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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突出家庭教育，完善学校、幼儿园
的教育、保育职责；增设“网络保护”专
章，努力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线上线下全
方位保护；增设“政府保护”专章，细化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表决通过，为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未成年人保护
领域最重要的一部法律，实施近 30 年
来，在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
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成
年人保护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
切需要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全面修
订。比如，有的监护人存在监护不力
甚至监护侵害情况；有的地方校园安
全和学生欺凌问题频发；个别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从业人员伤害未
成年人问题时有发生；一些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特别是网络游戏问题较为严
重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正是
要回应社会关切、关注堵点痛点、满足
群众需求，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和合法权益。

“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
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
法打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各种措施营造
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
环境。从出台《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
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不断完善的法律、政策和举措加大
了对少年儿童的保障力度，少年儿童健
康成长的“保护伞”进一步撑牢。打开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处处体现着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关爱。比如，新增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监护人
对未成年人的看护责任和具体要求，明
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预防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有关义务，明确了学校、幼儿园
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的工
作制度，明确了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
能履行监护职责时由国家承担监护职
责，等等。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立法修法已经迈出良法善治的第一
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执法等工
作需要紧密开展起来。家庭是未成年
人最先开始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未成
年人的监护人必须明确和履行好各项
家庭监护职责，创造良好、和睦、文明
的家庭环境。学校是未成年人成长过
程中至关重要的场所，必须从“教书育
人”方面落实教育、保育职责，从“安全
保障”方面强化校园安全的保障机制
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置措施。社会环境
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大背景大环境，全
社会应当树立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
良好风尚，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
的合法权益。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承担着法定
职责，必须落实好保障未成年人受教
育的权利、保障校园安全、完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等方面职责。公检法机关
也需要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人
员，负责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
来。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为契机，加
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宣传教育，增
强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这部充满智慧和关怀的法律一定能
守护好民族的未来，为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石河子12月1日讯（通讯员 蒋
辉 周国福） 11月30日早上，八师石
河子总场第一小学书声琅琅。今年秋
季，八师石河子市教育局撤销了石河
子第五小学，将其并入石河子总场第
一小学，学生们享受到了更为优质的
教育资源。

据了解，八师石河子市教育局按
照“社区设小学、区域设初中、城市设
高中”的原则，计划从2020年开始到
2025年，重新规划整合辖区内所有中
小学校，中小学校数量由61所整合为
52所，义务教育学校由51所整合为
48所，高中学校由10所整合为4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八师
石河子市中小学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
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日益显现，与广
大职工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仍有一
定差距。该师市存在城区义务教育资
源分布不平衡，校际差异大；团场中小
学规模缩小，部分资源闲置；高中教育
集中办学优势不凸显等问题，既不符
合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需要，也不符
合该师市建设区域教育中心的战略目
标要求。进一步科学合理布局优化教
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
平，已成为现阶段该师市教育改革的
重点工作。

2020年7月，为更好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城市总体规划和
团场建设规划以及人口变化的需要，

八师石河子市出台了《第八师石河子
市2020—2025年中小学校布局结构
调整规划方案》。根据规划方案，结合
人口分布情况，该师市教育系统对在
校生不足、班额过小的初中、小学进行
撤并，在市区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
满足学生就近入学的需求。团场学校
加大整合力度，确保一团一校或两校，
最终实现“社区设小学、区域设初中、
城市设高中”的目标，满足职工群众子

女就近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按照规划方案，整合工作在五年

内分五步实施。按照“先建后撤”“先
易后难”的原则，该师市对条件成熟的
城区、团场学校，今年秋季开学即按照
调整计划进行撤并。截至目前，该师
市已撤销、调整规模小、办学条件差的
中小学校10所，撤销3所团场学校高
中部，撤并1所高中，停止1所团场学
校高中部招生、1所民办高中学校招

生，将10所高中学校整合为4所，稳妥
分流安置学生1691人、教师266人。

今年，八师石河子市教育系统持
续倾力做大做强石河子第一中学和石
河子第二中学，启动高中课程改革。
石河子市和石河子第一中学分别作为
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
范区和示范校建设单位双双入选，进
一步推动该师市普通高中实施课程改
革和育人方式改革。

社区设小学 区域设初中 城市设高中

八师石河子市优化配置中小学教育资源

“她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小女孩，不
仅学习成绩好，还经常帮助老师做很
多力所能及的事。”11月23日，五师八
十三团第一中学一年级（2）班班主任
熊燕说，“她还是个心灵手巧的孩子，
亲手制作的小礼物很受同学欢迎。”

熊燕所说的这个小女孩名叫马莎
菲尔。马莎菲尔的家在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精河县托里乡五大队，与八十
三团仅一条马路相隔。2019年9月，
她来到八十三团第一中学读书。

“这几年，八十三团第一中学校园
环境越来越好，教学质量越来越高，团
场群众热情、朴实，把孩子送到团场学
校上学，我们放心。”谈及为何让自己
的孩子在八十三团第一中学读书时，
马莎菲尔的父母这样说。

“李奇炫小学一年级就来到八十八
团学校上学。后来，为了方便孩子上
学，我们还在八十八团租了房子。6年
来，孩子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学习热情，
还获了不少奖。感谢八十八团学校老
师们对孩子的悉心培养。”八十八团学
校学生李奇炫的家长说。

李奇炫家住温泉县，他的父母在
他上小学一年级时就把他送到了八十
八团学校上学。现在，已经上六年级
的李奇炫学习成绩优异，他的父母决

定让他继续在八十八团学校上初中。
近年来，随着兵地教育融合发展

的推进，在八十八团学校就读的温泉
县学生越来越多，人数达340多人，占
该校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地方来的学生在我校上学完

全享受与本团职工子女同等待遇，比
如在住宿生活上，地方来的孩子和本
团学生享受同样标准的生活补助。”八
十八团学校校长柏军说。

近年，五师双河市各学校尤其是
团场学校，努力打造优质校园环境、提

高教学质量、提升办学品位、注重内涵
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地方的学生就
读。据统计，目前五师双河市各中小
学校共有来自地方的学生3200多人。

“谁来回答一下我刚提的问题？”
11月 23日上午，八十六团第一中学
教师康军正在上公开课，听课的除了
学生，还有来自博乐市第六中学的教
师。这是八十六团第一中学与博乐
市第六中学开展的兵地教师手拉手
教研活动中的一幕。近年来，该校积
极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与地方学
校开展联合教研活动，在合作共享的
理念融合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近年，五师双河市积极推进兵地
教育融合发展，在队伍建设、校园文
化、教学教研、团队活动、后勤管理
等方面积极与博州进行交流，双方相
互促进，实现了教育资源共享。五师
双河市与博州共同编制了《促进兵地
教育资源共享工作实施方案》，建立
了兵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沟通对接
机制，开展兵地学校手拉手结对帮扶
活动。

如今，五师双河市和博州教育融合
发展步伐加快，双方教育协同发展迎来
了新机遇，两地孩子们沐浴在教育均衡
发展的阳光下，健康快乐成长。

“他就像我的叔叔一样，给我鼓励
和支持，使我充满力量。”

“他像一道和煦的阳光，带给我们
温暖。”

“上课时他是我们尊敬的老师，下
课后他是我们信任的朋友。”

……
这些都是二师铁门关市第一中学

八年级学生对全华林的评价。
全华林是铁门关市第一中学物理

老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5年。多年
来，他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工作，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他先后获得全国

“青年教师大赛新疆兵团赛区兵团物
理”一等奖、“巴州兵地融合双课堂——
电子书包赛课”一等奖；先后被评为二
师铁门关市“青年教师岗位能手”，铁门
关市第一中学“优秀教师”“优秀班主
任”。2020年，全华林又获得了二师铁
门关市“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全华林深知教育无小事，处处是教
育。“让每一位学生在我的课堂上都有
所收获。”这是全华林追求的目标。他
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心理学，取得了国家
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在教育工
作中，他除了为学生教授课本上的知识
外，还运用心理学相关知识和学生交流
沟通，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

对待学生，全华林从不以成绩定优

劣，而是更加重视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
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使学生“学会做
人”，对每一位学生都给予关注。他的
公平、真诚、无私与爱心，赢得了学生的
钦佩、喜爱与尊重。

“教育根植于爱。作为一名教师，
应该润物细无声般开展好教学工作。
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把他们最闪亮的
一面展现出来，成就更多彩的人生。”全
华林语气坚定地说。

教学之余，全华林经常与同事一
起探讨教学科研方面的问题，反复钻
研新课标，积极参加各级教研活动，
转变教育观念，学习借鉴科学的教学
方法，以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业务
水平。

马钦钦曾经是全华林的学生，在
全华林的教育和培养下，如今马钦钦
也成了铁门关市第一中学的一名教
师。“人生如同一颗珍珠，只有磨砺才
能出彩。作为青年教师，我会继续传
承全老师的精神，甘为人梯、乐于奉
献，努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
师。”马钦钦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是辛
勤的园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多年
来，全华林始终坚守着三尺讲台，辛勤
耕耘，默默奉献。他一直保持着坚定的
信念：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培养出
更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10 月 28 日，石河子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二科
主任张中宏为石河子大学
学生讲述他在抗疫一线的
感人故事。

当日，石河子大学邀请
曾经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
务工作者，为学生上了一
堂生动的思政课。今年年
初，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派出医务人员
参加国家紧急医疗救援队
驰援武汉，张中宏也在其
中 。 在 武 汉 客 厅 方 舱 医
院，不少患者知道张中宏
是呼吸科专家，总会找他
询问自己的病情，张中宏
每次都耐心解答。他还和
一些患者互加微信，方便
大家随时在线咨询。张中

宏的微信名叫“倔强的萝
卜”，熟悉了之后，大家都
亲切地叫他“萝卜医生”。

疫情期间，石河子大学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总护
士长吴勇娟也奋战在抗疫
前线。有时工作忙起来，她
和同事10 多个小时顾不上
吃饭、顾不上喝水。虽然觉
得愧对家庭、愧对亲人，但
吴勇娟知道，作为医务工作
者，他们的坚守能为患者
带来希望。“穿上那身厚重
的防护服，我们就是抗疫
的‘逆行者’、病毒的‘狙击
手’……”吴勇娟说。

思政课堂上，同学们被
他们身上展现的兵团精神
深深感动。

谢开香 摄影报道

全华林：

潜心教学 正心育人

抗疫英雄：

“我把兵团精神讲给你听”

同享一片蓝天 共沐幸福阳光
——五师双河市与地方教育融合发展纪略

用良法善治呵护未成年人
●徐隽

全华林与学生交流谈心（资料图片）。 铁门关市第一中学 提供

1111月月77日日，，石河子石河子
总场第一小学学生在总场第一小学学生在
操场上运动操场上运动。。

。。 宋俊杰宋俊杰 摄摄

●雷蕾 文/图

●彭雪

八十六团第一中学与博乐市第六中学开展兵地学校手拉手共建活动。图为
两校学生参加拔河比赛（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