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般的“沙漠勇士”

五十岁时，一腔孤勇，毅然踏上援疆路

二十岁时，满腔热情，在乡村小学精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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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短新闻

长城融媒

9月7日，石家庄市教育局组织开展2019年“城

市文明大行动 党员干部做先锋”党员志愿服务日

活动，志愿者们以各种形式的服务活动庆祝自己的

节日。图为石家庄市民为志愿服务点赞。

记者 张晓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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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焦俊娥从新

疆回家探亲，她的大女儿今

年刚刚大学毕业，找了一份

工作，本来女儿25号报道，还

想着给孩子安顿一下，结果她

23号就不得不赶回新疆。儿

子今年参加高考，成绩不太理

想，打算复读一年。这些都是

她远在千里之外的牵挂。

“真是不后悔，来这之

后，当地的老师身上那股踏

实劲儿，那股干劲儿，让我学

到很多，当地的风土人情，朴

实的民风也让我开阔了视

野，吃多少苦也值了！”焦老

师爽朗的回答让一切都变得

充满意义。

焦俊娥是千万援疆老师

中普通的一员，千万人中的

缩影之一。而她的特别之

处，就在于多了一份坚守和

执着，一份接近“疯狂”的热

情，一份甘做茫茫瀚海沙漠

胡杨的决心。

本报讯（记者张笑宇）近日，河北与北京两地住房

公积金管理部门建立京冀两地住房公积金信息协查机

制，为京冀职工提供便捷服务，共同防范跨省异地购房

提取、贷款业务风险，防控违规提取、骗提骗贷等行为。

河北与北京两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分别明确了

异地信息协查工作联络员负责协查工作，双方相互交

换，建立京冀两地稳定的工作联系机制。京冀两地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提取、贷款业务审核时，核查申

请人在对方异地房产交易、不动产登记、户籍、婚姻登

记等相关信息，可直接商请对方异地信息产生地管理

中心协助代为核查，并反馈结果。

本报讯（记者张晓明）为积

极推进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全

覆盖，完善校内课后服务各项工

作机制，提高校内课后服务水

平，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

《石家庄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

好2019年秋季学期小学生校内

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规

定，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自

2019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

行，二至六年级学生课后服务要

于9月3日前开始实施；对一年

级新生，各小学要利用开学后一

周的时间，完成需求摸底、家长

申请、签订协议、公示名单等各

项工作，最晚于9月9日前开展

课后服务。

据了解，课后服务坚持免费

自愿原则。小学生校内课后服

务是在学生家长自愿申请的基

础上，由学校对家长不能按时接

送的在校学生进行校内课后看

护。所需经费全部由财政负担，

不再向学生家长收取费用。校

内课后服务的实施主体是学校，

学生是否参加校内课后服务，由

学生家长自愿选择。

课后服务对象。小学阶段

家长不能按时接送的在校学生，

优先保障双职工家庭子女、残疾

儿童、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

亟需服务群体。

课后服务时间。一般为周

一至周五（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

除外）中午饭后至下午上学前、

下午放学后至18∶00前两个时

段。具体服务时间由县（市、区）

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自

行规定。

课后服务内容。主要是安

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参与

各种兴趣小组或音体美劳活动，

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对学

习有困难的学生加强帮扶，对学

习有余力的学生给予指导，但严

禁将校内课后服务变为集体教

学或集体补课。

课后服务方式。有校内课

后服务需求的学生家长依照学

校相关规定自愿提出申请，经

学校审核后统筹安排、统一组

织。学校是开展校内课后服务

工作的主体，也可动员社区、志

愿者团体等公益组织力量，到

校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具体活

动安排由学校负责。校内课后

服务原则上以一学期为相对固

定期。

课后服务人员。以学校在

职教职工为主，鼓励教职工发挥

爱好特长、跨学科指导学生。同

时欢迎广大学生家长、社区志愿

者、五老志愿者、高校优秀学生、

退休教师、文体工作者、民间艺

人、能工巧匠、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等社会各界热心人士，为

学生提供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

提升校内课后服务能力。

通知要求，学校要把学生安

全管理放在做好校内课后服务

的首位，建立完善校内课后服务

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并落实严格

的考勤、监管、交接班制度和应

急预案措施，切实消除在场地、

设施设备、消防、安全保卫等方

面的安全隐患，确保学生人身安

全。选择校内课后服务的家长

可自愿为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

投保意外伤害险。

9月 8日，“中国地质

公园”宣传活动开幕式在

北京世园会举行。开幕式

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

织验收并正式命名了7处

国家地质公园和1处国家

矿山公园。其中，河北任

丘华北油田国家矿山公园

榜上有名。我省还有很多

处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矿

山公园，一起了解下吧！

9月9日，著名导演陈力携电影《古田军号》的部

分演员做客长城新媒体直播间。长城新媒体AI实验

室利用大数据技术制作

的影评词云图，在直播现

场对电影的受众反馈进

行了实力解析。影评大

数据图是通过词云、大数

据，就大众在豆瓣、猫眼

等平台对《古田军号》的

评论留言，从全网抓取

14379条后进行智能数据

分析，自动生成。

本报讯（记者刘澜澜 通讯员郭迎春）受冷空气影

响，9月9日傍晚到9月10日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

降雨。省气象台预报，本次降雨过程后，12日夜间到13

日白天全省还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13日夜间雨停

转晴，有望见到明月。受降雨影响，近日天气较为凉

爽。14日、15日天气以晴为主，利于假日出行。

据9月9日16时至9月10日16时统计，降雨区平

均降雨量为12.7毫米，25毫米（大雨）以上降雨主要出

现在张家口大部、承德中西部、保定大部、廊坊北部、石

家庄大部等地，有148个雨量站降雨量达到或超过50

毫米（暴雨），保定、石家庄、邢台、张家口有13个雨量站

降雨量达到或超过100毫米（大暴雨）。

□见习记者 李梦颖

京冀建立住房公积金
异地信息协查机制

未来三天仍有降雨
中秋有望看见明月

长城新媒体大数据技术实力解析
《古田军号》就是这么圈粉！

我省又增一处“国字号”公园
你打卡过几个？

石家庄市实施小学生免费校内课后服务
严禁将校内课后服务变为集体教学或集体补课

日前，在教育部
公布的2019年全国优
秀教师公示名单中，

我省有这样一位教师上榜：虽
已从教三十余年，斩获荣誉万
千，该到了修身养性的年纪，
却打破常规，走上了援疆之
路。她，就是焦俊娥。

焦俊娥是大城县平舒镇童

子中心小学的一名乡村女教

师。1987 年大专毕业后，她就

开始了在乡村小学的执教生

涯。开始任教时，学校是由废

弃的工厂改建的，几间平房，到

处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

堪。刚迈进这一行的她激情满

满，结婚时学校给安排了两间

宿舍，收拾收拾就和爱人一起

住下了。

“那个时候放学后 ，学生们

都不走，围着我问问题。”讲起当

年的情景，焦俊娥依然历历在

目。从教30多年，她一直战斗在

教学第一线，连年受到县政府嘉

奖，在乡村基础教育的热土结出

了累累硕果。

朴实无华，踏踏实实，是她对

自己的评价。“我的性格就是干什

么事都很踏实，一辈子没有干过

轰轰烈烈的大事，就这样平平凡

凡的，但一辈子踏踏实实。”就是

这样一位踏实的老师，却在五十

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外人看来并

不“踏实”的决定。

五十知天命，对于别人来说，

五十岁是一个本应颐养天年的年

龄。而在2018年，五十岁的焦俊

娥却踏上了援疆之路，这在外人

看来非常不可思议。其实，这个

决定对于上有七十多岁的老人，

下有马上要参加高考的儿子的她

来说，决心也不是那么容易下

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职业的

认同感也越来越高，五十岁的她

似乎进入了瓶颈期。她在一份自

荐材料中这样写道，“我五十多岁

了，很多人说我老了，但是我不

服，我觉得我还有价值。”这句话

仿佛又让大家看到了年轻时那个

一腔热血的她。“我当时真的是下

了死的决心。”一句看似玩笑的真

心话背后包含的坚定与热情可想

而知。

2018年8月，焦俊娥和廊坊

援疆教师一行踏上援疆之路，坐

飞机飞行5000多公里，来到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最艰苦、最

边远的37团中学，这所位于昆仑

山脚下，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

的学校。这里是为落实中央关于

兵团向南发展决策新开垦的一片

绿洲。周围都是连片的沙漠，一

年沙尘天气有200多天，有时沙

尘暴漫天而来，室内能见度不到

2米，到处是呛人的土味。更没

想到的是，当地的气候环境很快

给她来了个下马威。由于不适应

极度干燥的环境，她得了很严重

的咽喉炎，嘴唇起泡，如今时隔一

年，说话的嗓音仍然是沙哑的。

“没有一个孩子的
人生应该被黄沙淹没”

“没有荒凉的人生，只有

荒凉的沙漠。”“征战死亡之

海。”初到新疆，看到这样的

标语，燃起了她所有的雄心

壮志。走进37团学校时，焦

俊娥看到的是崭新的教学楼

和标准的足球场、塑胶跑

道。然而，进一步了解才知

道，和这标准的硬件设施不

匹配的是师资力量严重不

足，原因是每年分来的支教

教师由于这里自然环境过于

恶劣都走掉了。

偌大一个九年制学校仅

有十多名老师。她毅然接过

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人当

两人用，一个人担任二、三两

个年级数学教学工作，还分担

了一、二年级的综合科教学任

务，并积极给当地老师上示范

课，把河北的教学理念和当地

的教育现状相融合。“我自己

一个人在这边，周六日也没什

么事，哪个学生的知识点薄弱

就帮他找点试题来练习，或者

在宿舍里给他们辅导功课。”

焦俊娥告诉记者。

这里的工作量比在廊坊

时大得多，当地校长了解到

焦俊娥的情况后找她谈话

说：“你岁数大了，不行给你

调个岗位吧。”“大家都挺累

的，况且来了这就是干事

的。”她谢绝了校长的好意。

经过一年的努力，她适应了

极度干燥的自然环境，虽然

咽喉炎没能好转，但学生们

的进步却非常可观。由刚接

手时的平均分不到50分，提

高到80多分，在片赛中名列

前茅。

焦俊娥和廊坊支教团队

的另外九名老师建了一个微

信群，起名为“沙漠勇士”。

刚到学校时，学校食堂还没

有建成，当地用燃气要到好

几公里外的公安局去领取燃

气卡，于是大家就用四口电

锅一起做饭。一行十人，她

岁数最大，当仁不让，就成了

大家的“后勤部长”，组织大

家分组做饭轮流值日，操持

大家的生活起居。她爱做面

食，经常蒸一些馒头、花卷之

类的和大家一起吃。还经常

细心提醒那些不拘小节的男

同事多注意防风、防沙和防

晒，帮他们挑防晒衣、防晒

霜、帽子、口罩等日常用品。

“我们这几个人成了无话不

说兄弟姐妹，就跟一家人一

样。”毋庸置疑，她就是这个

大家庭的“主心骨”。

在工作之余，她经常走进

学生家，去了解当地人的生

活、风土人情和学生的家庭情

况。她发现这些学生很多都

是跟随祖辈从甘肃、河南搬迁

过来的，每个家庭都有不同

的困难。薛浩文同学，因父

母离异一个人和父亲生活，

而父亲工作太忙，十岁的孩

子经常一个人在家，没人做

饭，更没人辅导功课，从那以

后她就经常到家帮他做饭，

辅导功课，也经常单独辅导

他；冯炯堃的父母都在外地

工作，和奶奶生活，她就经常

为冯炯堃补习功课，还和他奶

奶交上了朋友，老人经常做

了好吃的饭菜给她们送去。

在这里，焦俊娥和学生、家长

都成了真诚的朋友。

（上接第一版）全面提升各级各

类教育发展质量和水平。针对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

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

的特点和现状，分类指导，精准

施策，切实解决好总量不够、质

量不高、师资不足、布局不合理、

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创新体

制机制，改进方式方法，全面推

动我省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五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教师人

才队伍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尊师

重教的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要把教育摆上重

要日程，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人才培育引进力度，引导全

社会尊师重教、感念师恩，切实

为教师排忧解难办实事，让广大

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

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为

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上接第一版）关心教育的真挚

情怀。许勤指出，职业教育是

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职业院校教师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要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做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创

新职业教育模式，与企业、市场

深度融合，与我省庞大的制造

业结合，与国际一流职业院校

合作，共享资源、共赢发展。要

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的办学方向，精准对接我省加

快转型升级、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的发展需求，培养更多适应

高质量发展的专业技术人才、

紧缺行业人才，为实现制造强

国目标作出河北贡献。

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

加慰问。

教育报国守初心 立德树人担使命
争 做 新 时 代“ 四 有 ”好 老 师

来新疆从不后悔，吃多少苦都值得

课堂上的焦俊娥课堂上的焦俊娥。。

焦俊娥在备课中焦俊娥在备课中。。

廊坊援疆教师合影廊坊援疆教师合影。。

焦俊娥到学生家里家访焦俊娥到学生家里家访。。

焦俊娥：做援疆的“沙漠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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