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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前哨

西华清河驿乡高古洞村小学教师脱岗严重，家长忧心忡忡

这所农村小学为何断了读书声

文/图 □本报记者 翁韬

日前，西华县清河驿乡高古洞村部分
群众向本报反映，该村的小学教师缺岗严
重，已经有十多天没有正常上课，孩子处于
无人管教的放羊状态，令家长们十分担心。

叫不上名字的“新”老师

11月 15日上午 11时左右，记者来到
西华县清河驿乡高古洞小学大门口，只见
已经锈蚀不堪的学校大门紧锁，进入校内
的通道被一堵砖墙封着。隔着栅栏望去，
校园内满地枯枝败叶，一片狼藉，与印象中

干净整洁的校园相去甚远。
当地群众告诉记者，学校的正门属于

危房，已经不能通行，“新”校门在东侧。沿
着围墙绕到学校的东侧，只见学校围墙墙
体坍塌出一个大豁口，“校门”洞开，没有任
何设施，孩子们从这里直接进出校园。

记者与在“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攀
谈，一位李姓村民告诉记者，他的两个孙女
都在这所乡村小学上学，学校原本有 1位
校长、10名正式教师。但是，不知道什么
原因，最近两个星期除了校长外，只有一名
教五年级的邵姓女教师在学校。孩子回来
说没老师上课，每天在学校疯玩，直到昨天
才有新老师来上课。

到了学生放学的时间，
记者在校门口随机询问了
几名三、四年级的学生。当
问起上两星期是否有老师
上课时，孩子们的警惕性很
高，都回答：“有。”但是，当
记者询问起老师的名字时，
所有孩子竟然没有一个人
能回答上来。

一位四年级的学生悄
悄告诉记者，他们班原有两
个老师，一个叫李丹（音），
一个叫倩倩（音），但是他们
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来上课
了。昨天刚来一位新老师，
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老师都去哪儿了

就群众反映的情况，记
者在校园内找到了该小学
的王校长。他介绍说，高古
洞小学共有五个年级，在校
学生不到100人，正式教师

10名。当记者问起前两周为何没有教师
上课时，王校长借故匆匆离开，未做回应。
记者又询问几名教师相关情况，大多闪烁
其词，回避记者提问。

该村一熟悉内情的村民告诉记者，高
古洞小学原本有 10个在编教师。由于小
学相对偏远、待遇不高，其中有9名教师离
岗外出打工，或者做生意去了，部分教师十
多年都没见来教过学了，而这 9名教师的
工作被另外9个人顶替上岗。

该村民说，顶替正式老师代课的人，水
平参差不齐，有的无学历，有的年龄大，只
有两个人有教师资格证书。这些“教师”长

期从事教学工作，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很多
学生家长都很有意见。

这名村民说，上个月，他们将这一情况
反映到相关部门后，这 9名顶岗的代课老
师被全部清退，并责令离岗正式教师返
校。但是，很多离岗教师坚持不返校，他们
认为其他学校都有教师顶岗这种现象，偏
偏让他们返校，不“合理”。由此，也造成了
高古洞小学长达两周只有校长和一名教师
上课的尴尬局面。直到 11月 14日，这些
离岗的正式教师才全部返回学校上课。

“拿着国家的钱不好好教学，跑出去再挣
钱，俺村这些孩子的学习都耽误了，会毁孩子
一辈子。”采访中，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教学无法保证让人忧

“庄稼一耽误是一季，孩子一耽误是一
辈子”，采访中，高古洞村几位学生家长都
表示了对孩子前途的忧虑。

“小学根基打不好，长大以后怎么能有
出息呢？”一位学生的爷爷忧虑地告诉记
者，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把两个孩子
留在家里。前两周，孩子每天不到放学时
间就回家了，一问，孩子说没老师。孩子的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受影响很大。

据村民介绍，高古洞村有 2400 多口
人，是当地人口较多的一个行政村，几年前
高古洞小学还有在校学生300多人。但这
几年，随着教师的流失、教育质量的下滑，
学生也日渐减少，目前已经萎缩到了八九
十名，很多学生家长舍近求远把孩子转送
到外地上学。

“学校如果长期没有合格的老师上课，
年后俺们家也准备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去
了，毕竟孩子的学习耽误不起啊。”一位学
生家长无奈地告诉记者。9

应该给人民一个交代

来函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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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可容纳 300 多名学生的农村小学，10 名教师有 9 名

脱岗，仅剩一位校长和一位老师任教。上课时间学生可以在

校园内任意玩耍，在教室内的课桌上嬉戏。学生连教自己的

老师姓什么、叫什么都说不上来。学生家长们忧心忡忡。这

事儿发生在西华县清河驿乡高古洞村小学。

学校的使命是什么，大家都清楚，而教师的职责，也十分

明确。但恰恰是这些应该传道、授业、解惑，给学生指引人生

方向的老师，给他们的学生做了一个十分负面的示范：自己出

去挣钱，雇人替自己上课。在教育主管部门接到家长反映，清

退了那些所谓的代课教师后，他们还迟滞不归，致使全校学生

几乎处于“放羊”状态。

诚然，目前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等还不算高，有的甚至还

比较低，但这就是他们放弃自己岗位的理由吗？答案很明

显。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在手持教鞭走向讲台的第一天，就应

该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仅仅是一

句写在墙上、印在纸上的标语口号。从小里说，教育关系到一

个孩子一生的命运，从大里说，教育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正因如此，人们才将“花园里的园丁”这一美好的称呼送

给教师。而这些集体脱岗奔商海的教师们，面对这些，不应该

感到脸红吗？

那么，高古洞村小学的老师们为什么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违规违纪，私下雇人替自己上课，自己去奔“商海”，而且还“集

体”脱岗呢？

应该说，这与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的放任有很大关系。

一个学校的教师在不短的时间里雇人上课，西华县的教

育主管部门难道不知道吗？是真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不愿意

管呢？退一步说，即使真的不知情，在学生家长们向主管部门

反映后，他们也仅仅是将替老师们上课的“代课教师”清退了

事。至于那些脱岗教师是否返岗、教师们脱岗期间学生们是

个什么状况，似乎并无人过问。以至于本该文化知识滋养的

孩子们在校园里闲逛、在教室里嬉戏。还有，除了高古洞村小

学，西华县是否还有其他学校也存在正式教师雇人上课的现

象，县教育主管部门做未做过调查？

孩子们没有课上，甚至连教师姓甚名谁都说不上来，哪一

个家长还能坦然面对？无怪乎家长们要四处上访，到处反映

了。

虽然目前脱岗的教师们已返回了学校，但他们的心是否

也回校了，他们的心思是否还能放到学生身上，这些同样让人

忧心忡忡。

西华县教育主管部门恐怕要给学生和家长们一个交待，

给社会一个交待。9

近日，柘城县公安局皇集派出所打掉一个用假冒纪念品
骗人的流窜诈骗犯罪团伙，抓获时已骗取群众钱财3万余元。

不久前，群众反映，某小区内几名自称湖南韶山红色文化
宣传中心，且操本地口音的男子正免费播放红色纪录片，并向
老人销售纪念章。民警怀疑是一个诈骗团伙。为锁定犯罪证
据，民警对这伙人实施诈骗的过程进行秘密取证后，抓获两名
犯罪嫌疑人。

调查发现，被骗者多是老年人，有些老人在民警给他们退
钱时，还不知自己被骗。

该团伙自今年 9月以来，流窜虞城、宁陵、民权、柘城等
地，冒充革命圣地宣传中心人员，以销售所谓限量版红色纪念
品为名进行诈骗。

这类诈骗分子利用老人对伟人的景仰行骗，作案后迅速
逃离现场。由于老年人大多没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又无法
当场鉴定纪念品真伪，频频中招。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
是老年人，如果喜欢收藏，一定要去正规渠道购买纪念品，以
免上当，造成个人财产损失。9 （张超）

“红色”骗子 专骗老人

去安阳市办事，回来时搭乘
公交车，在站牌下等了半个多小
时，不见一辆 17路公交车过来。
笔者纳闷，难道是改换行车路线
了吗？可没见到有告示啊。旁边
等公交车的人不少，也都七嘴八
舌地议论：这么长时间不见一辆
公交车，到底是咋回事？

实在等得不耐烦，笔者拨打了
安阳市公交公司服务热线。工作人
员说你去火车站等吧，可能是换线
路了。

公交公司就是改变原有线
路，起码也应该提前公告，不能让
大家浪费时间白白傻等。

笔者无奈，只好去火车站等
公交车。坐上公交车问司机咋
回事，司机说前边修路不好走，
变换路线绕一绕。司乘人员初
衷不错，可总得给大家知会一
下。

现在信息渠道如此畅通，告
知不是件难事，哪怕临时写个告
知书也行。9 （正使）

公交临时改路线 告知一声有多难

近日，夏邑县桑固乡刁庄村
发生一起大型犬咬死自家幼童事
件。

这天上午，该户人家在给自
己养的烈性大型犬喂食时，烈犬
跑出笼子，咬伤自家的幼童。随
即邻居拨打120以及110，特警赶
到将该犬击毙。但是，幼童却不
治身亡。

目前，在农村，基本上是男劳
力外出务工，家中只留老人、妇女
以及孩子，养条狗用于看家或者
陪伴等，这可以理解。除了普通

的中华田园犬和其他较温驯的犬
种外，农村养大型犬、烈性犬的也
比较常见。

在此提醒各位养犬的朋友，
特别是养大型犬的，一定要注意
安全。尤其是个头较大的烈性
犬，除了要有拴狗链，最好再用铁
笼圈起来。家中有幼童的，一般
不要养烈性大型犬。即使养了，
也要告诉孩子，不要靠近犬舍
（笼）逗弄。犬只伤人事件不是偶
然，对安全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
莫让后悔留终生。9（夏天）

古城开封被誉为“北方水城”。黄汴河是
穿越该市的一条最重要河流，但临河搭建的
花鸟鱼虫市场，却给黄汴河带来威胁。有些
商户把垃圾、污水倾倒在河里，污染水源，不
仅有损市容，还有损古城形象，有关部门应
该管一管。9（金戈）

农村谨防恶犬伤人

这个花鸟市场
该挪地儿了

无人管的学生在教室里撒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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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县司法局着力从创新形式、建立机制和
强化监督三方面入手，强化廉政理念，积极推进廉
政文化建设。一是积极营造良好的廉政氛围。通
过悬挂廉政格言警句、反面警示、书法牌匾等廉政
内容，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环境和氛围。二是积
极开展学习教育培训。通过学习培训、订阅刊物、
观看警示片、听讲廉政课等形式，大力加强廉政学

习教育培训。三是建立组织保障机制。健全完善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
管权、用制度管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制度
化、规范化。四是强化监督，着力构建坚固的反腐
防线。通过家庭监督、组织监督、社会监督，筑牢
清白做人、干净做官、公正做事的拒腐防变思想道
德防线。 （郑法民 任永辉）

为大力推进机关安全文化建设，展现“为民、
务实”的安监机构文明单位形象，洛阳市瀍河回族
区安全监管局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建设健康向上
的监管文化环境。11月以来，该局相继对机关办
公楼走廊、楼道和各科、室、队办公环境进行了全

面美化，悬挂内容涵盖安全监察语录展板，充分发
挥其价值导向、约束言行等积极作用，对各科、室、
队办公环境进行了全面清理整顿，更换办公桌椅4
套，一改原有陈旧面貌，进一步鼓动了干部职工干
事尽责、扎实工作的热情。 （白旸）

新乡封丘县检察院积极开展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通过走访调查，了解掌握
县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现状、存在问题，发现一
批该移送不移送、以罚代刑涉嫌犯罪案件线索，依
法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

批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有效遏制与扭
转此类犯罪的发展态势。加强与有关行政执法机
关的沟通配合，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建立信息共
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促进知识产权保护
领域“两法衔接”机制的有效运行。 （刘达）

近年来，卫辉市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抓
好落实，增强检察宣传工作活力，使检察宣传工作呈现良好发
展态势。一是强化内外联动。强化内部协作。要求各部门定
期报送宣传素材，尤其是欠缺写作人才的科室，宣教科根据素
材内容将加工任务分解给兼职信息宣传骨干，保障稿件来源和
质量；计财装备部门负责提供车辆等物质方面的保障，努力做
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争取外部支持。宣教科加强与电视
台、报社、上级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争取支持和工作指导，提
高工作质量。二是营造竞争氛围。建立内网通报制度。该院
宣教科指定专人负责，利用全院内网平台，对干警市级以上新
闻媒体上稿情况坚持每月一通报，上至检察长，下至每一位干
警，每人每天都能定时看到通报，干警的写作成果能即时传达
给每一位领导、干警。月通报制给优者鼓励，给落后者鞭策，给
干警带来紧迫感，但也浓厚了写作氛围和竞争氛围。建立宣传
任务推进月公示制度。院宣教科对全院宣传成果做好日常查
询、备案登记工作，结合年度宣传任务分解目标，对部门和干警
的完成情况，如写稿数、上稿数及内部排名，制作公示表，在内
网上每月进行公示，让干警、部门领导及分管领导做到底数清、
目标明。 （董水华 周红伟）

近日，新乡凤泉区检察院利用检察官讲堂平台，邀请市委党校
教师为全体干警讲授公务员礼仪知识，旨在全院上下形成学习礼
仪、崇尚礼仪、遵守礼仪的浓厚氛围，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进
一步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党校老师作了题为“加强文明礼仪修
养树立良好检察官形象”的专题辅导。他从礼仪知识概述、礼仪的
原则和分类、实现传统文明礼仪的现代价值、检察官文明礼仪规范
等方面作了深入浅出地讲解，使全体干警初步了解掌握了现代文
明礼仪在工作、生活中的表现形式、细小情节及注意事项，对于干
警做到文明规范执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该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董颖在主持讲座时指出，公务员礼仪知识是现代检察官必备的
素质，也是衡量一个单位、一个人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全体干警
要牢固礼仪无小事的观念，学习礼仪知识既要内化于心，也要外化
于行，希望通过本次讲座在全院形成学习礼仪、崇尚礼仪、遵守礼
仪的浓厚氛围，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推动执法规范化
建设，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讲座结束后,干警们
进行了交流讨论,充分认识到加强礼仪修养是检察干警的必修课,
此次讲座培训获益匪浅。 (娄苑)

增强检察宣传工作活力

鄢陵司法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开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监督活动

积极推进机关环境建设

举办公务员礼仪知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