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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浙江名牌高中校长，退休
后，拖着病体，独身来偏远的贵州大
山里义务支教。不仅带领一所“差
校 ”走 上 正 轨 ，更 改 变 一 方 教 育
观念。

他就是浙江杭州市学军中学原
校长、贵州黔东南州台江县民族中
学校长——陈立群。他的故事，被网
民誉为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

“给孩子一点光亮，
他还你一片天空”

教师节前夕，台江县老屯乡岩
脚村苗族少女姜海霞在父母陪伴
下，乘高铁前往上海商学院报到，四
年美好大学时光，正在向她招手。

步入台江民中时，她的世界只
有这片大山，课余跟着爸爸放牛，不
知道有大学存在。而现在，她的理想
是，考取北京的研究生。

姜海霞的奶奶、75 岁的张庭珍
曾给陈立群写了封情真意切的信。

张庭珍会刺绣，曾被评选为全
国劳模、党的十六大代表等。然而，
大山束缚着这个女能人，由于家庭
贫困等原因，她的四个子女无一考
上大学。听说杭州来了一位名校长，
她写信恳请校长多关心一下孙女海
霞的学习。

读书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
一方式。从那以后，陈立群经常关心
姜海霞。最终，姜海霞以超出一本线
9分的成绩被上海商学院法学专业
录取。

62 岁的陈立群出生于浙江农
村，也是个放牛娃，因家境困难一度
辍学，改革开放后考上大学，人生轨
迹得以改写。近 40 年的从教生涯
中，以爱和责任让每一个孩子找到
自信和快乐、前途和梦想，是他笃定
追寻的目标。也因此，退休后，多家
企业开出百万年薪聘请陈立群，都
被他婉拒了。

“给我百万，还不如看到一个贫
困学生考上大学令我开心。”陈立群
说，“我在浙江是‘锦上添花’，在这
里却可以‘雪中送炭’。”

在素有“天下苗族第一县”之称的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台江民中
是唯一的高中，2016年8月，陈立群受
邀担任台江民中校长时，全校每年辍
学学生100多个，贫困家庭、留守儿
童、问题学生占全校人数近一半。

“无论差校、名校，都是帮助学
生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激发他们
生命能量爆发。给孩子一点光亮，
他会还你一片天空。”陈立群说。他
默默发誓，要把贫困学生从辍学边
缘拉回来，帮助身处困境的孩子找
到最好的自己，自信从容地走出
校园。

“放牛班的春天”

苍蝇飞舞的食堂，教室改造的
宿舍，几块木板遮挡的卫生间，还时
常断水断电；家长大多外出打工，学
校成了“托管所”，抽烟喝酒、打游
戏、谈恋爱现象严重，个别老师迟到
早退混日子……这是台江民中给陈
立群的“第一印象”。

在浙江，每年从学军中学考进
北大、清华的学生就有几十个，而在

这里，每年二本上线率仅 10％，
2008 年和 2011 年，全校竟然只有
一人考上一本。

有人担心陈立群“晚节不保”，
他却没打“退堂鼓”：一拖再拖的食
堂、宿舍改造工程立即动工，十几项
规定出台，全封闭式管理，早读、晚
自习挨个教室检查、评比，严格教师
出勤管理，甚至辞退了两名工作不
力的高三教师。

一批批教师被送到杭州学习，
校内开展师资培养工程，每个年级
和教研组开展听课、评课，并和黔
东 南 州 名 校 凯 里 一 中 开 展 同 课
异构。

“这位浙江校长不是来走过场
啊！”“两个月他就把几年管不住的
事管住了！”乱哄哄的民中有秩序起
来，县城里议论纷纷。

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陈立群
终将学校带上“逆袭”之路：2018
年，台江县打破高考11年无600分
以上“纪录”，8 人考过 600 分，450
人考取本科。今年，台江民中561人
考取本科，其中一本线第一次超过
100人。三年来，台江县高考增量从
全州末尾冲到了全州第一，中考尖
子生几乎全部留在本地。

令陈立群欣喜的还有，在他坚

持高考结束送喜报的行为感染下，
今年各个村寨自发奖励考上大学
的孩子，尊师重教的氛围越来越
浓厚。

“老师还是这些老师，但考得一
届比一届好。”台江民中教师任伟娟
说，“学校已经走上正轨，民中不会
再滑回过去。”

“被需要，是一件幸
福的事”

不怒自威，西装革履，一丝不苟，
这是陈立群的外在，其实，他的内心
有一颗爱生如子柔软的心。学生碰到
什么事都愿意找他，塞在校长办公室
门缝的信多得像雪片一般。

在台江民中，他有不少“孩子”。
“如果我能弥补这些孩子缺失的父
爱，我愿意扮演父亲这个角色，尽可
能逼真。”陈立群说。

有个女学生开学没来报到，陈
立群得知，女孩父母早年离异，她和
三个弟妹由爷爷奶奶辛苦拉扯大。
父亲再娶，带她去接亲，女孩想不开
不愿上学了。“你无法选择父母，但
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陈立群鼓励
她，还给了1000元钱。

过了段时间，女生给他写信，家

里太穷，继母也跑了。“我把你当女
儿养吧。”陈立群怜惜地说。女孩现
在读高三，他定期给生活费。

毕业生来道别，他会给贫困孩
子包一两千元的红包。有人说：“贫
困学生太多了，您帮不完。”他说：

“如果我不在了，我的儿子、孙子也
会帮助下去。”

陈立群跑遍台江，家访了 100
多个贫困学生家庭，辍学现象基本
消失。他四处做讲座，培训师资逾万
人次，支教分文不取，反而资助学
生、奖励老师30多万元。其实，他身
患疾病，并不富有，也有牵挂，90多
岁的老母亲独自在临安老家生活，
孙女今年 5 月出生后，还没见过
爷爷。

陈立群原本计划支教一年，把
学校管理理顺了就走，但每当看到
山里孩子期待的眼神，他就心软了。

“学生们感谢我，我说错了，是我要
感谢你们，因为是你们丰富了我的
人生阅历，提升了我的办学思想，充
实了我的精神世界。”陈立群说，“我
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被人需要，是
一件幸福的事。”

文/新华社记者 胡 星 李
惊亚 俞 菀

（新华社贵阳9月8日电）

大山里奏响“放牛班的春天”
——记浙江对口帮扶贵州台江民中校长陈立群

本报北京9月8日讯 记者姜
天骄报道：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
育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
作协主办，中国摄影家协会承办的

“我和我的祖国——摄影、短视频优
秀作品展”9月8日在北京民生现代
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近400幅
摄影、短视频作品。

“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是通过
向著名摄影家特约征稿以及从近
13 万幅征稿摄影作品、3000 余部
短视频中遴选出来的。”中国摄影
家协会驻会副主席郑更生在开幕
式上介绍说，展览主要以“个人”与

“国家”的关系为视角，生动呈现了
70 年来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呈现了 70 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在现

代化进程中创造的伟大成就；呈现
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精神
风貌，并以普通中国人的视角展示
出这一时期个人、家庭与祖国发展
的关系。

据悉，“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集
活动自2019年1月起面向全国征集
相关作品，至 6 月底结束，共计半年
时间，征集到文学类作品14万余篇，
摄影作品近 13 万幅，短视频 3000
余部。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董耀鹏在开
幕式上代表“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
集活动组委会致辞时表示，征集活
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呈
现出参与群体广泛、投稿数量众多
等鲜明特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

“我和我的祖国——摄影、短视频优秀作品展”开幕

1952年7月1日，西南军区司令
员贺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
典礼上将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志着

“蜀道难”的历史从此改变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国从

清末即开始在四川筹建铁路，民国时
期也曾几次筹划，但延宕至新中国成
立，川渝大地还是没有一寸铁轨。

1950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不
久，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同年6
月，3万多解放军官兵带着未尽的硝
烟，投入了筑路的战斗。随后，铁路沿
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筑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
是没有枕木。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几
十个县发动了献卖木料的运动。成渝
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和配件，国营某钢
铁厂制造出来了。道钉、道岔和某些
机器，重庆400多家私营钢铁厂承担
起来了。十万劳动大军所需要的工

具，重庆相关工厂的职工包做了。过
去铁路上用的从美国买来的火药，西
南的工厂自己能够制造了。完全用本
国的器材修筑铁路，在我国铁路建设
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工农
业的发展。许多停工半停工的工厂恢
复了生产，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贫苦
农民通过献卖木料、参加筑路增加了
收入。这使沿线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
铁路，筑路民工更加尽心地为铁路服
务。民工提出口号：“保证火车不在我
做的路基上出事故！”沿线农民组织起
护路队，许多妇女深更半夜还在线路
上护守巡逻。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形成了新的
交通系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
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为西南的工业
化建设铺平了道路。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蜀 道 之 难 大 改 观

陈立群（左一）在台江县民族中学早会上与学生交流（9月3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 星摄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
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
中心获悉，9 月 7 日 23 时至 8 日凌
晨，北京天安门地区举行了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首次联合演练，约9万
人参加演练及现场保障工作。

据介绍，首次联合演练包括庆祝
大会仪式、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活动、
转场、应急处置等六项内容。其中，持
续1个小时的阅兵演练重点进行了阅
兵式、分列式演练。群众游行演练重
点是集结疏散、整体行进，以及与联合

军乐团、合唱团的磨合，与阅兵方阵、
联欢活动的前后衔接。联欢活动演练
了主题表演和中心联欢表演，演出人
员熟悉了场地，烟花燃放控制系统进
行了实地测试。

本次演练重点磨合了庆祝活动全
流程、核心要素的内部衔接，全面检验
了各方组织保障和指挥运行工作，演
练精确到分、组织有序，达到了预期目
标。北京市有关方面表示，这次夜间
演练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群众的理
解支持，特表示衷心感谢。

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首次联合演练圆满结束

2016 年，年届花甲的浙江杭州
中学老师陈立群拒绝百万年薪，远
赴1400公里之外的贵州省台江县义
务支教。3年来，陈立群将自己的先
进教育管理方法倾囊相授，动真碰
硬、大胆改革，不仅带领一所“差校”
走上正轨，更改变一方教育观念，为
台江县摆脱贫困打下了坚实的教育
基础。

“一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
校。”陈立群的到来，对台江教育事
业的发展而言，可谓雪中送炭。其
所展现的“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教
育情怀与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高尚情操，难能
可贵。

陈立群不孤独。在脱贫攻坚这
场伟大的决战中，一大批来自东部
发达地区的帮扶人员，放弃相对舒
适的工作环境，远赴千里之外，全身
心投入西部贫困地区的脱贫发展。
他们“把他乡当故乡”，为当地的发
展走遍了千山万水，想尽了千方百
计，吃尽了千辛万苦，将自己的智慧
和力量全部奉献给贫困地区，为脱
贫攻坚作出了巨大贡献。陈立群则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陈立群们”的义举和精神值得

全社会认真学习。当前，脱贫攻坚
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更需要全
社会行动起来，汇聚全部力量啃下
最后的“硬骨头”，需要一大批像陈
立群一样的优秀人才，投身贫困地
区，将其聪明才智倾囊相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
旁观者，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担当
者、建设者。我们要对照陈立群的
事迹，随时检视自身行为，坚守好自
己的初心，认真履行好职责使命，为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个
人的智慧和力量。

向“陈立群们”致敬
吴秉泽

（上接第一版）

既要产值，也要颜值——
“腾笼换鸟”空间更优

44 家采石场，水泥企业最多时
达到 166 家，建材行业贡献的税收
一度占到财政收入的52%……石家
庄市鹿泉区曾依靠水泥产业连续5
年进入“全国百强县”，但是也因此
造成产业结构单一，环境压力大。当
地人戏称，“鹿泉人均二两土，白天
不足晚上补”。

为改变“灰头土脸”的面貌，近
年来，鹿泉区彻底关停了全部采石
场，将水泥企业压减至2家，压减水
泥产能 4200 万吨，腾退土地 5600
余亩。腾出“空笼”，还得换上“新
鸟”。为此，鹿泉区立足地方优势，布
局了休闲旅游“一业覆盖”和电子信
息、绿色食品、智能制造“三足鼎立”
的“1+3”现代产业体系。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卧龙山下，
一个名叫“大年初一”的风情小镇应
运而生。“这里曾经是水泥制品工业
区，旁边不远处就是以前的矿山。”风
情小镇工作人员孙静告诉记者，目前
旧厂区已经改造成138亩的迎宾花
海，因采石遭到破坏的矿山，也被改

造成了56米长的山体瀑布。
近几年，鹿泉区已经引进建设了

30多个像“大年初一”风情小镇一样
的休闲旅游项目。2018年，鹿泉区接
待游客1700万人次，同比增长70%；
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970万人次，预
计全年将突破2000万人次。

“三足鼎立”产业中，以远东通
信、君乐宝、科林电气等企业为代表
的电子信息、绿色食品、智能制造产
业增长迅速，产业集群已然形成。目
前，鹿泉区电子信息企业数量由
2016 年底的 48 家增加到 323 家，
2018 年电子信息主营业务收入达
到 249 亿元；绿色食品产业和智能
制造业2018年的产值分别达到142
亿元、54.1亿元。

通过“腾笼换鸟”，鹿泉区闯出
了一条产业优、百姓富、生态好、城
市美的发展路径，三次产业结构比
重优化为4∶34∶62。随着“1+3”产业
体系的落地生根，建材业税收对鹿
泉区财政的贡献占比下降到8%，新
兴产业税收占比提升至 76.4%，特
别是今年上半年，在减税降费减收
4.3 亿元和基本没有土地出让的情
况下，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
了15%以上的增速。

优化产业，创新产品——
“出城入园”天地更宽

2017年，石家庄启动最新一轮
企业搬迁，确定了31家城市工业企
业外迁，目前已完成 19 家，今年正
在推进8家企业搬迁，剩余4家将于
2020年完成。

记者了解到，对于原址土地可
出让的搬迁改造企业，石家庄市对
按计划完成搬迁、投产并按约定腾
退交付土地的企业，以土地出让总
价款的 60%进行补偿。企业退出的
国有出让土地，在符合城乡规划和
分割转让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土地
使用权人分割转让土地使用权。

作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重要
举措之一，企业外迁带给市民最明
显的感受就是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好
转。2013 年，石家庄市 PM2.5浓度高
达 148.5 微克，2018 年下降到 72 微
克，降幅达到53.2%，首次实现污染
指数“零爆表”。

城区发展空间更大、空气质量
更好，那么外迁企业走进园区后发
展如何？

“发展空间更大了。”这是记者
走访中，外迁企业的普遍感受。石药

集团旗下的欧意药业、中诺药业（石
家庄）有限公司，原厂区位于石家庄
市区的工农路、华星路和丰收路，
2016 年搬迁至石家庄良村经济技
术开发区。

“通过搬迁升级改造，加快了由
传统原料药为主导的传统工业企业
向创新药物发展为主导的创新型企
业的转型，实现经济效益快速增
长。”石药集团工程部高级总监王建
明告诉记者，2018年，仅欧意、中诺
两家公司就实现销售收入80亿元，
增长 36%，实现利税 22 亿元，增长
39%。

近 3 年来，石药集团先后投入
100 多亿元，进行了重大创新药物
产业化、制剂国际化、保健品产业化
和老厂区搬迁升级改造等4大类重
点项目建设工作。位于石家庄良村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石药集团第一制
造中心是企业高端制剂产品生产基
地，占地 2100 亩，建成了达到欧美
高端标准的30个生产车间。

“我们通过精准把握产业‘老与
新’的平衡点，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升
级，新兴产业加速发力，在转型发展
的跑道上跑出了‘加速度’。”石家庄
市发改委副调研员侯明山告诉记者。

新华社郑州9月8日电 （记者罗争光 刘
怀丕）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8 日在河南郑州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开幕式。

古都郑州华灯璀璨，中原大地万众欢腾。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内，56个民族齐聚一堂，共同
奏响团结奋进的昂扬乐章。20时，开幕式正式开
始，各代表团和现场近4万名观众迎接国旗仪仗队
入场。各民族运动员身着民族盛装，精神抖擞，阔步
走来。各代表团行进中30秒的驻停表演，展示了中
华文化百花园的绚丽多姿，让现场观众赞叹沉醉。

20时50分许，汪洋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刹那间，绚烂
的礼花绽放夜空，郑州奥体中心变成欢乐的海洋。

随后，一场以“中华民族一家亲·携手奋进新
时代”为主题的精彩文艺演出拉开序幕。演出分
为“礼赞中华”、“出彩河南”、“拥抱梦想”三个章
节，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讴歌了新中国
70年的伟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演出最后，各族同胞满怀深情，一同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场内出现象征新中国七十华诞
的数字“70”，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开幕式之前，汪洋参观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展和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接见了运
动会组委会全体成员、运动员代表和工作人员代
表。他指出，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
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是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是创新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抓手，是党的民族政策优越性
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共同捧起民族团结的“最高奖杯”，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出席
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
致开幕辞。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致欢迎辞。国家
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主持开幕式。

本届运动会为期9天，全国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代表团以及
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的7009名运动员将参加射
弩、押加、独竹漂等17 项竞赛项目和194 项表演
项目的比赛。运动会期间还将举办民族大联欢等
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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