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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目击

热点关注社会视点

棚上发电 棚下种菇

“光伏产业+棚下经济”助民致富

百姓故事

□本报记者 冯军福

没了校外培训，书面作业变少，课后活
动更丰富……今年 9月开学，“双减”为中
小学生送上了一份特别开学礼。

如今，“双减”政策已实施四个多月，教
培机构何去何从？家长有哪些担忧？学校
教学质量如何提高？为此，记者近日进行
了调查。

退潮

“双减”之下，一度“高烧”的校外培训
彻底“降温”。

12月 13日，记者在郑州市金水区未来
路附近看到，这里原有的七八家校外培训
机构已人去楼空。过去，每到周末和节假
日，这些辅导机构门前都会有成群的家长
接送孩子，甚至“双减”政策正式公布前，还
有不少培训机构“招兵买马”、装修门店。

张强在郑州一家校外培训机构工作了
11年，从市场专员做到了公司高管，见证
了教培行业的潮起潮落。两个月前，他递
交辞呈，选择逃离。

“尽管之前就有传闻，但没想到，暴风
雨来临时，会如此猛烈。”张强感慨。

他清晰地记得，2015 年公司鼎盛时，
在一所中学附近租下 1600多平方米的门
店，职员达 150余人。尽管此后也经历政
策收紧、行业整顿，但市场依旧火热。没想
到，不到半年，这家机构从烈火烹油走到繁
华散尽。

目前，郑州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压
减80%以上。12月初，继续办学的营利性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部变更为非营利性。
这意味着，营利性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或将
退出历史舞台，大批从业者将面临转岗。

在张强看来，校外培训“凉凉”，与“双
减”政策实施固然有着直接关系，但行业无
序发展也是背后主因。这些年，教培机构长
期被资本裹挟，乱象丛生、良莠不齐，严重破
坏教育生态，确实到了该规范治理的时候。

重拳之下，校外培训机构四处寻求出
路，有的计划转向素质、职业、成人教育等
非学科培训。“但转型之路并不轻松，无异
于断臂求生”，张强表示，一些机构和老师
的培训思维已经固化，向素质教育转型非
常难，而家长是否会为素质教育课程埋单，
还涉及教育评价体系调整、思想观念转变
等问题。

观望

“双减”政策正式出台，家长们的心态

也随之出现分化。
有拍手欢迎的。“原来一到周末，就得

送孩子上补习班，耗钱耗精力。现在可以
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让孩子放松一下。”郑
州市一位家长认为，“双减”政策有助于家
长从“鸡娃”“内卷”中走出来。

有无所适从的。一名五年级孩子的
家长在“双减”后第一个周末发朋友圈：

“不只我不习惯，孩子也不习惯。他在房
间客厅进进出出转了七八圈，不知该做什
么，以前这个点他都在补习班补英语或数
学。今天早早到家，作业做完，游戏玩过
了……我就坐在沙发上看他转圈，一起无
所适从。”

还有焦虑不安的。李伟是郑州市一所
中学的数学老师，女儿平常学习成绩不错，
以前报班并不多，但随着孩子升入初三，他
也不由得焦虑起来。

“自己不‘加餐’，别人‘偷跑’‘抢跑’咋
办？”“双减”政策下，郑州线下学科类培训
按下“暂停键”，但为了不让女儿落后，李伟
给她报了学而思线上课程。“双减”政策的
确减轻了学生负担，长远来看当然好。但
眼下孩子正处在升学期，急需补充“营养”，
能否顺利通过考试进入理想高中，对一个
小家庭来说非常重要。

走访中发现，和李伟抱有同样想法的
家长不少。在他们看来，“双减”给了自己

“躺平”的理由，奈何没有“躺平”的勇气，在
升学面前，如果原有的考试选拔制度没变，
免不了被带着跑。

鉴于个体差异的存在，一些学生确

实需要课后有人适当指点，这也是造成
疯狂补课的原因。而校外培训机构“加
餐”之路被规范限制后，如何满足学生的
学业辅导，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特别
是对那些面临升学的家庭来说，倘若学
业辅导需求得不到满足，很容易让家长
和孩子陷入焦虑。

一方面期待减负，一方面又担心落
后。记者发现，“双减”政策来了，与心中升
腾的新希望相伴随，不少家长内心的焦虑
还没有彻底消除。

回归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
浪……”音乐课上，濮阳市昆吾小学的孩子
们跳起了老师精心编排的课桌舞。

“以前的音乐课，只是带着学生唱唱
歌、学简谱，时间长了学生容易感到无聊。”
音乐老师韩晓利说，“双减”之下，她想到了
把课桌舞、手势舞融入课堂。欢快的音乐、
有节奏的动作，让孩子们既体验到了音乐
的魅力，也变得更加阳光。

“双减”实施，意味着教育回归校园主
阵地。让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是纾解
家长焦虑的一剂“良药”。

为提升教学质量，不少中小学创新教
学形式，丰富课堂内容，积极打造高效课
堂。郑州龙门实验学校（长安校区）探索
AI智慧课堂，把传统中草药知识融入编程
课，让学生在学习信息技术时，了解到不少
传统中草药知识。

“‘双减’后，对学校和老师都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河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王振存教授认为，学校和老师应更加全面
提高课堂教育教学质量，创新育人模式、
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由以往单一的知识
传授为主，向更加丰富多元的课内课外结
合、理论实践结合、校内校外结合、线上线
下结合的综合实践课堂、综合素质提升课
堂转变，服务好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生命价
值的不断提升。

学校和老师回归教育本质，家长的角
色和心态也要校准归位。“为纾解家长焦
虑，我们依托‘家长学校’，邀请省家庭教育
讲师团成员，结合‘双减’，向家长和教职工
讲授家庭教育方法。”河南省实验小学校长
王献甫介绍。

一位家长说，激烈的竞争让家长总是
过于关注结果而忽略孩子的感受，“家长课
堂”让他明白，其实与孩子积极互动、保持
正向关注远比刻板的说教有用。

考试改革和评价方式调整也在稳步推
进。不久前，省教育厅下发《河南省中招体
育考试改革方案》，明确从2024年起，中招
体育考试总分值由目前的 70 分提高到
100分。

改革作用不断显现，把孩子的身心健
康放在第一位已成共识。但大厦非一日建
成，让孩子快乐成长，让家长真正心安，还
需要全社会都来加把劲儿。4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任贵伟 翟书生

“目前，灵芝菇的市场销售价是每公斤 20元，即使如此，
依然供不应求。前几天，一位全国火锅连锁企业的负责人来
到我们这儿，想和我们签订供货合同，但是他们的需求量太大
了，我们目前还达不到那么大的种植规模和供应量。”

12月 13日上午，走进“棚上发电，棚下种菇”的内黄县六
村乡破车口村 106kW 光伏发电站的光伏园区内，破车口村
党支部书记王红林，一边在光伏灵芝菇大棚下带领多名工人
采摘灵芝菇，一边感慨该村的灵芝菇种植规模实在太小了。

正在采摘灵芝菇的 48岁的脱贫户王爱霞激动地对记者
说：“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这一切都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大力
帮扶。这几年来，我除了每月能领到光伏发电基本保障金外，
王书记还安排我和村里的其他50多位村民在这儿干活儿，俺
在棚里切切蘑菇，活儿很轻松，每天挣个百十块钱，松松哩。”

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该村与清华大学林平博士合作，
引进灵芝菇种植项目。经过 4年 20多次试种，到 2019年终
于成功。

“你看这朵灵芝菇，长到现在 21天了，大概重 2.5 公斤。
一般来说，灵芝菇7天长出来，最长45天一个周期，一般都能
长到5公斤。”王红林饶有兴趣地说。

“与其他菌类相比，灵芝菇不仅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而且
口感好、肉质鲜嫩，富含多种矿物质、氨基酸、多糖等，被业界
称为菇中之王、菌中茅台。村里从去年开始对灵芝菇进行深
加工，生产出来的灵芝菇冻干菇、灵芝菇辣椒酱、灵芝菇调味
营养粉等系列产品，一投放市场就深受欢迎。”

今年 10月底，村里开始规模种植灵芝菇。“我们种了 30
栋 50余亩大棚灵芝菇，在一个种植周期内，一亩地的大棚产
量可以稳定在5000公斤。光伏园区内有200栋大棚，试种成
功后，我们村准备大力发展棚下经济。光伏发电产业不仅解
决了20户贫困户的脱贫问题，而且还给村集体经济带来每年
5万元的收入。在发展光伏产业的基础上，我们力争把灵芝
菇种植和深加工做大做强。”王红林满怀信心地说。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技术推广，在基地种植成功以后，发
动周边村民扩大种植，由我们免费负责技术培训、统一销售产
品，让更多的老百姓增收获益。”4

□本报通讯员 张建树

12 月 15 日上午，永城市卧龙镇余庄村
口，一个年轻人一直在徘徊观望。一位老奶
奶移步上前，轻声问：“孩儿，你找谁？”“我找
俺家哩。”年轻人皱着眉头回答。“你是哪庄
哩？”“我是小胡庄哩，小名狗子……”说话间，
一位中年妇女骑着电动车过来，老远冲着年
轻人喊：“狗子，咱家在这儿哩！”

中年妇女停下车，把年轻人的手提箱放
到电动车踏板上。看着老奶奶一脸疑惑，她
解释说：“婶子，这是俺家狗子，你不认识了？”
老人急忙拉着狗子的双手，问长问短。狗子
大名余得水，家住余庄村小胡庄自然村，大学
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才离开老家两
年时间，这次回来竟然找不着自己的家了。

据介绍，余庄村是卧龙镇精心打造的新
农村建设试点。在前期规划上，镇党委、镇政
府邀请省城乡建设设计专家把脉，量身定做，
为余庄村打造出了沿路观景带、湿地观景台、
休闲画廊等新村美景。贯穿该村南北的省道
两旁，全部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所有大街小巷
两旁也安装了太阳能路灯；老旧道路全部硬
化改造，新修水泥路38段 27.54公里，户户通
上了水泥路，而且在路两旁栽植了桂花树、白
玉兰、枣树、石榴树等；村里新建了 4个小广
场，配置了健身器材，新建4个观光亭，添置3
个园区走廊花架；在村主要路口，安放大型景
观石 2处，巷道指向牌 6个；在人口居住比较

集中的地方，修建了停车场。
同时，为了美化村容村貌，提升居住品位，省道两侧的住户，

屋檐统一改成仿古式琉璃瓦，并且用小游园点缀在路两旁；421
户村民家里实现改厕全覆盖；路边配置垃圾桶，垃圾分类集中收
集，保洁公司派专人值守；针对房屋坐落位置不同，外墙或粉刷
统一的黄色涂料或喷涂真石漆，既有效减少了改造成本，又突出
了乡村特色。

农村环境整治以后，村户面貌大为改观。村民胡永杰深有
感触地说：“以前，外边的姑娘大都不愿意嫁到我们这儿，嫌这儿
太土气了、环境差，哪儿都不顺眼，多拿点彩礼，人家也不来。现
在大不一样了，俺村经常上报纸、上电视，成了明星村。村里的
小伙儿都成了香饽饽，外村的姑娘争着托人说媒，想嫁给我们
村。今年安徽亳州就有三个姑娘，嫁到了我们村。”

余庄村现在是卧龙镇的明星村，社区环境整治工作走在了
全镇的前列。今年以来，附近我省的夏邑县、虞城县，安徽省的
砀山县纷纷组织人来参观。一位外县乡镇的领导对余庄村评价
说，这里虽然是一个村庄，但却有着城里的品位、城里的环境，村
民们享受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如今的余庄村，不能与过去的余庄村同日而语，的确变得高
大上了。你如果不信，再停上两年，你来余庄村看看，肯定还会有
许多新变化。”余庄村党支部书记胡振峰充满自信地说。4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韩雪松 杨飞

入冬，万物萧条。12月 16日上午，走进伏牛山腹
地西峡县的广大乡村，但见塘坝错落有致，似明珠镶嵌
在田埂边、山坳间。在塘坝旁随意停车，弯下腰来，用
手一摸，收获后的庄稼地里，土壤的含水率颇高。

驻足村前坝外，放眼望去，路边菊黄，麦田苗青，
天蓝水清，一泓泓碧水为许多乡村打开一面面美颜的
滤镜。这是西峡县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千村万塘综合整治过
后，水美乡村得以充分展现的真实画卷。

据介绍，西峡县千村万塘综合整治，厚植生态底
色、突出发展特色、彰显乡土本色，让群众得到了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惠，处处呈现出“库坝凭鱼跃，坑塘映新
村”的美景。

自 2019年以来，该县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为导
向，立足县情、镇情、村情，一塘一坝一策，科学规划，
精准设计，试点先行，以点带面，全面推进项目建设。
目前已完成坑塘建设整治 460余座，受益群众达 10
余万人，受益土地达 18万亩。构建起“来水能引、降
水能蓄、旱涝能调”的农村水网格局，换来了“水清岸
绿、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水和谐”的农村水文环境。

“花海果香是集休闲观光、采摘体验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以前这儿是一个死水坑，淤积严重，杂草
丛生，灌溉利用率低。经过千村万塘项目整治，800
亩猕猴桃基地和周边群众的生产用水得到了有效保
障。在政府及相关部门支持下，加上我们自筹资金，

景区环境和服务质量逐年提升，如今已成为我省、我
市特色旅游示范基地之一。”丹水镇花海果香实业董
事长陈近台介绍，每逢节假日，这里游人如织，平均年
接待游客 50多万人。周边村组 150户贫困群众守着
坑塘，就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门路。

“现在俺村环境美得很，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住
着可得劲儿！这几年，政府大力引导群众种植猕猴
桃，改造农舍，打造休闲观光游园。去年，政府又给我
们村修了塘、建了水坝，有水就有了灵气，现在我们村
就像世外桃源一样，城里人谁见谁眼气，住这儿不想
走！”正在猕猴桃园干活儿的丁河镇木寨村村民张中
强，兴奋地向记者表达着对塘坝整治的感受。

“周边村组、县城内外的人，都愿意往这儿跑，节
假日更不得了，钓鱼的、玩水的，全是领孩子、带朋友
过来玩的。为此，镇里专门修了停产场，增加了停车
位、村里专门找人定时定点收集垃圾。环境一好，人
气就旺了。”五里桥镇孔沟村党支部书记石苏里指着
塘坝旁边几个钓鱼的人说，这几个人隔三差五就到这
儿来玩。

“水源有保障，种地心不慌！我们村的这几个塘
坝，可起大作用了，浇水方便了，果子产量也上去了。
今年，我们村卖出去200多万元的果子，群众都能挣到
钱，我这当支书的脸上也有光。”田关镇王营村党支部
书记王星军，说起村里整治过后的几座坑塘，激动地与
记者分享着说不尽的喜悦。

伴随千村万塘综合整治项目的逐步实施，许多乡村
的颜值逐渐提升。一批批水美乡村不断呈现，百姓收入
和生活也越来越好，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4

□本报通讯员 张丽丽 刘金有

12月 14日上午9时许，从深圳北开往郑州东的由郑州铁
路局客运段高铁四队值乘的G74次列车，自广州南站刚刚驶
出不久，正在常规巡视的列车长、共产党员陈鸿莺突然收到列
车员报告：坐在4号车厢8D座椅上的一位青年乘客突然全身
发抖，双眼紧闭，冷汗直流，需要马上抢救。

陈鸿莺立即前往，在赶往4号车厢的途中，她用对讲机叮
嘱列车员王宁照顾好生病乘客，又立即通知列车广播室进行
广播寻医，并让红十字救护员带上药箱，赶往抢救现场。

听到广播后，乘客中的一位医生，马上前往 4号车厢救
援，许多热心的乘客也前往帮忙。陈鸿莺一边维持秩序，一边
向围观的乘客解释，为抢救病人创造了良好的救助条件。

红十字会救护员冯朝阳和乘客医生赶到现场后，立即为
患者进行脉搏和血压测量，在确保病人绝对安全的情况下，陈
鸿莺和医务人员一起，将病人搀扶至列车通风处，垫好枕头，
让他平躺，以便治疗检查。为了防止病人着凉，陈鸿莺找来毛
毯，给病人盖上。

陈鸿莺还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医务人员的嘱咐，端来温开
水让病人喝下，然后又找来酒精，用药棉为其全身擦拭，以此
为病人进行物理降温，全程用了 40多分钟，由于乘客躺在地
上，陈鸿莺也全程跪在车厢地板上，一直握着乘客的手，让他
安心。

这位患病乘客症状缓解后说，他今年 24岁，是在深圳某
大学就读的大学生，头一天因患阑尾炎刚输完液，今天要回
汨罗市医院进行阑尾切除手术。不料在列车上病情突然加
重了。

陈鸿莺和王宁把这位患者搀扶至餐车休息的同时，又分
别与汨罗东站的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家人取得联系，让他们提
前做好接车准备。

当天中午 12时许，列车正点到达汨罗东站，陈鸿莺快速
与车站工作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又和乘务员一起，把患者
交给他的家人。

患者的家人拉着陈鸿莺的手，感激的话语不知从何说
起。列车快要启动时，眼含热泪的患者和其家人迟迟不愿离
去。他们望着缓缓北上的列车，频频向列车长陈鸿莺招手致
意。4

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如火如荼，各地修
建的广场和公厕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广大乡村。然而
有些公厕修建好之后却闲置起来。希望有关部门切合实
际情况，莫要盲目施工建设，浪费资源。本图摄于商城县
汪桥镇鲍楼村，这是一座建成很久、但却闲置从未使用的
公厕。4 曾实 摄

紧急施救一小时

公厕闲置 有点浪费

“双减”之后，能否安心

学生的成长成才需要一个过程，这是

由学习科学和人的认知发展规律决定的。

我们要尊重教育规律，相信教育科学，学会

做时间的朋友，以平常心态，静待瓜熟蒂

落、水到渠成。4

——省教育厅副厅长 毛杰

教育是慢的艺术，不能拔苗助长，凌节

而施，要从孩子一生的高度看教育，做影响

孩子一生的教育，要教书更要育人，知识仅

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应该从更长远更广阔

的视野审视、变革。4

——河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王振存

“双减”政策实施，对教师课堂教学质

量提出更高要求，要让学生当课堂的主人，

开展探究式教学、合作教学，提高学生课堂

学习的参与度。4

——河南省实验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
主持人 贾福霞

观点集纳

姑
娘
争
嫁
余
庄
村

连线基层

塘坝治理润龙乡

整治后的丁河镇木寨村马头砦塘坝整治后的丁河镇木寨村马头砦塘坝。。44 曹波曹波 摄摄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的学生正在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后活动。4 陈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