处于劣

势，因此好多师范院校毕业生不愿

意当体育老师。”另一方面，近年来

因校园运动伤害事故学生家长起诉

学校、学校担责进行赔偿的报道屡

见不鲜，以致体育教师变成“高危职

业”，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王宗平表示，无论是开齐开足

体育课，还是开展“校园足球”活动，

归根结底都需要体育教师来落实、

执行。没有体育教师的足额配备，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实现学校体育“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的目标，就无从谈起。

那么如何缓解体育师资紧缺的

矛盾？王登峰表示，要从顶层设计与

实践两方面入手。首先，教育部将在

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学校专职

体育教师占比的底线要求，并将其

纳入学校体育工作评估指标体系。

其次，教育部拟出台一份三年行动

计 划 ，多 措 并 举 ，补 充 体 育 师 资

力量。

扩大兼职教师队伍。王登峰说，

其他科老师，如果有体育特长，也有

意愿教体育，可以考虑让其兼职教

体育课，或是带课外体育活动、组织

比赛。学校也可从退役的专业运动

员中招募兼职体育教师。

政府购买服务。据王登峰介绍，

成都市某区尝试由政府出资每年聘

请1000名体育教师，按区内各学校

需求统一调配、统一管理，不占用学

校教师编制，实践效果不错，其他地

方可结合本地实际借鉴探索。

支教工程。王登峰透露，教育部

将制定具体政策，鼓励体育教育专

业的本科生毕业去农村地区支教实

习两年，再回来读研究生。

（新华社 高鹏 马邦杰）

乌斯塔木·努尔军活了 60 多

岁，就没怎么哭过，直到第一次见

到自来水从家里的水龙头里喷涌

而出，他哭了。

“我们好多老乡甚至没见过一

次自来水，就去世了。”坐在自家整

齐 干 净 的 新 房 子 里 ，他 又 红 了

眼眶。

乌斯塔木是塔吉克族人，家住

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自治县达布达尔乡热斯喀木村。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中国

境内的塔吉克族总人口数为51069

人，其中，80%生活在塔县。

塔县还有什么特别之处？放大

地图可以看到，它所在之处，正是

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兴都库

什山等一众雄山打了个“死结”之

处。县境内南有海拔8611米的世界

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北有海拔

7546 米的“冰山之父”——慕士塔

格峰，平均海拔 4000 多米，人称

“云端上的县城”。

氧气稀薄、交通孱弱、山大沟

深……塔县人民，世代困于这沟壑

碎峰之间，戍守着中国与阿富汗、

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三国边境。

塔县共有 45 个行政村，44 个

是贫困村，32 个是深度贫困村。截

至2018年底，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4074 户 16505 人，其中，已脱

贫 3181 户 12823 人，未脱贫 893 户

3682人，贫困发生率达12.34%。

条件如此恶劣，贫困程度如此

深重，塔县脱贫，似乎遥遥无期，但

中国的反贫困斗争却给出坚定的

解答！

2014 年到 2018 年，27 个村完

成脱贫。今年，塔县计划完成 17个

村脱贫，实现全县贫困人口全部摆

脱贫困，摘去贫困县的帽子。

山大沟深，怎么脱贫？先搬家！

乌斯塔木所在的热斯喀木村，

是县里面积最大的村子，8400平方

公里的地盘占县域面积将近三分

之一。零零散散的村民，却分布在

12条大沟中，人数最少的一条沟中

只有一户人家。

33岁的塔夏·买买热依木是热

斯喀木村支书。他清楚地记得，从

前很多人家里，财产就是一口锅、

几个不同样式的碗和几床被子。

热斯喀木村毗邻中巴边境，有

193 公里边境线。为了确保边境安

全，保障守边人员安心戍边，2017

年，政府经过充分研究，决定将分

散在 12 个沟中的 161 户 746 人易

地搬迁，其中，141 户迁至边境新

村，20户迁入县城新居。

搬家，可没那么容易。

尽管家中困顿，乌斯塔木得

知搬迁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拒

绝。塔夏几次劝说，他依旧“岿然

不动”。

“好吧，不搬就不搬，我们去看

看新村总可以吧。”塔夏说。

翻过山路迢迢，乌斯塔木第一

次远远看到，一排整齐的红顶房屋

排列在一大片空地上。

“那样的房子，我是一辈子都

盖不起来的。”死活不肯搬的乌斯

塔木，同意了。

2018年开春，在当地干部帮助

下，乌斯塔木带上老母亲，牵着骆

驼，花了两天时间，走到新家，开始

新生活。

达布达尔乡乡长高波告诉笔

者，2017年，政府整合各项资金，选

择了一处距离边境线 42.5 公里的

8000亩空地，建设了141套富民安

居房，每套 80 平方米，并配有 100

平方米的棚圈。同时开垦了 1000

亩耕地，并在安居房附近种植了

28000余棵树。

走进新村，笔者看到，配套设

施基本完善，300 千瓦的电网正在

架设，4G 网络即将覆盖，村卫生

室、幼儿园也已建成投入使用，防

风的苗木也在村民细心呵护下抽

出了嫩叶新芽。

易地搬迁，不仅要搬得出，还

要稳得住、能脱贫。塔县在祖国最

西陲，位置偏远既是劣势，也可以

转化为优势。

中巴国际公路，又称喀喇昆仑

公路，穿城而过，成为塔县借助“一

带一路”发展外向经济的有力纽

带。边民互市的运营，也有效补充

了边民收入。

对口援建，更为塔县发展增添

了后劲。仅这两年，深圳市就累计

投入资金 3.9 亿元，塔县人民医院

创建二甲、深塔中学、光伏扶贫、

“深圳新村”“千头种畜引进”等项

目落地，支援塔县逐一兑现脱贫摘

帽“急需单”。

在新疆旅游升温的背景下，来

塔县旅游的人数也开始出现“井喷

式”增长。

“我们在高原上‘缺氧但不缺

精神’。”在塔县一干就是 20 年的

县扶贫办党组副书记、主任艾尔

肯·玉赛因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整个塔吉克族千年的期盼一定

能实现，而且很快就会实现！

（新华社 白佳丽 刘红霞）

成华区加快
“教育强区”建设

本报讯（李尚维）9月 9日，四川省成都市

成华区召开全区教育大会，表彰了在教育实

践中表现突出的正高级教师、十佳模范教师、

十佳青年教师、十佳班主任，总结分析当前全

区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部署今后

一段时期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和

行动路线。

笔者从大会上获悉，为破解当前教育事

业发展中的瓶颈和突出问题，该区结合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和区域实际，在明确近期和中

长期发展目标的基础上，推出了21条教育改

革新举措，涉及人事制度、教育场景、督导考

评、经费保障等多方面的改革创新，其中不乏

建立教师事业编制“周转池”、绘制立德树人

资源地图、多方参与育人场景营造等亮点改

革，着力打好教育改革攻坚战。

下一步，该区还将陆续出台《成华区中小

学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充分调动各

方资源和能量，加快建设教育强区，为高质量

建设“天府成都·文旅成华”和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示范区提供教育服务保障。

今年中秋月
系年中“最小满月”

新华社天津 9 月 10 日电（记者

周润健）一年中秋至，又见圆月时。今

年的中秋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六

圆”。天文专家介绍，受月球与地球之

间的距离影响，14日的最圆月（也称

“满月”）是今年内的“最小满月”，娇

小玲珑惹人爱。

月球在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转动，

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恒定。据计算，

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约 38.4

万公里，最近约 35.6 万公里，最远约

40.6 万公里。由于月地距离不一样，

地球上人们眼中的月亮也就有了大

小之分，“大月亮”和“小月亮”两者视

直径相差八分之一。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根据天文精确

测算，今年的中秋月最圆时刻出现在

14日 12时 33分。由于月亮绕地球的

轨道是椭圆的，因此每绕一周都各有

一次远地点和近地点。本月月亮过远

地点的时间为13日 21时 32分，此时

月地之间的距离约40.6万公里，是全

年当中月球距离地球最远的一刻，此

时月亮的视直径最小。因此，今年的

中秋月比其他年份的中秋月看上去

明显“瘦身”一些。

史志成表示，虽然今年的中秋月

偏“小”一些，但不会影响到人们的赏

月之情，相反由于娇小玲珑，看上去

反而更加迷人，惹人怜爱。

四川公安举行
全省特警
应急拉动誓师大会

本报讯（张远正）为坚决打赢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攻坚

仗，进一步凝聚警心、鼓舞士气，激发

斗志、练兵备战，切实履行新时代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

责任使命，9月 5日，四川省公安机关

“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庆”特警应急

拉动誓师大会在省公安厅战训基地

举行。

上午10时，应急拉动誓师大会正

式开始。来自全省 21 个市（州）公安

局的2142名特巡警队员组成的95步

枪方队、97防暴枪方队、铁盾牌方队

三个方队精神抖擞地入场集结，由剑

齿虎装甲车、攀登突击车等 28 辆特

种车和 50辆特警警用摩托车组成的

车辆方队气势如虹地依次集结，乐山

市特巡警支队负责人作誓师表态发

言并带领全体人员宣誓，充分展现了

全省公安民警坚定的忠诚担当、昂扬

的精神风貌、精湛的实战技能和必胜

的决心信心。

四川省将开展850余场
群众文化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青）9 月 9日，记

者从四川省文化与旅游厅获悉，在中

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四川省将开

展 2019“万人赏月诵中秋”群众文化

活动，这也是四川省首次整体推动中

秋节群众文化活动开展。

根据活动安排，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厅、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将于 9

月 13 日共同举办全省集中展演活

动。主会场设在崇州市，同时在绵阳

江油、宜宾长宁、广安岳池、凉山西

昌、甘孜泸定、阿坝汶川各设 1 个分

会场，围绕李白故里呤古诗、天府旅

游名县灾后仍然美丽、农民新村过中

秋、藏羌彝汉民族团结、脱贫新景象

等主题，通过录播或连线主会场方

式，形成全省联动势态。在主会场，还

将配套开展与中秋相关的非遗项目、

传统习俗、文创产品的集中展示及

“崇州市唐人街民俗文化风情街”开

街仪式、第二届全球唐人街“一带一

路”发展会议和香港“新华全球购”崇

州旗舰店开业等活动。此外，中秋节

前后，四川省各地还将组织开展各类

群众文化活动850余场次。

山东实施流程再造推进
“一窗受理·一次办好”

新华社济南 9 月 10 日电（记者

袁军宝）山东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实施流程再造推进“一窗受理·

一次办好”改革的十条意见》，提出推

进“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革，加快

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业务流程革命性

再造，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造“审批

事项少、办事效率高、服务质量优、群

众获得感强”的一流营商环境。

山东省提出，将优化机关内部工

作流程，明确牵头处（科）室，实行

“一口对外”，限时办结，提高审批服

务效率。通过提前服务、容缺受理、

数据共享、材料互认等方式，打破部

门边界，构建跨部门横向连通的审批

服务流程；建立跨层级纵向联动的服

务模式，对重要事项、重点项目实行

集中办公、上下协同、专班推进，改

“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

山东将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完

善“一网通办”信息支撑。其中，将建

设山东“一网通办”总门户，2019 年

10月底前，完善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

服务平台身份认证、客服咨询、公共

支付、物流快递等基础服务功能，实

施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出入口向统一

平台集中工程，实现事项受理、审查、

决定、收费、咨询等全流程在线办理。

在企业开办时间等方面，山东将

进一步提速。山东省提出，2019年 12

月底前，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2个

工作日内；加快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确保全过程审批时间控制在

100个工作日以内。

此外，为强化各部门监督考评，

山东将在 2019年 12月底前，建立事

项、渠道、部门全覆盖的政务服务

“好差评”制度，对在“放管服”改革

考核评估、营商环境评价中排名靠后

的市和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进

行约谈。

新华社郑州 9 月 10 日电（记

者 孙清清）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中秋小

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从 9 月 12 日

起至 9 月 15 日止，共计 4 天，该公

司预计发送旅客 182.4 万人次，同

比增长8.9%。

假期期间，该公司管内各大火

车站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探亲流和

中短途旅游流为主，直通客流主要

发往北京、上海、广州、兰州等方

向，管内客流主要往返于省内郑

州、新乡、安阳、焦作、开封、商丘、

洛阳、三门峡等旅游城市。

针对部分热门旅游城市客流量

较大的出行需求，该集团公司增开

旅客列车57对，其中直通旅客列车

14对，管内旅客列车43对。9月 12

日，该公司加开北京西～深圳北

D901/2 次、D903/4 次、D927/8 次；

北京西-珠海D923/4 次；北京西-

昆明南（贵阳北）D393/40次等 5对

高铁动卧列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

个性化出行需求。

中秋小长假郑州铁路增开旅客列车57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