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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考上内地西藏
班，走出大山，意味着一个孩
子乃至一个家庭命运的改变。
但没有好老师，则带不出好学
生，留住老师，也需要合适的
激励机制。在中山援藏工作组
的推动下，设立了中山市社会
捐赠教育教学奖励基金，促进
工布江达县教师专业发展和
教学创新。2017年以来，县教
育系统共接收中山市火炬职
业技术学院援藏资金 40 万
元，同时，通过镇区对口帮扶、
社会力量捐赠等在乡小学设
立奖教基金，以奖促教，提高
了教改的积极性，教师队伍的
稳定性大大提高。2017 年全
县教育科研立项数量跃居林
芝市 7 县区首位；中、小学教
师教学大赛均首次斩获自治
区一等奖，居 7县区第一。

2017年，中山市三角镇一
家企业到工布江达县考察后，
主动提出每年拿出 10万元设
立春晖教师专业发展基金，援
藏工作组把这笔基金放在了
本县“又偏又远又高又冷”的
娘蒲乡小学。基金的激励作用
很快凸显。去年，娘蒲乡小学
格桑塔青考上了内地西藏班，
成为该校建校 23年以来的第
一个。这让索朗平措和其他老
师不禁泪流满面。这是他从三
年级开始带的学生，两人情同
父子。去年，他和其他三位任
课老师每人获得了 1.5万元的
奖励。“我们的付出得到了肯
定，这极大提高了老师抓教学
的积极性。”索朗平措说，这两
年学校老师基本没有流动，大
家教学的积极性更强了，今
年，娘蒲乡小学又有 3 人上
线，学校老师和当地农牧民更
加振奋。

今年工布江达县再创佳

绩，其中加兴乡和错高乡均实
现建校以来考取内地西藏班
零的突破。

不仅如此，现在在当地老
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工布江
达县的孩子如今有了“两条
腿”可以“走”进西藏班，“一条
腿”是考取计划内西藏班，还
有“一条腿”就是中山教育援
藏工作的创新——内地西藏
班计划外借读机制。

当初在实验中学看到的
那一幕深深触动了刘岩，回到
工布江达县后，经过援藏工
作组讨论，并多次向粤藏各
级教育部门反映、协调和推
动，打通和破解了经费、安
全、管理等问题。2017 年 6
月，《工布江达县委托中山
市培养初中学生协议》完成
签约，自 2017 年起，每年将
有计划外 5 名县优秀生到中
山市西藏班借读。

靳婉悦就是第一批享受
这一政策的 5名学生之一，妈
妈胡绍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得知孩子能有机会去中山
上学，非常地激动，中山的学
习不仅丰富了知识而且开阔
了眼界，如今看到孩子变得自
立又开朗非常欣慰，“中山的
好政策改变了孩子的未来，真
心感谢中山市”。

教育实现跨步发展极大
提振了全县干群对教育发展
的信心，刘岩也感受了变化，

“目前已明显感受生源在回
流，已经有干部群众把孩子
从外地转入本县就读，教师
队伍也逐步稳定下来了”。这
一做法也得到了全国援藏总
领队郭强的充分肯定，并要
求广东各援藏工作组借鉴推
广这一聚人心、促团结的创
新举措。

根据方案，有兴趣参加夏令（培训）营的“小候鸟”父母，
即日起可以通过网络报名，并于7月14日上午8：00—8：30
日，携带学生及父母的户口本复印件，父母的中山居住证复
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到体育节开幕式现场进行确认，逾期将
取消入营资格并替补新学员入营。

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 通讯员 刘洪希
蔡绮华）日前，公安部交管局在浙江宁波
召开的“深化公安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
现场推进会”，会上中山车管所获评“全国
一等车辆管理所”。市公安交警支队副支
队长朱莉参会并代表支队领取了“优秀车
辆管理所”奖牌。

据统计，截至 2018年 6月，中山机动车
保有量超过 134 万辆，机动车驾驶人超过
149 万人，且每年均以超过 12%的速度递
增，每年的机动车、驾驶人等相关业务量超
过 200多万宗。而从 2006年起，市公安交警
支队车管所连续 10年被评为“全国二等车
管所”。今年 4月 10日至 11日，公安部全国
一等车管所考评组专家一行到中山检查验
收全国一等车管所。在 55个全国一等车管
所中，中山总排名第七，在地级市中名列第
一，实现了广东省一等车管所零的突破和
中山车管工作跨越式的发展。

近日，西区烟洲社区组织全体居民代表
在中山青年社会创新园开展了“学讲话·讲
故事·谈感受”百姓宣讲活动。本次活动邀请
了2017年中山好人廖苑兰作宣讲，全体社区

“两委”及居民代表参加了此次宣讲活动。
在宣讲活动上，廖苑兰紧紧围绕十九大

报告重要讲话精神，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进行了深入宣讲。

廖苑兰表示，作为一名志愿者，应该关
心国家大事，要深刻感受国家的强大。在
2017年廖苑兰参与组织成立西区烟洲社区
翠景湾志愿服务小分队，小分队秉承“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宗旨。在社区的指导下，
翠景志愿服务小分队管理不断完善，协助社
区参与到小区的管理中。组建志愿小分队使
廖苑兰更直接地体会到共建共享共治的社
会治理格局，并更有信心把居住的小区建成
美丽的家园。

残疾人有津贴
还有望获补贴

护理或生活补贴每月157.5
元-210元，补贴人员名单正在公示

本报讯（记者 陈健儿）近日，市民政局
网站公示的中山市残疾人两项补贴人员名
单上，逾万人次残疾人将获每月 157.5元至
210元不等的护理补贴或生活补贴。

从公示名单上看，这逾万残疾人中包括
不同等级的听力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
言语残疾、肢体残疾等残疾人。像一级听力
残疾的冯女士，获每月210元的护理补贴，四
级精神残疾的陈先生，获每月 157.50元的生
活补贴。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主要补助残疾人
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开支。对象为低保家
庭内的残疾人、低保家庭外无固定收入的智
力、肢体、精神、盲视力重度残疾人等。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残疾人
因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长期照
护是指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和照护
服务支出持续 6 个月以上时间。对象为残
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
的重度残疾人。

据统计，目前我市 2万多残疾人申办残
疾人证，而申请补贴均需要残疾人证。市残
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部分残疾人属于
重度残疾且家庭贫困，那其既可以申请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也可以申请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中山申请护理补贴大概有 7000
多人，而属于双低家庭，申领生活补贴的大
概有 3000 多人。目前除了这两项补贴外，
残疾人还可以申领不少 100元/月的残疾津
贴，最高200元。

我市各镇区积极开
展“学讲话、讲故事、谈感
受”百姓宣讲活动

通过“小故事”
讲述“大道理”

石岐区

近日，石岐区在中山漫画馆一楼展厅，
组织开展了“学讲话、讲故事、谈感受”百姓
宣讲活动。石岐区党工委委员何健冰、区机
关部门代表、区属中小学代表、社区居委会
代表，以及区公安分局、苏华赞医院代表共
150余人参加。

石岐司法所的党员干部代表钟莉，分享
了日常调解工作中的所见所闻；石岐中学的
教师代表萧嘉铭讲述了生活和工作上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宣讲团代表高松
解读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区宣讲团代表李燕
珍通过“强化使命担当”、“当好群众“领头
雁”、“当好学习宣传员”三个方面畅谈了自
身的人生经历和感受。

本次宣讲活动通过“小故事”讲述“大道
理”，进一步推进理论宣讲大众化和通俗化，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该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西区

中山高位谋划
创新举措援藏，推动
工布江达县教育实
现跨越式发展

教育后进县逆袭
高原学子终圆梦

■开栏语：6月的工布江达县已进入夏天，举目望去，蓝天白云、漫山葱郁。在西藏林芝市这座海拔
最高的县城（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中山市首次牵头对口支援工布江达县已达两年。两年里，在中山市
委、市政府和人民“大后方”的支持下，中山援藏工作组从当地的迫切需求出发，克服重重困难，推动工布
江达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推动援藏项目顺利有序推进，赢得了本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称赞。从今
天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高原红 中山情》，展现中山人给雪域高原上这座县城带来的变化。

6月29日，中山援藏干部、工布江达县教育局副局长刘岩的

手机收到同事发来的喜报：今年工布江达县内地西藏班初中班

招生考试上线人数41人，录取人数35人，列林芝市1区6县第

一。除计划内35个被录取的孩子，再加上中山援藏工作组积极

争取的5个计划外内地班借读生名额，意味着今年将有40个孩

子走出大山，带着家人的期望，开始不同的人生。

这种质的飞跃，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2017年以前，工布江达县教育质量排名长期在林芝市最

末，中山对口支援后，把教育援藏作为回应当地百姓期盼、改善

民生的重要内容，高位谋划，创新模式，短短两年便取得了显著

成绩，这项排名从2016排名倒数升至2017年第三，到今年排名

第一，真真切切增强了受援地百姓的获得感。

2016年 7月，对于刚进
入工布江达县任职教育局
副局长的刘岩来说，看到本
地教育现状只让他想到两
个字：差距。

“差距”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方面当地干部群众对
教育发展的信心弱，当地农
牧民和干部群众对孩子想
上学、上好学的愿望非常强
烈，每年县里开人代会，教
育问题群众呼声最高，但是
现实很“残酷”：从 2014-
2016年的数据看，无论是考
取内地西藏班初中班还是
高中班的数量都在林芝市
排最末。其次，县教育基础
非常薄弱，基层学校校长对
教学质量怎么抓比较模糊，
学校没有科学的发展规划、
有效的管理制度，优质生源

流失较为严重。还有一个突
出问题：教师队伍流失率居
高不下，有的乡小学两年时
间教师流失了一大半。

这种情况对于娘蒲乡
小学副校长索朗平措来说
再熟悉不过。他2012年来到
这所小学时，学校 6个年级
只有 8个老师，自己同时带
两门主课，有一年带了三门
主课和一门副课；老师大多
专业不对口，比如有的老师
学的是畜牧业专业，到了学
校之后再根据情况安排。

“老师的流动性对教学影响
很大。”回想当初，索朗平措
直摇头，牧区的孩子基础都
比较薄弱，老师难以获得教
学成就感；学校条件差，老
师除了日常教学外还要管
理孩子睡觉、洗澡、洗头、洗

衣，有时候教学楼唯一的旱
厕堵了，男老师还要去通厕
所。在这种环境下，老师来
了都设法走了，一两年里走
了一大半，像他算是在学校
呆得最久的老师了。

刘岩也很感慨，2016
年，全县约1000名小学毕业
生，有 300多人参加内地西
藏班考试，上线只有 13个，
远低于西藏自治区的平均
上线率。2016年下半年，刘
岩到中山市实验中学西藏
班看望林芝市籍的初一新
生，当他看到12个学生中有
11个来自林芝市第二小学，
没有一个来自工布江达县
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
这个高原大县的孩子不能
更多地走出大山，我们的教
育援藏工作就没做好”。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摆
在肩头的责任重如千钧。

经过多次走访和调研，
工作组认为当务之急是要
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中心，
要在短期内下足气力把升
学率提上来。根据当地实
际，中山援藏工作组提出了

“内升外撑”的总体思路，
“内升”即通过任职工作来
引领和推动教育系统发生
变化；“外撑”即利用中山
的优质资源扶持带动、支撑
工布江达县教育事业发展。

在刘岩的主持下，工布
江达县教育局编制了《工布
江达县义务教育质量发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7-
2020）》，从五大方面，分 7
大重点项目，32 项基本任
务，聚焦学习能力、教师发

展、学校发展竞争力提升。
“这是本县首部针对教育质
量提升制定的计划，把中山
基础教育的先进理念带了
进来。”县教育局局长王静
对此评价。目前，32项基本
任务已有 70%左右启动，学
校自主办学的意识越来越
强，教师的课改意识进一步
提升。

同时，中山援藏工作组
“借力打力”，注重把中山优
质的教育资源与工布江达
县对接。在中山市委、市政
府的支持下，工作组推动两
地教体局签订《“10+10”校
际帮扶协议》，优选中山市
10所龙头学校与工布江达
县全部 10 所中小学结对，
实施“1+N”（1 所学校牵
头，联合 N 所学校、家长、

企业）全面援教模式。提出
了名师支教、空中课堂、精
准培优、教学资源线上共享
等举措，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中山课程资源库和电子
期刊资源库对工布江达县
所有学校免费开放。目前首
批四校（中山市实验中学—
县中学，中山市石岐中心小
学—县小学）“远程教研同
步”和“空中课堂”试点已成
功运行。

效果在 2017 年已经显
现，2018年，工布江达县西藏
内地班初中班上线人数 41
人，比 2017 年 27 人比增
51.9%；录取人数 35 人，比
2017年26人比增34.6%。3年
里，排名从全市倒数跃居县
区第一。数字背后，是更多的
孩子圆了走出大山的梦。

文/本报特派记者 黄启艳 图/张涛

高原大县的孩子走不出大山

“内升外撑”为藏区孩子筑梦未来

这里的孩子
有了“两条腿”进西藏班

2018年中山市“小候鸟”缤纷暑假体育节下周六开幕

6大夏令营让“小候鸟”感受城市温度
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 通讯

员 严庆中）让来中山团聚的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过上一个快乐、健
康、安全的暑假，是市委市政府关
心的一件大事。按市委市政府部
署，市教体局将于 7月 14日正式
启动 2018 年中山市“小候鸟”缤
纷暑假体育节。昨日，市教体局
正式下发《2018 年中山市“小候
鸟”缤纷暑假体育节活动方案》，
要求各镇区根据方案大力开展辖
区内体育节活动，积极组织、选拨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暑期来中山
团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参加体
育节活动。

据悉，体育节将于7月14日在
兴中体育馆正式开幕，开幕式后
还将同时举办趣味游园活动。体
育节期间，我市将举办市级羽毛
球、象棋、国际象棋和乒乓球赛比
赛，并发动各镇区在辖区内开展
各类型体育活动或比赛。

此外，从7月9日至8月31日，
我市市属体育场馆将对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免费开放，紫马岭全民
健身广场游泳池和市体校人民
游泳池将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低收费，也要求各镇区体育场馆
免费或低收费向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开放，鼓励有条件的民办学校
向本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免费开
放体育场馆。

体育节期间，我市6大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夏令（培训）营将针对
暑期来中山与父母团聚的“小候
鸟”，提供960个全免费名额。

市教体局副局长李良表示，
希望通过体育节系列活动，让“小
候鸟”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
意义的暑期，让他们感受到中山
这座城市的博爱、温暖和文明，让

“小候鸟”在中山更加快乐幸福，
“我们也能感到工作有成就感，内
心同样是温暖的。”

报
名
方
式

我市6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夏令（培训）营活动

●中山市侨中省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夏令营，时间为 7 月 19—25 日，总人数 160
人，提供住宿；

●中山市纪中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夏令营，第一期时间7月22—28日，第二
期时间 7 月 29 日—8 月 4 日，每期 90 人，共
180人，提供住宿；

●中山市一中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夏令营，第一期 7 月 22—28 日，第二期 7
月 29 日—8 月 4 日，第一期 120 人，第二期
180人，共300人，提供住宿；

●中山市实中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夏令营，时间7月24—30日，人数160人，
提供住宿；

●中山市实小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夏令营，时间7月29日—8月4日，人数60
人，不提供住宿；

●中山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游泳培训营，
第一期7月9日-7月18日，第二期7月21日-7
月30日，第三期8月2日-8月11日，第四期8月
14日-8月23日，总人数100人，不提供住宿。

每到课间操时间，娘蒲乡小学的学生都会跳藏族传统舞蹈——锅庄。

中山车管所获评
“全国一等车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